
□刘凌霄

《奔腾的骏马》是一部关于梦想、信任、奇迹
的成长小说。这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亨利的
经典之作。

本书描写了一匹再普通不过的小役马，它
长大后却成了美国一种名马的祖先。整部小说
围绕两大主题展开，一是马的吃苦耐劳精神，二
是马和乔尔·高斯的感情。这匹马的家乡在美
国佛蒙特州的苍山绿水中，马的外表和别的马
没有什么区别，它的主人摩根是学校校长与音
乐老师，校长给小马起名字为巴布。摩根寄住
在他的学生乔尔·高斯家里，便让乔尔驯服小巴
布。乔尔非常喜欢这匹小马，与小马相依相偎，
很快，小马便顺服地戴上了马鞍和笼头。小巴
布长大后被租出去，它每天努力干活，它会拉圆
木，开荒地，帮助人们建造起第一批木房，还和
人们一起修桥梁，在荒野铺道路。书中这样描
述：“马又被套上了笼头，日出日落，在阳光下耕
作。让乔尔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别的马会因为

工作变得瘦巴巴、病恹恹的，可它却越来越结实
和强壮。它干起活儿来仿佛是在玩耍，似乎很
享受干活时的声音和气味——锁链叮叮当当，
爬犁吱吱嘎嘎地耕过冰冻的雪地，还有刚刚犁
过的土地那种土腥气。”租马主人还让巴布参加
各式各样的比赛，它每次都会赢得比赛第一
名。主人摩根生病了，因为治病摩根欠了好多
债，他在病重期间不得不将巴布卖掉还债。摩
根病逝后，这匹马遭受几次转卖，但它一如既往
地任劳任怨。在马队拉货车，它在乱石坡剧烈
颠簸中筋疲力尽；风雪交加的夜晚，它浑身是雪
在寒冷中颤抖。后又被转到给马配种的人手
里，转到泥瓦匠手里，转到铁匠手里等。尽管这
个过程充满挑战，但巴布都会在逆境中凭借坚
韧战胜困难顽强地生存着。

战争来了，乔尔去部队当了志愿者，当战
争平息时，他已经长大成人了。他到处寻找巴
布的下落，终于在切斯客栈的门口发现了巴
布。这匹马由于积劳成疾，已骨瘦如柴，皮毛
粗糙。乔尔把马买下来，细心照料，喂它吃“用
水桶在火上把水温过，还加了燕麦”的“稀软的

燕麦糊”，“戴着毛手套抚摸小巴布全身，用法
兰绒的布条包扎小巴布的腿，用熔化的绵羊油
来浸泡裂开的蹄子”⋯⋯不久这匹马的身体渐
渐恢复了。乔尔仔细地为巴布梳理，使它的皮
毛焕发出光泽，血脉通畅，神采飞扬。他还把
巴布小腿上的毛修剪一番，耳朵里的毛和下巴
的胡须也修剪好，就像礼宾马。乔尔带着它参
加训练，巴布在场地是最漂亮的马，并且步伐
跟着鼓乐的节奏，很享受、很安静。不久，总统
的检阅开始了，他的马因一只蜜蜂飞进耳朵里
而 暴 躁 不 安 ，为 了 安 全 总 统 下 马 ，选 中 了 巴
布。巴布抬头挺胸，步伐稳健，不疾不徐，在一
片欢腾中驮着总统走完检阅全程，骏马的魅影
形象深深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如今，这匹马的子孙被称为摩根马，是闻名
全世界的名马。它生活的年代正是美国发展壮
大的时期，确切地说，它为美国的成长出过一份
力，它吃苦耐劳的精神被美国人广为传颂。

本书让人懂得一个道理，要想成功就要有
持之以恒的精神，做任何事都要认真，有耐心，
只有坚持不懈、勇于挑战，才能取得成功。

读马 写给骏马的深情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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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光茫

《我自故乡来》是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展
现了漂泊者的力量源泉。

湘西世界一直是沈从文心中的天堂，生于斯
长于斯，从 15岁参军起到 20岁，沈从文长期流徙
于湘、川、黔边境与沅水流域一带，对湘西及原始
野性的自然生活有深刻的洞察和热爱。墨笔之
下，尽是湘西古风，遗韵悠长。《我自故乡来》选自

《湘西》《湘西散记》中为人传诵的名篇，共分3辑：
流水几何时、苍生何茫茫、湘西明在眼。作者从
笔下的“南国边城”故乡与汪钰元先生的“江岸生
活”水彩画完美结合，集彩重现原始湘西世界。
文画交映生辉，品读品赏，令人沉醉。

沈从文在他童年的生活记忆里，总是把乡土
文化的原始性作为人性美加以描写，认为这种原
始性的乡土文化，正因为带着粗犷的野性，才真

实地表现了强盛的生命力，也就是表现了自然的
人性。他认为自然是人性，只有合乎自然、与自
然契合的人性才是美的。通过自然与人的和谐
关系去讴歌生活，是沈从文文章的一个特色。

沈从文从边城那原始的民风里，找到了渴
望的人情人性美。书中那淡淡的忧郁，辽远的
愁绪，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就像翠翠唱的
那首歌，微笑里藏着哀痛，快乐里夹着忧郁，非
常柔和，又不知不觉浸着一丝凄凉。如他写：

“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美既随阳光所
在而存在，情感泛滥流注亦即如云如水，复如
云，如水，毫无凝滞。”从这些“悲美”中，我们似
乎看到了沈从文对生命的诠释，感受到了他对
生命的爱，感觉到他对“爱”与“美”的追求与向
往。

沈从文的文学故乡里，有渡船上等待爱人回
来的翠翠，脚楼上守望归人的女子，辰河小船上唱
歌的水手，当然还有过柳林岔一程一相思的从文

⋯⋯这正是自然的生命方式所在，即使有所陋习
鄙闻，也因为“人与自然的契合”而显出生命的真
诚所在。沈从文曾说：“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
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
小庙⋯⋯这庙供奉的是‘人性’。”毫无疑问，沈从
文的这座希腊小庙，就是他构建的湘西，就像寄托

“人性”于希腊小庙一样，将自己对纯情自然和心
有所归寄托于无比熟悉的家乡。

通读全书，感觉沈从文的创作风格趋向于
浪漫唯美，一字一句皆饱含诗意，充满了灵动。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
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
的人。”这样通透的句子在他的文章中俯拾即
是，“人间尚有纯洁自然的爱，人生需要皈依自
然的本性。”他的作品中无不渗透着对人性本真
的思考，理想的追求。

沈从文的种种思索，不啻于一首现代文明
的挽歌，给浮躁者以沉静，给迷茫者以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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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晓梧

翻阅《我的改革情》一书，胸中涌现的是
1978 年以来中国大地上波澜壮阔又跌宕起伏
的改革开放大潮，眼底浮现的是一位平民出身，
刻苦上进，自强不息，咬定青山不放松的人物
——“迟改革”。应当说，这本自传体著作，在很
大程度上映射了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大批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又为改革开放作出了一定
贡献的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作者迟福林在书中回顾了自己少时成长求
学、忧患家国的时代记忆，抒发了自己对改革开
放事业的情感和使命感。作者从建言农村改
革、国企改革、政府转型等方面回顾了自己的学
术研究历程；从建言海南自由贸易港等方面，回

顾了自己痴心热土的“海南梦”；更从“改革自
己”出发，讲述建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的责任和追求。

从这里回看过去，也从这里看向未来。40
年来，我们在打破“两个凡是”为前提、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从理论上突破了 3 方面
的束缚：一是突破了“社会主义就是单一计划经
济”的束缚，二是突破了“社会主义就是单一公
有制”的束缚，三是突破了“社会主义就是单一
按劳分配”的束缚，为改革开放征程起到了打破
坚冰的作用。而迟福林在这 3 个重大理论争论
方面，都有他自己的努力和建树。回顾这段历
史，是为了总结经验、把握规律，增强开拓前进
的勇气和力量。当前，我们仍然面临种种问题，
在总结改革开放经验之时，更要从深层次的理
论和当前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放眼未来，把改

革推向前进。
作者出生和成长于一个平民家庭，从小拾粪

拾柴补贴家用。当他在世人眼中以“成功人士”站
在各类论坛之上时，依然不忘那些在普通岗位上
辛勤劳作的工人和农民。他建言为广大农民提供
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并于2010
年提出“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并建议最晚到2020
年让有条件的农民工市民化。在我看来，在城乡
之间大量流动的农民工现在高达2.8亿人，应该引
起高度关注。要落实城乡居民平等的就业权利，
实现同工同酬，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赋
予农民合理的包括土地、宅基地、住房等在内的资
产收益。特别是要看到“十三五”时期，新生代农
民工占农民工的比重已经超过50%，他们对共享
发展的要求远高于第一代，对平衡发展的要求也
远高于第一代，解决农民工的根本出路是农民工

市民化。
从这里看到个人侧影，也可从中看到时代群

像。在改革开放战线上奋斗了40年的许多老兵，
回顾起改革开放走过来的历程，都是心潮澎湃。
改革开放 40年来所走过的曲折、获得的经验、取
得的成就，是那代人的坚韧不拔、开拓创新实实在
在干出来的。迟福林同志在自序中说，“表达成长
与变革时代的这一代人对改革开放的家国情怀和
执着精神”，这的确是我们那一代人内心的写照和
共鸣。

不了解改革开放的前因后果，就难以理解
当初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面貌的落后程度，更难
以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巨变。通过阅读本
书，相信能促使和帮助更多人理解我们这一代
人对改革开放的信念感和使命感，特别是丰富
年轻的下一代人对改革开放的集体记忆。

身随潮涌心自澎

作者：迟福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编辑推荐：
你是一个拖延症患者吗？如果是，

是什么程度、什么类型的拖延者？《战拖
行动》是全球知名且具影响力的拖延心
理学研究者皮尔斯·斯蒂尔的著作。书
中，斯蒂尔博士剖析了三大拖延类型、四
大战拖方法以及拖延公式的用法，让你
可以重拾轻快的行动力。

作者从 801 项有关拖延的研究中，
总结出了影响拖延的 3 个因素：期望、价
值感和时间，并提出了著名的拖延公式：
行动动机=（期望×价值感）÷（冲动×
可推迟时间）。

针对影响拖延的因素，作者剖析了适
合不同类型的拖延者的战拖方法，解读了
减肥、工作和存钱这3个拖延非常普遍的领
域的通关指南，让你对症下药，告别拖延。

本书重在探索“为什么你把今天该
做的事推到明天”，作者不仅回答了这个
问题，还给出了驾驭冲动的具体技巧。

编辑推荐：
特里·维尔茨在 200 余天的太空生

活 中 拍 摄 了 30 多 万 张 照 片 ，创 造 了
NASA 宇航员的拍照纪录。他将这些从
远在地球几百千米之外拍摄的作品上传
到 Twitter 和 Instagram 网 站 ，与 网 友 分
享。《国家地理太空探索全书》精选其中
最神奇、最美丽的照片，辅之以生动的解
说，揭秘神奇的太空生活。

特里从国际空间站向下望去，地球
像是一个色彩斑斓的调色盘，不论是巴
哈马海岸的湖蓝色海水，还是极寒之地
的美妙极光，甚至连红色的沙漠、白色的
风暴、闪烁的灯光都尽收眼底，这些奇景
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书中收录
的照片捕捉到了地球上最壮丽的景象。

除了照片，这本书还记录了执行航
天任务期间，特里身上发生的故事：激动
人心的升空经历、头晕目眩的失重体验、
惊险刺激的太空行走、千钧一发的危急
时刻，乃至衣食住行的点滴小事。宇航
员特里以其独特视野，让这本书从前所
未有的角度带你探索太空，一览宇宙的
伟大与壮观，更能体验生命的深层意义。

特里·维尔茨，曾任美国空军试飞员，
2000年加入NASA。任职期间担任“奋进
号”航天飞机飞行员，2015 年被选为国际
空间站指令长，执行第42 、43航次远征任
务，并参与制作IMAX电影《美丽星球》。

作者：【美】 特里·维尔茨
译者：章石
出版社：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加】皮尔斯·斯蒂尔
译者：陶婧 周玥 曹媛媛 等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朱宜尧

沈书枝就是蒲，一枚南方小小的蒲，美丽的
蒲。在她的文字里有香，有暖，有色彩，有惆怅，
有点点忧伤，时刻流淌着对故乡的思念。

《拔蒲歌》是沈书枝很用心的作品，字句清
丽，文笔流畅。她的每章的标题都带着诗意，冠
以诗的名字，很有韵味。

我最喜欢的一篇叫《喜欢的树》，文字很欢快
干净，又充满了童趣，夹杂着那么一点点的羞涩
与怅惘。简练的文字很适合叙述童年的往事。

花与树是女人的属物。不仅契合了美，还契
合了那种梨花带雨的忧伤，无意中隐含与之同时
的乡村变化的缩影，成为作者内心关于南方乡情

的一种凝结与象征，也因为消逝而在作者心里成
为更纯粹、永久的存在。像蒲一样的自己，在最
后的《安家记》中找到了生活的归宿，但精神上仍
然像她描述的鸭跖草一样，思念绵绵。

除了她描写的花花树树，还写了故乡的食物，
有春天的蚕豆汤与腌雪里蕻炒小笋，有夏天的蒸
茄子与康梨，有秋天的茅栗与红薯，有冬天的炖炉
子和烫粉丝，简单朴实的饮食所呈现的，是作家某
种情感的牵念，使得食物不再只是饱腹或满足口
欲的东西，还是最牵人、最动情、最勾魂的情怀。

《南京的腊梅》是想家的文章，那里面思绪最
浓。从腊梅谈到南京的小吃。山西的瓦罐面在
南京，成了南京的小吃，这大概到了山西也吃不
出来南京家乡的美味来。在作家的记忆里它就
是南京的，就是故乡的。有段“春节过后，腊梅逐

渐萎落一地，只有香气仍旧，而后连香气也渐渐
散去，绿叶绽满枝头。时光一日一日迅疾流过，
无论怎样恐慌，也到了该来的那一日”。这是她
考博的心境，可有了这句，就心生感慨。人生的
结果，是等，是盼，是遗憾，还是被动接受，好与
坏，乐与悲，生与死，不去思量，是水到渠成也好，
是被动接受也罢，该来的，怎么都会来，不该来
的，你用八抬大轿也请不来，要坦然接受。你今
天走的路，就是明天的主动或被动的接受。

《北京的春天》有句写得妙，“风景的养成有
赖于时间的恩容”。北京城市再大，总不及南京
的美，家乡的美，其实，那不是眼睛能看到的美，
是心灵贴近的美，是心灵融入的美。那样的美
是在沈书枝的身体里，那念念不忘的年复一年
的思绪里。

万般乡愁寄蒲中

作者：沈从文
绘图：汪钰元
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

作者：沈书枝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滕客

散文集《雨夜短文》，余秋雨将自己的阅历、
感想、智慧浓缩在一篇篇笔调轻松又有分量的
小篇幅散文里。

本书篇幅短小，意境至美。其中包含两部
分内容：“万里入心”是有感于人生路上遇到的
一些人或事，记录并生发出一些感触，进而展现
出一种人生哲理和生活态度；“文史寻魂”是对
千年文脉的点穴式提领，用极其精练的语言勾
勒出中国古代文学的脉络，同时对相关在中国
文化中具有相当量级的文人进行评介。他在用

一篇篇“支点很小”的短文撬起半部文学史。
余秋雨在正文之前特意提醒道：“本书所有的

短文，与传统观念和流行思潮都有很大不同。按照
我历来的习惯，如果没有什么不同，就不写了。因
此，我要在读者进门之前先做一个预告：里边颇多
坎坷荆棘，需要步步小心。”余秋雨很少对山水名胜
作具体的描述，往往是笔锋一转，人为地构造出一
幅幅浓郁而又深沉的人文图景，紧跟着便进入直抒
式的咏叹，挥洒着对中国文化的种种遐想和议论。

余秋雨认为，中华文化没有沦丧的最终原
因，是君子未死，人格未溃。他从《诗经》《庄子》

《史记》到唐诗、宋词、元曲、戏剧、小说一一说来，

话虽不多，却提领了最精要的核心内涵与最关键
的人文精神。在其中的《两个地狱之门》一文中，
余秋雨用自问自答的方式表达了对“中国历史思
维的奠基者”司马迁的崇敬。《史记》的宏大不仅
仅是其文学著作本身，令余秋雨颤笔的是不能称
为男人的男人司马迁，在完成这部“伟大”同时又
是其“屈辱”的著作的苟且与坚忍：“当极度的伟
大和极度的卑辱集中在一个小小的生命之中，我
们看到了生命的最高含量和最后边沿。”

余秋雨的人生短文，文化底蕴深厚，文笔精
简优美，哲思性极强，让人们一览其人生箴言的
庐山真面目。

“小支点”撬起半部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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