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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味

□包小婷

《能力陷阱》 的作者埃米尼亚·伊贝拉，是
职业与领导力发展方面的专家，她在 2013年全
球最具影响力的 50大商业思想家排行榜上排名
第 9。她的新书 《能力陷阱》 基于大量对领导
力的研究和对管理人士的调查，其中的思想富
有洞察力，并且提出了诸多实用的建议。

全书分为 6 个章节，开篇作者提出了这样
一个具有启发性的观点：我们很乐于去做那些
我们擅长的事，于是就会一直去做，最终就使
得我们禁锢在始终擅长的事情上。做得越多，
就越擅长，越擅长就越愿意去做⋯⋯这样一个
循环能让我们在这方面获得更多的经验，但却

容易陷入能力陷阱，使得我们在其他方面无法
突破。

针对这一问题，其余章节有计划地设定
了一些阶段性的小目标，并且给出了可行的
达成方式。要避免能力陷阱，首先要转变思
想，重新定义自己的工作，多参加一些之前
没有参加过的活动，学会从不同角度看待自
己的工作；其次，需要建立不同的人际关系
网络，因为固有的关系会限制你重新认识自
己的能力，而与不同的人建立联系，会彻底
产生一些不同的看法，多元化的人际关系网
会填补自己的空缺；再次，试着朝更多不同
的方向发展自己，这并不是虚伪，而是发现
真实自我的过程；然后，要合理规划前进的
道路，转变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你

只需付诸行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一些你没
有 预 想 到 的 方 式 改 变 了 你 ； 最 后 ， 作 者 提
出，想要变得优秀，先要表现得像一个优秀
的人，把传统的“先思考后行动”的观点反
过来，这样才能成功地实现转变。

在职业生涯中，每个想获得更好发展的人
都可能遇到这种能力陷阱，如果想避免能力陷
阱，那么就要从日常的琐事中解脱出来，转变
自己。开始你可能并不会发现你的经历会产生
什么样的作用，但它们会让你的想法发生潜移
默化的改变，在你反思时能让你明白更多新的
东西。

正如樊登博士的推荐语：“能力是优势，
大家知道；能力同时也是陷阱，大家却不知
道。”该书提出的观点充满智慧。

□院秀琴

南水北调工程，是中华大地上创造的又一个
“人间奇迹”。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南水北调
工程全面通水 5 周年之际，我国首部记录南水北
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水成效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龙腾中国：南水北调纪行》出版，这是《中国水利
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赵学儒推出的最新力作。

回顾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悠久
的文明史是一部兴水利、治水患、除水害的历
史：大禹治水是中华民族大规模治水的开始，都
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
府之国”，京杭大运河历经春秋、隋唐、元明清
2500 多年的风风雨雨，至今仍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和
组织全国人民开展了一系列治水活动：治淮工
程、官厅水库、三门峡水利枢纽、长江三峡、黄河
小浪底、百色水利枢纽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

开工或建成⋯⋯这其中，气度非凡的南水北调工
程，是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水利建设史上的一项
创举，是实现我国水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战略性基
础设施。在《龙腾中国：南水北调纪行》一书中，
作者以优美的文笔、新颖的构思、真实的情感记
人、叙事、写景、状物，将南水北调工程及沿线的
建筑之美、人文之美、生态之美、地理之美和发展
之美，向读者娓娓道来。通过对南水北调过程中
感人故事、深刻变化的细节性描摹，生动而又深
刻地彰显了这项工程的重大意义。

70 载治水兴水利，70 载山河焕新颜。新中
国成立 70 年来，大江大河得到治理，大中小型水
库星罗棋布，防洪蓄水发电愿景成真，解决了数
亿群众的饮水困难，保障了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发
展。在此书中，作者把“长虹”凌空飞跃、“巨龙”
逶迤向前的恢弘图景，以细致和生动的笔触描绘
出来，将绿洲神奇诞生、水利工程润泽山川的壮
美图景徐徐展开，让读者不禁心生憧憬。本书作

为报告文学体裁类型的著作，其素材真实性是首
要的，尤其是作为描绘现实重点工程的作品，更
需要向读者展现真实的力量。在这方面，作者有
着难得的优势。他采访和研究南水北调工程已
有 10 余年，见过了大量的案例，听过了太多的故
事。这些真实的素材，被他一一收入自己的作品
中，先后写作了报告文学《南水北调步履铿锵》、
中篇报告文学《南水北调大移民——河南卷》、长
篇报告文学《我的南水北调梦——北京南水北调
奉献者集体记忆》、长篇报告文学《血脉——中国
南水北调北京纪事》、长篇报告文学《圆梦南水北
调》、长篇报告文学《向人民报告——南水北调大
移民》等。《龙腾中国：南水北调纪行》一书，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作者对这一题材进行非虚构
写作的一个重磅归纳与总结。

同时，该书作为一部与时代同步的文学作
品，在描摹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和时代生活的同
时，还包含了作者富有个性的思考。南水北调工
程分东线、中线、西线 3 条调水线路，连接淮河、

黄河、海河，形成“四横三纵”中华大水网，实现
“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局面。如此规模的工
程，对于记录者而言，其难度可想而知。在这部
书中，作者的笔触时而如大江奔涌，气度不凡；时
而如小流涓滴，细致入微，通过一个个生动的小
故事写出了宏大的格局，又通过宏大的格局赋予
了小故事以大意义，不愧为时代之声。

《龙腾中国：南水北调纪行》分为“龙行南北
——中线记事”和“二龙际会——东线随笔”两部，
共计 22章、115节，煌煌 25万言。其中，第一部从
源头写到尽头，从工程写到生活，从城市写到农
村，讲述了陕西、湖北、河南、河北、天津、北京的故
事，彰显了水源区和受水区共赢的美好。第二部
将大运河与南水北调交叉描写，记录了大运河与
南水北调承续千年、跨越千里的水资源接力。可
以说，该书可谓南水北调工程的一部宏伟“传
记”。掩卷沉思，你会更加理解：中华儿女何以能
在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创造出那么多举世瞩目的
伟大成就，书写了那么多令人震撼的人间奇迹！

为南水北调工程奋笔立传

编辑推荐：
近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大家读经

典文丛”第一辑——残雪六卷本读书笔
记（精装）。包含《永生的操练——但丁
<神曲>解析》《地狱中的独行者——解析
莎士比亚悲剧与歌德的<浮士德>》《建构
新型宇宙——博尔赫斯短篇解析》《辉煌
的裂变——卡尔维诺的艺术生存》《灵魂
的城堡——理解卡夫卡》《沙漏与青铜
——残雪评论汇集》。全书近 150 万字，
是残雪近 20 年间创作的一系列文学评
论、读书笔记的首次结集亮相。

其中可以读到残雪对但丁《神曲》、
莎士比亚悲剧、歌德《浮士德》、博尔赫
斯、卡尔维诺、卡夫卡的经典作品等进行
的全景式、全方位、细致的文学评论。残
雪的评论以写作者的角度出发，以敏感的
艺术心灵逐篇解读，贯穿着对作家创作状
态的分析，以创作与评论相融合的文体形
式对经典作品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和描
述。在这套书中，可以了解作为作家的残
雪对经典作品严谨的研究脉络、精当独特
的解析、独一无二的审美、与众不同的有
趣灵魂和极具特色的感悟表述。

残雪，本名邓小华，她被认为是中国
“先锋小说”的开创者之一，还是在国外被
翻译出版最多作品的中国作家之一。7个
中篇和短篇被收入日本大型丛书系列《世
界文学全集》；长篇小说《最后的情人》获
得第八届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长篇小说

《边疆》和《新世纪爱情故事》在美国出版。

编辑推荐：
世家出身的张克群眼中的老北京是

怎样的？140 处北京古建筑为什么如此
与众不同？千年古建筑背后有哪些人？
那些事？

这里不止是“诗和远方”的出处，还
收藏着一座古城数百年的沉浮。《北京古
建筑物语》（套装 3 种）是建筑学大家梁
思成先生亲传弟子张克群 10 余年心血
之作。本书用图文结合的方式，通过
379 幅精美手绘图和照片，介绍了 140 处
北京古建筑的前世今生，让读者更好地
了解故宫、潭柘寺、卢沟桥等古建筑背后
的历史、文化渊源。

□王忠范

作为教育部新编初中语文教材拓展阅读书
系之一的经典名著《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去
年 12 月刚一出版发行，便受到广泛的喜爱与欢
迎。有人欢呼：又是一部激情四射的爱国主义
好作品。

诗集《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作者舒婷，
是中国文坛的著名诗人。可舒婷没啥“派头”，却
极其热情、谦和，带有几分幽默。她这样写道：

“写诗出自本能，被称为诗人是一种机遇。”舒婷
上山下乡以后，当过临时的和正式的 4 种工人，
艰苦劳作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生活内容乃至不
休止的生命的思索，为她的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舒婷著述颇丰，很多作品被翻译成多国文
字，多次获奖。

这部诗集没有分辑，共收进 108 首诗，都是
作者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上乘之作。这些诗写
作方法不同，但皆是形象生动、意象鲜活、情感
真挚、语言优美，颇具传统美学思想，富有艺术
表现力和艺术意境。每每读来总有新鲜、多情、
青春、阳光的感觉，让人情满胸怀又回味无穷。

本书中的《致橡树》《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
《神女峰》等都是产生过轰动和影响的佳作名
篇。而谁都喜欢被选作本书书名的《祖国啊，我
亲爱的祖国》这首名诗，入选了教育部新编初中
语文教材。

这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舒婷以“我
是你的十亿分之一”表现题目，拉近了自己与祖
国的亲密关系，多么动情感人。全诗共分四节，
真实而细腻地排列情感逻辑，深含大爱和家国
情怀，洋溢着历史感与现实感。诗中前两节用

“熏黑的矿灯”“干瘦的稻穗”描写祖国的贫穷落
后，心情沉重；第三节绘画未来用“我是你挂着
眼泪的笑涡”展示无限希望和信心满满；第四节
表达我与祖国，祖国强大要靠每一个人的努力，
我愿为祖国贡献一切：

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
喂养了
迷惘的我、深思的我、沸腾的我；
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
去取得
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
——祖国啊，
我亲爱的祖国！

从诗人心里飞出来的唱给祖国的颂歌，以
不同的细节表达、抒情，展示了因祖国而骄傲的
豪情，荡气回肠，催人泪下。当年著名电影表演
艺术家孙道临朗诵这首诗时，全场掌声雷动，经
久不息，震响中国。据说至今在各地的诗歌朗
诵会，好多大学依然选择朗诵《祖国啊，我亲爱
的祖国》，吐露心中的那份热爱。

通读全书，总以为舒婷注重文化传统与艺
术创新，常见出奇出乎意料的地方，都是生活
和美学局面，具有哲理的高妙、深遂。如《致橡
树》：“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
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
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写树，也写人，形神
兼备，意境深远。又如《双桅船》：“你在我的航
程上∕我在你的视线里”。情真意浓，且自如
顺畅，可尽情品味、感悟和思考。再如《人心的
法则》：“最强烈的抗议∕最勇敢的诚实∕莫过
于——∕活着，并且开口”。一读就懂，直击心
灵，给人以震撼。

舒婷的这部《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思
想、意境与语言传神地精妙结合，形成汹涌的大
河或柔情的小溪或纯净的清泉，犹如流淌心头
点点滴滴的滋润，是多么美妙、畅然。

“我是你的十亿分之一”

□褚银

鲁瑛的诗集《梦中的敖鲁古雅》，一看就放
不下了。

身为内蒙古人，对于“敖鲁古雅”并不陌
生，它是鄂温克族的居住地，是鄂温克族最远也
是最神秘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地方。鄂温克族在
内蒙古自治区是“三少民族”之一，汉译为“住在
大山林里的人们”，全国总人口 3 万余人。由于
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鄂温克族这个民族现在
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了。诗集作者鲁瑛的母亲
是地道的鄂温克族，正因如此，鲁瑛对鄂温克民
族有种特殊的归属感。

敖鲁古雅对于诗人鲁瑛来说，既有同根同
源的珍惜，又有净土将逝的悲伤，用诗歌记录鄂
温克族的文化和情感成了她的使命和担当。

读鲁瑛的诗集，使我见识了一个有情怀、真
性情的诗人。她在诗中执着地表达着真善美这
一文学主题。这或许是诗有别于其它文学样式

的地方。有人认为诗的题旨可以广泛，但我觉
得诗人要有自己的审美追求和情感趋向，要有
坚守的创作母题。我以为，鲁瑛的创作基本母
题是爱，是善良的爱心，是对于社会、人生和大
自然的敬爱和友善。她执着地从爱和友善的角
度，真切地表达对于时代和历史的敬畏感恩，从
人生基本的情感上对社会与人生进行诗意的提
炼和升华，表现了一个诗人的担当精神，颇有现
实意义。

鲁瑛的诗不仅体现在她对敖鲁古雅的感情
上，还可以感受到鄂温克留给她独有的生活气
息。她的诗不做作，想象自然，真切质朴，耐人
寻味。

诗集共收录鲁瑛的诗作 134 首，分三辑，第
一辑生命原乡，收录 35 首，其中组诗 5 首，同题
诗 8 首，以其意向的新鲜、神奇和意境的纯洁优
美，引人入胜。第二辑心灵感悟，收录 80 首，其
中组诗 21 首，同题诗 8 首，这是最能展示诗人的
潜质与实力的部分。不仅在整个诗歌集中所占
比例最大，形式多样，内容也最丰富。如《漫步

云端》（组诗 3 首）《黑》《白》《生死》《躁动》《春
殇》《让心去旅行》等都是对人生的敏锐感受、深
入思考和独到表达，给人以情感的熏陶和智慧
的启迪。第三辑亲情永恒，收录 19 首，其中组
诗 5 首，不仅饱含了对母亲永恒的思念，也饱含
了她对流淌在身体里的鄂温克族血液的顶礼膜
拜。用《自画像》为这部诗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
号：“把自己画成一朵云/飘往故乡的天空/自
在，安详，宁静/如我平凡的一生/这朵云/没有
雷惊天动地的轰鸣/也没有闪电夺目的绽放/只
是用洁白与蓝天同行”，她对故乡永远的依恋和
内心的恬淡跃然纸上。

纵观整部诗集，不难看出诗对于鲁瑛来说，
已经成为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她表
达情绪的一种独特方式。熟悉她的人这样评价
说，鲁瑛写诗有清醒的自觉、火热的激情和充分
的准备。在现实与感受之间架桥，唤醒人与自
然的关系，重塑鄂温克民族原真生命的智慧。
我认为，鲁瑛的这种特质对每一个钟情文学的
人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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