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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姜立涵的都市小说《大城小室》，以

过去 10年“楼市”变迁为轴线，描绘了新
一代来都市逐梦的青年男女，因为欲望、
情感、阶层的冲突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但
同样走过了一段起伏、悲欢，甚至颠倒的
人生路程。故事真实、残酷，令人动情。

作者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城”的书
写，其代表作《CBD 风流志：卿城》，作为

“城系列”第一部长篇小说，写透了金融
圈里神秘投行的故事。《大城小室》作为

“城系列”小说的又一力作，仍然着眼于
大都市欲望驳杂的现实生活，特别是回
望和思考了房价上涨十来年对人的影
响。

作者的专业背景，以及丰富的生活
体验和感受，使得《大城小室》的故事具
有强烈的现实感和贴近性。她在序言中
写道：“2007 年，正是中国房地产市场风
起云涌的好时代。我们在亚洲数十亿美
金的商业地产投资基金，也将目光聚焦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新世界。这个野蛮生
长又气象宏大的时代，给了她太多感动
和体悟，也给了她一份使命感。随着年
龄渐长，那些经过的故事，和路过的人，
常常在静夜里反复萦绕在了她的脑海，
我把这些故事，都写进了我心中的城，这
个系列里有基金、律所、投行，有售楼小
姐、公司行政、普通创业者，还有牵动我
们每个人神经的‘中国楼市’和‘中国股
市’。”

编辑推荐：
《死亡的故事》以博尔赫斯和卡尔维

诺的小说为蓝本，40 篇令人惊艳的死后
故事，映射的是生命的可能性，包含了我
们自身的方方面面：对不同生活的向往、
欲望、梦想，对异世界的诗意遐想，甚至
还有我们不为人知的隐秘。

《死亡的故事》是大卫·伊格曼的惊
艳之作，目前已在全球 33 个国家和地
区售出，2 次被改编为歌剧，还被改编为
电影《死后的四十种生活》，已被翻译成
近 30种语言，无论文学界，还是科学界，
都给予了极大的褒奖。

这本书虽然幻想的是死后生活，但
它不是阴郁悲观的，更不是说教式的，它
留了巨大的思考空间，不同的人会有不
一样的收获。

大卫·伊格曼，脑科学家，任教于斯
坦福大学，大脑可塑性、时间感知、联觉
和神经律等方面的权威人物。曾担任大
热美剧《西部世界》的科学顾问，执导的
电视节目《大脑的故事》获艾美奖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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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珍

英国作家尼古拉斯·埃文斯创作的小说《马
语者》，讲述了一个神奇感人的故事。故事中一
位美国西部牛仔汤姆，能用特有的语言和马交
流，治愈受伤的马，人称“马语者”。作者十分熟
悉马的情感，懂得马会恐惧、会伤感、会拒绝、会
信赖，他让主人公汤姆带着读者走进马的世界，
故事情节十分曲折迷人。

作者凭借《马语者》一举成名。该书写到
三分之二时，就引起轰动效应。好莱坞制片人
罗伯特·雷德福以300万美元巨款抢先购得此
书的电影改编权，出版商德尔以515万美元购
得北美及海外出版权。书出版后，连续数月名
列畅销书榜首。

《马语者》由格蕾丝骑马受伤展开叙述。在
巨大的灾难中，格蕾丝被截去右腿。马驹朝圣
者受重伤被抢救活过来，从此陷入极度恐惧迷
茫中，成了一匹狂躁不安的病马。格蕾丝的母
亲安妮为了拯救意志消沉的女儿，不远千里到
蒙大拿州寻找马语者汤姆，请他救治朝圣者，并
且唤起女儿重生的勇气。

汤姆生活在美国西部蒙大拿州双分水岭
大农场。他拥有与马沟通的神奇能力，任何狂
傲暴躁的马都能被他驯服得乖乖的。汤姆开
办了马匹训练讲习班，马的主人带着一些神经
质的马儿前来就诊，经过汤姆和助手林洛共同
努力训练一段时间后，大部分的马匹都能被治
愈。汤姆打心底里爱马，认为马儿非常聪慧，
而且心胸开阔，最不懂得记仇，凡是主人想要
它们做到的事情，它们都倾尽全力样样做好。
他对马了如指掌，能从马的一举一动中读懂马
的心理。30年来，汤姆一直倾情投入到驯马工
作中，乐此不疲。当马的主人抱怨马儿生性顽
劣时，汤姆看着马儿说：“要是它是匹顽劣任性
或者懒散的马儿，我们就会看见它的尾巴不断
甩动，或者耳朵也会向后贴。但它不是顽劣，
而是受了惊吓……你瞧它细碎灵活的脚步，多
么活泼有劲哪！”汤姆看到马主人不懂得驭马
之道，常常瞎指挥马儿进退，让马不知所措，还
无情地鞭打马儿时，他都承受莫名的痛苦。

作者以温柔细腻的笔触叙述了汤姆与朝圣
者建立信任情感的过程。小说第十三章中，汤
姆拿着小马笼头等待朝圣者靠近，“在朝圣者明
明白白的首肯示意下，汤姆的一只手缓缓地伸

向它的脖子……汤姆的手一路缓缓揉捏、移动，
直到遍及它的整个颈部，而朝圣者也容许他这
样做……”汤姆像呵护婴儿一样呵护朝圣者，温
柔，体贴入微，以温柔的安抚博取马的信任，让朝
圣者感到安全，感受到爱。奇迹发生了，这匹跌
入恐惧深渊里的马又一次接纳了它的主人。汤
姆以爱和智慧，以对生命真正的尊重打开了朝圣
者的心扉，治愈了它曾因重创而狂躁失常的心。

格蕾丝深受汤姆的影响，她安上假肢后也
鼓起勇气跨到朝圣者的背上，放松下来优雅闲
适地奔跑在绿意盎然的草场上……

书中用温婉的表达尽情描绘出温情脉脉
的爱恋。作者细致、自然、真实、巧妙地叙述了
汤姆和安妮由初相识到彼此生出好感，由两心
相悦到心生眷恋，由热切渴望到坠入爱河，人
与马与爱的情节穿梭自如，蒙大拿州绮丽的五
月草野，一场唯美纯情的心灵交融不期而至。
作者以旷世才情与曲笔写出男女主人公若即
若离、眷眷在心又激情澎湃热烈如火的情感历
程，真是一曲精彩绝伦的爱的绝唱。

汤姆带领我们从马的世界走过，他似乎想说，
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请以平等、尊重的姿态沟
通心灵，然后达到彼此理解、共存共荣的理想境界。

□胡艳丽

一寸光阴不可轻，是最好地诠释季羡林一
生光阴的诗句。

《一寸光阴不可轻》，收录了季老从灰黄童
年，到意气风发少年，再到留德学术研究发轫
青年，以及择一事、终一生，60年皓首穷经，深
研学问的回忆文章。其实，从初入学堂，到中
学阶段，季羡林并没有表现出过人的才华，而
少年顽劣却是可见一斑。半玩半读书，不爱课
本爱闲书，和同学一起造反，想架空珠算老师，
被戒尺打手心。那是人生最自由、最散漫、最
无负担的美好时光。童年，看似胡玩乱闹，浪
费了光阴，实则却是调制一个人性格底色、形
成兴趣爱好的关键时期。想必季羡林当时读
的闲书，也奠定了其在高中时期的文学功底。

要说季羡林人生的第一次发轫，可归结到
少年的虚荣心。在高中的第一学期末，他考到
了班级甲等第一，且成为全校唯一一个平均分
数超过95分的人，受到当时山东大学校长、前
清状元王寿彭的表彰，得到了状元公亲书的一
幅扇面和一幅对联。可以说，这次受表彰，让
季羡林一下子丢掉了当年担心自己底子差、不
敢报考重点中学时的自卑。在以后的考试中，

“第一”成为了一种惯例。当优秀成为一种习
惯，并在学习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天赋才
华，学习就成了一种乐趣。

好的成绩，并非无源之水，季羡林在书中
坦言，假如不是在中学读书时作文得到一位国
文老师的点化“欲作花样文章，非多记古典不
可”，恐怕在以后的写作中还要陷入浮于语言
表面的虚浮之中；而其用英语写作的根基，也
是来自于中学时一位能写地道英文的老师，他
并不改季羡林英语作文中的一句，而是依照季
羡林所要表达的原意，用标准的英文再写一
遍。有师如此，夫复何求？其实不论何时何
地，遇到能够点拨自己、指引自己的先辈、老
师，都是人生最可宝贵的机缘。

季羡林的青年时光，广触博学，学古文、学
英语、学逻辑学、学诸子经文、学历史地理，涉
猎之广令人叹为观止，而钻研之深也令人感
佩。

令季羡林真正走上学术道路的，是在清华
期间听陈寅恪先生讲“佛经翻译文学”，和听朱
光潜先生讲“文艺心理学”，这两位学问如海一
样深沉的学人，不需要讲义，出口自成锦绣。
陈先生之课，听来“令人顿生石破天惊之感，仿
佛酷暑饮冰、凉意遍体，茅塞顿开”；朱先生之
课，在课堂上引东证西，或引西证东，触类旁

通，头头是道。有这样的学术启蒙老师，确是
人生之幸。

择一事，终一生。在学问深钻的路上皓首
穷经，留德10年，接受“德式教育”，自己翻资
料、做准备，攻读学术专著，而教授只在关键时
刻点拨迷津，为学生前行引路，就在这艰难的
求学旅程中，季羡林打下了自己百年学问的坚
固基石，其学习、研究的方法也受益终身。

即使聪慧如季羡林，也要为上一堂梵文
课，而精心准备一周，遇到不会的问题，生僻的
语法、单词，也不是立即去请教教授，而是自己
翻阅字典甚至是典籍。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
就记录起来，问题集中多了，在以后的学习时
处处留心，总有醍醐灌顶、一通百通之时。

一寸光阴不可轻，是季老一生取得辉煌成
就的唯一妙方。不论是在经历不平、遭遇劫难
之时，还是上顿下顿口粮不济、经济陷入窘境
之时，他都不曾辜负时间，留德期间，他在图书
馆的时间比在宿舍的时间更长。在作为“不可
接触者”的特殊时期，硬是在“半地下”状态译
出了一部厚厚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今天
的我们，若能如先辈学人一般择一事，终一生，
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相信每一个人
都能将梦想绽放成春华秋实，不负自己不负此
生。

择一事 终一生

□王志艳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由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
倾力撰写，回望和梳理了“时代楷模”南仁东的奋斗
事迹，再现这位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真实形象。

南仁东生于1945年，是新中国培养的博士、
科学家，他的一生与新中国的艰难曲折发展同呼
吸、共命运。2017年10月，“中国天眼”作为新时
代标志性的科技成果，被写进党的十九大报告。
南仁东作为“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总工程
师，几乎参与了“中国天眼”建设的全部环节。

南仁东曾痛心于中国在科技方面的落后状

况，痛心于我们在诸多方面长期满足于从国外一
味“引进”，尤其在十多年争取“大射电”国际项目
所经历的困境中，使他认识到找回“自力更生”的
重要性和迫切性。新中国早期，曾凭借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搞出了“两弹一星”，现在更应该愤
然而起，坚定而自信地找回“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建造一台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
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

作品《中国天眼：南仁东传》运用细腻、准确
而又真挚的文学笔触，从南仁东少年努力读书，
青年刻苦钻研的时光写起，全面呈现了他为祖国
的科学创新勇担重任，乃至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的爱国情怀、科学精神、高尚情操与优秀品格。

进入壮年，南仁东将全部余生献给了“天眼”事
业，有力诠释了什么是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本书的创作耗时1年。为创作这部作品，王
宏甲赴南仁东生活、学习、工作过的地方，进行了
长期而细致的走访，在南仁东生前的同事、学生
及亲朋好友那里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本书
详尽呈现了“时代楷模”南仁东的光辉人格和思
想内涵。

专家认为，《中国天眼：南仁东传》是一部文
学性、思想性、现实温度很强的作品，表达了“天
眼是国之重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更宝贵的
国之重器”这一重要主题，在当下具有积极的启
示意义。追思“中国天眼”艰苦卓绝的建造历程，

最大的成功不是哪一项科技创新成就，而是找回
“自力更生”。此外，作品也有力地展现了国人不
计功利、共克时艰的精神境界。“天眼”建设过程
中，有包括一百多位科学家在内的五千多人直接
参与，本书客观公允、不吝笔墨地把人民群众也
作为重要的表现对象。

专家称，该书体系完备，条理清晰，不只是记
述鲜活的人物故事，更是向深处去探究崇高的人
性光辉，并将这一切置于对历史的或现实的文化
思索当中，视野开阔、笔调雄壮，资料详实、表述严
谨。在此基础上又加以明亮的感性，让读者在轻
松愉悦的阅读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走进南仁东的

“天眼”世界，感受这位“时代楷模”的精神力量。

南仁东：用“天眼”看世界

作者：王宏甲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苏墨

暌别文坛 8年的麦家，带着《人生海海》
“杀”回来了。这次，回来的不是那个擅长风云
诡谲谍战故事的麦家，而是那个想要回到童
年、回去故乡，去破译人心和人性密码的麦家。

说起麦家就会想到谍战小说，《解密》《暗
算》《风声》《风语》《刀尖》等作品及其衍生的影
视剧，普罗大众耳熟能详。

2008年，凭借《暗算》，麦家荣膺第七届茅
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授奖辞是这样评价麦
家和他的作品的：“麦家的写作对于当代中国
文坛来说，无疑具有独特性……麦家的小说有
着奇异的想象力，构思独特精巧，诡异多变。
他的文字有力而简洁，仿若一种被痛楚浸满的
文字，可以引向不可知的深谷，引向无限宽广
的世界。他的书写，能独享一种秘密，一种幸
福，一种意外之喜。”

关于《人生海海》，麦家说：“新作从2014年
写到现在，是一个长时间的守望，也是一次脚
踩大地翱翔天空的美妙历程。我想写的是在
绝望中诞生的幸运，在艰苦中卓绝的道德。”

“人生海海”是一句闽南方言，形容人生像
海一样复杂多变，起落浮沉。但，“潮起潮落都
是人生的历练，每个人都跑不掉的”。人生海
海的，也包括麦家本人。

“既然每个人都跑不掉逃不开，那不如去
爱上生活。”作为麦家“故乡三部曲”之一，《人
生海海》，背景设置在他的故乡。麦家称这是
与故乡、与童年的和解。

《人生海海》围绕着一个很“谜”的上校展
开，而叙述的视角，则来自一个十来岁的小
孩。在“我”这个小孩看来，村里这个上校太古
怪了，古怪的地方可以扳着手指头一个一个
数：第一，他当过国民党军队的上校，是革命群
众要斗争的对象。但大家一边斗争他，一边又
巴结讨好他，家里出什么事都去找他拿主意；

第二，说他是太监，可小孩子经常偷看他，好像
没有什么可疑之处；第三，他向来不出工，不干
农活，天天空在家里看报纸，嗑瓜子，可日子过
得比谁家都舒坦。还像养孩子一样养着一对
猫，宝贝得不得了！

这位不知为何原因隐没在村里的上校，曾
经风光无限，却因为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秘密
而“败落”。故事从这个秘密开始缓缓展开，想
要知道秘密的人和藏着秘密的人都极尽所能
达成自己的目的，故事也在窥探欲与守护欲的
对抗中快速推进。可恨可气又可悲的小瞎子、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爷爷、重情重义却引来流
言蜚语不断的父亲等等，这些人物与上校的人
生纠葛交缠，而矛盾也逐渐激化，最终在一夜
之间爆发，所有人物的命运开始扭转……

“人生海海，敢死不是勇气，活着才需要勇
气。你要替我记住这句话。”书中“我”的前妻
临死的时候对“我”说。这也是麦家想要在这
部作品里与读者说的。

与故乡与童年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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