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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宇

散文随笔集《让画眉自由地唱它自己的歌》，
是现代著名作家汪曾祺书写岁月、品咂生活的至
性至情之作。回首往昔，乡情民俗、旅途见闻、花
鸟鱼虫、凡人小事、师辈情谊，这些点滴记忆，如
涓涓溪流，淌过心田，曾带给汪曾祺无数的温暖
和感动。作者用清丽澄澈的文字，悉数记之念
之。深挚的表达中，从容恬淡的生活情趣无不跃
然纸间，彰显出先生宽厚博雅的人文情怀。

出生于江南水乡的汪曾祺，对故乡高邮始
终怀着深深的眷恋。无论是记录少年成长，还
是追忆长辈对自己的关怀与培养，抑或是回味
清贫岁月里的野菜、野花香，先生都以沉静、雅
致 的 笔 墨 ，勾 勒 着 它 们 最 为 闪 光 和 温 馨 的 一
面。每当想起故乡，汪曾祺都会深情地忆起自
己的父亲，一个满怀善意的性情中人。无数沉
寂的岁月，是他用自己的一双巧手，点缀着生
活，陪着儿子一起画画、拉琴、放风筝，把快乐的

理念深深培植进孩子的心间。17 岁那年，汪曾
祺早恋，暑假在家写情书，他不但不制止，反而在
旁帮着“瞎”出主意，慈中带爱，让父亲的形象不
但定格在儿子多情的记忆里，也定格在汪曾祺意
味隽永的书写里。家乡草木也含情，那时的高
邮，随处可见的荠菜、枸杞头、马齿苋、蒌蒿等野
菜，以其特有的芬芳，为汪曾祺清苦单调的孩提
时光，注入了一丝生活的甜蜜，也以其绵绵的馨
香和怡人的甘爽，带给他众多心灵上的滋养。

年长后，汪曾祺游走他乡，云南、安徽、福
建、四川⋯⋯先后留下了他不倦的足迹。每到一
处，汪曾祺都把他乡当成是自己的故乡，并满怀
良善之心，描摹各地的风土人情，叙写自己的心
路历程。时代的风起云涌，黎民的尘世百态，个
人的理想境遇，相互交叠，让他一路感受着家国
的命运，也一路啜饮着思想的甘霖，为生活的甜
香而欢欣而击节。西南联大，留下了他与众不同
的求学经历，导师们渊博的学识和超凡的见解，
启迪着他的思维，拓宽了他的视野。严肃认真的
朱自清，洒脱不拘的闻一多，率真执言的刘文典，

沉静内敛的沈从文⋯⋯不仅开启了他的知识之
旅，也以“我思，故我在”的精神启蒙，赋予了汪曾
祺更多的人文底蕴。秉持着这种情怀，汪曾祺从
容化解着来自外界的困顿和愁苦，以淡定安然的
豁达，将那些困厄远远抛之脑后。他怀揣着一团

“火”，对生活的万般赐予，总是选择慷然揽之于
怀，以宽广对狭隘，以热情对冷漠，恬淡中品咂着
生活的甜香，在宁静中感怀生命的力量，山川岁
月长中，总是那么怡然自乐，洒脱惬意⋯⋯

七彩的生活，造就了一个满口噙香中国味的作
家，汪曾祺在书中，把生活的这份赐予，毫无保留地
倾泄于笔端，写下了他对文学、对阅读的深切感悟。
他分享了自己的写作体会，强调“要把现代创作和传
统文化结合起来”。其次，要“重视语言，语言是小说
的本体，不是外部的，不只是形式、是技巧⋯⋯作品
的语言映照出作者的全部文化修养”。对小说的发
展，他认为“散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唯
一的）趋势”。谈到阅读，他推崇读“杂书”，面广一
点。读这些书，除了“增长知识，认识世界之外”，还
能从中“悟出一些写散文、写小说的道理”。

恬淡中品咂生活的甜香

编辑推荐：
《北京秘密》通过大量故事和案例，探讨“全

域文化”内涵，叩问北京这座“全域文化”之城。
本书分为 4 个部分，分别从“老城涅槃”“古

都密码”“城市灵魂”“千秋梦想”4 个角度，全方
位地向读者展现北京的文化、经济发展面貌，揭
示了北京这座古都折射出的“民族密码”“复兴
密码”和“强国密码”。

从明清北京城中轴线，到凸显“凸”字形城
郭与宫城、皇城、内城、外城四重城郭构成的独
特城市格局，再到恢复北京特有的“胡同－四合
院”传统建筑形态，北京城规制之大气、格局之
开阔、历史之辉煌，在全世界大城市乃至首都中
都屈指可数⋯⋯

随意走进北京一条街、一所学校、一个医
院、一个院子、一个桃园，也许背后就有意想不
到的故事，给读者以启迪，帮助读者从过去、现
在看到未来⋯⋯作为“金名片”，北京的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利用究竟处于一个怎样的阶段？

究竟怎样算这笔保护账？里面蕴藏着怎样的
“政治经济学”？该书为读者一一解答。

从 120 岁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到新中国成
立之初集全国名中医建设的中医院即中国中医
科学院广安门中医院；从李大钊故居到国家博
物馆的 3 公里初心之路，到十里变百里的 600 岁

“神州第一街”；从京郊桃园，到极具现代感的汽
车工厂，作者们走进北京，走进老城，在历史和
现实的强烈交织中，在人和物的“讲述”里，探寻
古都里的一个个密码、表象背后蕴藏的本质。

面积逾 1.6 万平方公里的北京已经确定了
“全面保护”的方针。北京是首都，其一举一动
都有风向标意义。建设全国文化中心，首先要

“写好”首都文化建设这篇大文章。而这篇文章
要真正写好，就必须在天地一体、古今贯通、虚
实相生的大系统中全方位地切入人们的现实生
活，渗透人们的思想观念。只有这样，这种文化
才是真实的、有生命的、可持续的。

书中不仅有高校教授与专家的感言，而且

有胡同老百姓的心声；不仅有故宫博物院原院
长单霁翔的梦想，而且有现代化企业北汽集团

“北汽人”对汽车的追求；不仅有三山五园的美
景，而且有平谷桃农的繁花与硕果⋯⋯

本书集纳了 80 多张彩色照片，将读者带到
北京这座“全域文化”之城的现场，如李大钊故
居和位于北大红楼内的李大钊办公室、包含劝
业场在内的北京坊建筑群、位于广安门滨河绿
道上的蓟城纪念柱和金宫殿遗址标志、位于景
山公园万春亭的“北京城中心点”标志、曾是北
平女子师范大学旧址的北京鲁迅中学、毛泽东
工作过的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双清别墅、箭扣长
城，还有沈家本故居纪念馆、“公车上书”发生
地和鲁迅工作过的民国教育部旧址、“周氏兄弟
故居”、冯友兰住过的“三松堂”、冰心和吴文藻
夫妇以及朱光潜曾经居住过的燕南园 66 号，等
等。

真正认识北京、了解北京，从品读《北京秘
密》开始。

探问“北京秘密”

□相恒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为凝神
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要求切实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我们看到，
通过广泛深入的理论研究、舆论宣传、教育引导、文
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途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全社会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日益成为新时代14亿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和自觉行
动，成为一种引领人们奋发向上的磅礴力量。

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河套学院宋启超
等撰写的《核心价值观与大学校训研究》一书，就
是这样一部富有引领新意、值得细读的好书。该
书的创新主要凸显在以下几点：

首先，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观察和
思考大学校训文化，推进了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
化。从核心价值观到大学校训，一下子把“高大上”
的核心价值观从抽象到具体，拉近了人们感知体认
的距离，使其变得那么可亲、可学、可信、可实践。
这确是一件看去容易而做起来艰辛的事情。一如
作者所言，是经历了多年的思考和积淀，以时间淬
炼厚积薄发，辛苦耕耘打磨出来的精品。从而把一
个宏大经典的理论实践问题，通过系统的逻辑建
构，自然的日常生活化，引导人们从日常生活的点

滴中感知、体认和坚守核心价值观，实现了核心价
值观的落地落实、落细落小。

实现核心价值观的日常生活化，其根本就在于
实现核心价值观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对接，从日常生
活的点点滴滴中寻找到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的载
体与土壤，让人民群众在日常言行举止中增强对核
心价值观的体认与坚守。为此，就要求我们必须积
极将核心价值观融入和渗透到普通百姓的生活点
滴中，引领广大民众自觉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
必须积极倡导广大民众在践行核心价值观时，努力
从自我做起，从生活中的点滴小事做起，努力在日
常生活实践中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
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
承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二，作者的创新和研究，大大提升了大学校
训的文化价值。世界上不是缺乏美，只是缺乏发现
美的眼睛。大学校训对社会而言，对每个读书人而
言，无疑是最熟悉的一种文化。作者以敏于创新的
角度，纵览历史的视野，占据了新的站位和高度，以
探索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创新
实践为指导，从追溯我国大学校训的历史发展入
手，分析大学校训的生成方式及多重意蕴，阐释大
学校训及其相关概念的基本内涵以及各概念之间
的相互关系，对校训文化观、价值观、教育观、构建
观进行深入探讨，从而把核心价值观与大学校训教
育对接起来，构建了一个较为全面、科学、合理的大

学校训研究体系，其理论创新意义不言而喻。
在这里，作者从大学人的角度出发，从培育

人的责任出发，以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来研究校训的
文化价值及教育意义。它告诉人们，对大学校训的
深入研究，意味着对大学核心精神的深入解读、对
社会文化方向的精准掌握，从而能够更好地诠释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要求。从这个意义上提
出了有力的观点：大学校训是培育青年学子树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载体和重要抓手！

作者的贡献在于以自身的创新向我们表明：用
理论逻辑的对接，对大学生群体进行核心价值观培
育方面的研究，是提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
实效性的落脚点与关键所在。由此可以做到实事
求是地引导大学生联系日常生活，认同和接受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从而自觉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
主动树立正确价值观，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不断实
践、不断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在接受文化知识教育
的同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第三，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让党的创新理
论飞入寻常百姓家。作者的这一研究成果，不论
是整体内容的理论逻辑建构，还是大量文献资料
的组织和占有，都富有别样的创意。从对全国
2000 多所本、专科高校的校训，按省区、科别进行
分类，以索引的方式形成集锦大全，到选取影响
广泛、特色鲜明的国内 30 所不同类型的大学校训
的典型解析，成就了其既有理论性，又有资料性

的特色，也成就了一部有创新角度，有理论深度，
有文化高度的科普力作。透过这一成果，我们可
以看到，推进哲学社会科学的普及，一个重要的
着力点，就是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做好思想引领，为文化传承乃至意识形态建
设提供基础性的文化资源。文化传承不仅是知
识、语言的传承，还有大量的行为规范、训律等，
这些不是读书能够解决的，可能就来自日常生
活。比如校训中倡导的求知求善等理念，这些东
西要渗透到生活中，才能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这就启示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包括广大高
校教育工作者，应该积极回应时代和人民的需
求，让文化尽可能多地成为常识，飞入寻常百姓
家，提升我们的文化自信，这无疑是一种担当。

好书不厌百回读，是因为书有以文化人的作
用。相信这本书会拥有广泛的读者群。那些上过
大学抑或关注过大学的有心人，每当回味自己母校
的校训，都会在作者的引领下产生这样的体认和感
悟。正像作者所言：“能够让更多的学子，更多的学
者，更多的企冀自己的孩子能够走进大学的家长
们，关注大学校训，或者从大学校训的内涵解读中
选择读大学，或者通过校训数据库形成的系统索
引，了解中国的大学，观照大学，探望大学，在象牙
塔的门口体认人生价值观，打开一扇小窗，提供一
种方便，我相信也是对文化传播的一个贡献。”

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编辑推荐：
马未都最新杂文集《小文 65》，收录的

都是马未都近 15 年来为 65 本书所写的序
跋文章。

马未都自言，这本书属于典型的“无心
插柳柳成荫”。“我年轻时是一个职业编书
者，所以对书的序与跋情有独钟。序放在
书首，如戏之序幕，曲之序曲，可以为书定
个调子，也可以大致了解一下该书的内容；
而跋则置于后尾，有个总结的说法，让自己
与读者一同心安。”

马未都提及自己写序的原则：要言之
有物，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言简意赅。

“一篇优质的序能够点出一本书的灵
魂。”在马未都看来，许多书作序前逼迫自
己认真想通、研究透某个问题，方可谨慎
下笔，万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小文65》内容涉及收藏、文化、艺术、建
筑、文学、社会等方方面面，每篇序跋小文都
不长，却能在有限篇幅内将该领域的历史梳
理一番。比如《坐卧之间，有山林之思》这篇
文章，将江苏南通的柞榛木家具，由植物的
生长规律到地理气候，由家具款式到家具的
人文意义，寥寥数语便将这一类的木质家具
讲解透彻，使读者在读书前对整本书有了一
个结构上的认识。

这是一本既可以看也可以听的融媒
体图书。书后还附加了问答二维码，读者
观看完图书后还可以直接向马未都提问。

编辑推荐：
《青年变革者：梁启超（1873—1898）》是

许知远积淀多年的转型之作。梁启超生逢
变革时代，他是近代转型的积极参与者，同
时又是中国现代思想学术的拓荒者和奠基
人。许知远试图将这位伟大人物的思想与
性格、希望与挫败，内心挣扎及与同代人的
争辩呈现给读者。在搜集、阅读海量史料和
研究著作的同时，作者追寻梁启超的足迹，
到其出生地新会、求学地广州，及北京、上
海、日本横滨等多地探访历史现场，寻求历
史与现实之间隐秘而有韧性的关联，借此展
现几代人的焦灼与渴望、勇气与怯懦。

本书述及梁启超求学、进京赶考、师
从康有为、结集同道、上书清帝、办刊《时
务报》，及至戊戌政变前夜。作者以深入
历史细部的精准笔法，描摹出时代变局下
梁启超饱满立体的个人形象和生动多维
的时代群像。

□李倩

我区资深肥料工作者范喜文编著的《快速
识别选购化肥实用手册》一书，近日由中国农业
出版社出版发行。内蒙古自治区土壤肥料学会
这样评价该书：在当下问题化肥乱象丛生的情
况下，这本书的出版，为化肥生产者、销售者、使
用者乃至管理者辨假识劣提供了教科书式指
导，非常及时、实用。

本书适合各种文化程度的涉肥者使用，是
一本提纲挈领、简洁明了、实用性极强的科普工
具书。

全书分为 3 个章节。第一章将化肥包装标
识分解为 7 项内容进行解析。依据现行法规、执
行标准，把化肥违规包装标识中的各类问题进
行了梳理；第二章按化肥不同类别，介绍了快速
定性识别化肥的方法，简单明了、易于操作。同

时介绍了如何辨识各类化肥包装标识存在的问
题，重点突出，通俗易懂；第三章对实际选购化
肥时的注意事项作了细致入微的讲解，切准当
下问题化肥的要害，便于提高用户的维权意识，
并迅速掌握防“忽悠”的要领，简单实用，针对性
极强。

配合文字内容，本书载出 210 幅包装标识
彩图。读者可以从正反两方面“对号入座”，清
晰地辨识化肥，学会合理选购化肥的方法。

作者范喜文于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涉
足肥料行业，至今已 20 余年。他认真研读了大
量肥料书籍，深入细致地钻研了国家关于肥料
方面的法律法规、执行标准，并长期关注国内外
化肥市场动态。作者始终在第一线做肥料技术
服务工作。为掌握第一手资料，他曾在全国多
地考察肥料企业；曾在滴水成冰的严冬跟随菜
农深更半夜钻温室察看；也曾无数次下乡宣讲、
指导用户合理施肥；还为多家肥料企业提供技

术服务。这些积累，为本书内容奠定了坚实的
政策、理论和现实基础。

近年来，作者专门建立了为老百姓提供技
术服务的微信群。群友把肥料包装标识拍个照
片发来，就能及时得到辨识。这种方法为不少
用户提供了有效、便捷的帮助。如今年春季包
头市土右旗一家经销商从外省进了数十吨化
肥，把这批化肥包装标识拍照发来后，范喜文当
即回复：该化肥包装标识严重违规，不可对外销
售，建议马上到有资质的单位化验。化验结果
证实，确为严重不合格产品。从而避免了一次
重大事故的发生。

面对化肥产品种种乱象以及因购买问题化
肥造成使用者的损失和无助，范喜文心急如
焚。他花了 3 年多时间潜心完成了这本《快速识
别选购化肥实用手册》。用他的话说：“写这本
书，是出于一种责任和担当。本人出身农家，一
直无以回报，只能以此表达感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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