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钟芳

毕淑敏的新作我们的心灵丛书，用清新朴实的
文字，深入浅出的剖析，饱含关切的疏导，在“窥他
人故事，思自我人生”中，为我们如何正确认识自己
与世界，开出了一剂暖心的良方。

丛书是对毕淑敏以往心理学作品重新策划编
排的一套心理自助集，共分 3 册，包含从做游戏的角
度，阐述“自我”与“做自己”关系的《与自我狭路相
逢》；以生活事件为基础，融入作家一系列思考、感
悟的《心灵的万千气象》；讲解情绪之于健康关系的

《修养情绪的处方》。每册独立成书，又在相辅相成
中，首尾相接，彼此呼应。

书中，毕淑敏更多以作家的责任担当，为我们
在纷繁的现实中树立正确的“三观”厘清了思路。
在她看来，关怀自己的心理健康，呵护心灵，是明智
和刻不容缓的事情。如何纾解生活中的重压？毕
淑敏通过一个人赖在地上、众人去拉的心理游戏，

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内心颓废、不想振作的时候，纵
然外界施以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力量，也很难改变其
困境。唯有认清自己，才能突破自己。她把这种蜕
变过程，形象地比喻为“补天”，并力主“面对困境和
压力，应该自己炼出五彩石，自己蹬着山顶去补，才
是应有的人生姿态”。

书中，毕淑敏以专业的知识，为困顿者排遣内
心的郁结，一方面循循善诱，辅以春风化雨般的心
理“按摩”；一方面又通过意味深长的文学书写，用
明白晓畅的道理，为他们送去温暖的精神力量。对
生活中的抱怨者，毕淑敏劝导：“要学会悦纳自身，
当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坦然面
对自己的不完美时，我们对他人的多样性也就有了
更多的包容和欣赏。”对事业上的自卑者，她更多予
以鼓励，期望他们振作起来，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
去笑迎幸福新生活。对婚姻场上的失意者，她着重
从换位思考中，体察情感的细微变化，帮助为情所
困者走出彷徨的境地。对于即将走向社会的年轻
人，用心良苦地告诫：“所有重大选择上千万不要违

背自己的价值观，如果违背了，你的一生必将和幸
福无缘。”这些朴实而澄澈的道白，把生活中的愁苦
烟云，统统抛之九宵云外。用文字疗伤，用情感暖
心，无论顺境逆境，读之思之，都如沐春风，甚是舒
爽。

在毕淑敏看来，生活并非每天都是和风丽日，
总有阴睛圆缺，这是人生中的常态。而面对这些不
完美，保持一颗安祥平和的心态很重要。她给我们
传授了一些应秉持的处世之道：“一个思想成熟的
人，不仅能在人生的紧要处坚守做人做事的底线，
不让坏情绪左右自我，而且，还能从寻常的宠辱不
惊中，去从容感知生活的点滴幸福。”而要达到这种
境界，毕淑敏强调，适时的精神调适固不可少，但更
多的时候，还要从增强文化底蕴中去重塑自己。

毕淑敏以温润的人文关怀，用真诚书写人间冷
暖，用阳光般质感而带有温度的文字，抚慰着一个
个迷茫而彷徨的心灵。她不但与我们分享了自己
的人生哲学，还道出了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谐相处的
法则。

□张修涛

王极盛教授所著的《壮心不已 多彩人生》，是
一部反映老年养老理念、养老生活、养老行为的心
理学著作。

该书是王极盛养老研究 30 余年的辛勤成果，也
是他在大量社会教学实践中的感悟。他认为，中国
老年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的大问题，是国家和家庭
都不可能逾越的，必须正确面对。在社会教学和老
年问题研究中，他认为解决老年问题应先从认识老
年开始，然后再懂什么是老年，从而用行动解决老
年问题，最终达到社会和家庭共同养老。在撰写本
书过程中，他以老年人的心理发展变化为主线，结
合现实生活，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与探讨，目的是
让老年人过上心有朝气、身体安康、家庭和睦、美满
幸福的生活。

书中，作者坚持“好心态多长寿”的观点，认为
好心态不是药物，但胜似药物；坏心情不是细菌，但
胜似细菌。处理好自己的老年问题，需要用积极的
心态投入老年生活，把自己的一生积淀奉献给周围
的人，保持一个积极、健康、时时向上的老年观念。

作者给我们列举和分析了我国老年人养老问
题的众多方面：积极老龄观，包括走出老龄观的 8 个
误区，积极老龄观的意义等；养老观念创新，包括人
间重晚晴，老年心理保健的金原则等；养老先养心，
包括老年人 18 种简便调节心态的方法，老年人的心
理卫生和老年人痛疼的心理调控等；提高老年人的
生活质量与主观幸福感，包括心态好多长寿，怎样
减缓老年记忆力、智力与创造力的衰退，怎样过好
晚年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等。

这些都是作者在研究和实践中的结晶，通过专
业理论的纠偏和大量实例验证，能够更好地解决现
实问题，帮助社会和家庭解决棘手的养老问题。

作者认为，要解决养老问题先要认识什么是
“老”，树立正确的养老观，走出日常生活中流行的
养老认识的误区。要认识到老年是人生的一个阶
段，退休后也要过好每一天，不工作了并不是什么
都不干了，而是要用几十年的工作经验教训教育下
一代，让下一代少走或者不走弯路，并且要找到自
己的兴趣点，再结合家庭的实际情况，过好老年阶
段，让人生的每个阶段都精彩。

老年阶段，身体和精神都会遇到问题，这就需
要老年人学习一些老年保健的黄金法则，尽量减少

老年痛苦。要树立科学的价值观，不要贪功好利；
要淡泊宁静，不要赶热闹，浮躁骄傲；在自己的精神
世界要形神并养，养神为主，客观地认识自己，知道
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书中，作者给老年朋友介绍了很多简单实用的
减缓身体疼痛的方法，如药物镇痛、生理学方法镇
痛、心理学方法镇痛等等，让老年朋友的生活更舒
适。他还教给老年朋友一些能够延缓智力衰退的
方法，如适当用脑、保持社会交往、保持精神乐观
等等。

养老问题是全球问题，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中，老年人不应该成为社会的
累赘，应该把老年人当作我们社会发展的无价之
宝。希望作者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能为国家养老决
策提供借鉴，也能让老年人都过好老年生活，实现
人生多彩提供指导。

王极盛，中国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著
名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与创造学家。出版著作 100
余部，主要有《青年心理学》《科学创造心理学》《人
事心理学》《中国气功心理学》《王极盛心理学丛书》
十卷及高考著作 30 部，编著《退休生活百科全书》
等。先后 9 次获得科技成果奖。

让老年人的人生更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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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运河书》是诗人谷禾的最新诗

集，收入了他移居北京通州北运河畔 13
年以来所创作的一系列诗作。在书中，
北运河有时作为现实的河流在诗中显
现，沿岸的风物、景色尽收于作者笔下，
通过纤毫毕现的雕刻，仿佛都生出了诗
的灵性；有时又作为征象而显现，精神性
的存在和日夜流淌，也带上了诗人独特
的气质，并和北运河的历史构建起了微
妙呼应。诗人和北运河，融为一体，血脉
相连，共同见证着时代和大地。

谷禾，本名周连国，著有诗集《飘雪
的阳光》《大海不这么想》《鲜花宁静》《坐
一辆拖拉机去耶路撒冷》和小说集《爱到
尽头》等多种，获“华文青年诗人奖”“《诗
选刊》最佳诗人奖”“扬子江诗学奖”“刘章
诗歌奖”，被评论界誉为“嬗变的现代进
程中乡村灵魂寄居于城市文明的典型代
表，他立足于城市和乡村的反差，殚精竭
虑地探询现代精神的出口，是当下不断
超越自我的少数优秀诗人之一”。

编辑推荐：
《硅谷是个什么谷》是描写中国第一

代技术移民生活的小说，书中描写了张思
禹、程悦欣、林锐、郑懿、胡金柱、郝会会等
6 位青年在美国硅谷的打拼经历，他们中
有技术工程师，有生物学博士后，有法律
精英，有房产销售员⋯⋯不同角色的 6个
人经历了金融危机、身份困扰、失业、海
归、创业、归海，大家在不知不觉中，熬成
了平凡而又真实的硅谷人，故事里有大时
代的惊涛骇浪，也有小人物的命运抉择。

科技的进步，对社会的发展和变革起
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互联网时代的浪
潮下，技术类人才成了国家发展的中坚力
量。作者以文人的视角，书写了这类人的
亲情、友情和爱情之歌，更描写了时代大潮
下，华人在美国的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变迁。

作家虎皮妈系上海人，现居硅谷。
本书是她旅居硅谷以来对身边的人和事
的长期观察，以其生活经验为基础创作
而成。故事以 2007 年为起点至 2017 年，
讲述了硅谷华人的 10 年沉浮。读者在
书中可以看到海派文化与容许失败的硅
谷精神的碰撞，每一个角色都代表着真
实活跃在硅谷的面孔。

□王樵夫

高桂芳所著的《沃血中京》，是一部反映战争题
材的长篇小说。

中京是辽代五京之一，位于内蒙古赤峰市宁城
县天义镇和大明镇境内的老哈河北岸，这里土地肥
沃，气候适宜，而且地近中原，便于和宋朝交往，所以
到辽圣宗时，便在这里建立了中京。到辽中后期，中
京日益成为辽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现在史学
家说起中京，即是指赤峰市宁城县。宁城县自古以
来地理位置险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解放战争
时期，高桥曾经率领区小队，在宁城一带开展游击战
争，多次粉碎了日军的进攻。1944 年 3 月 29 日，在
宁城县老西沟村，高桥为了掩护战士们突围，激战中
不幸壮烈牺牲，年仅 28 岁。《沃血中京》就是以抗日
战争为大背景，以高桥烈士为原型的一部长篇小说。

为不忘历史、纪念先辈、教育后人，作者踏遍中

京大地，搜集史料素材，寻访相关人物，历时两年多
完成此书。该书以恢宏的场景、动人的故事，成功
地刻画了高桥、杨雨民、贺仲一、郝瑞廷、裴文和等
抗日志士的英雄形象，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家乡
的热爱、对和平的向往。小说故事情节扣人心弦，
读来令人荡气回肠。

本书的引子中，写到中京的历史故事：“公元
1399 年，明朝的燕王朱棣兵变，他怕势力强大的宁
王从背后攻他，就决定先端掉宁王，再打北京。于
是他诈入大定府，挟持了宁王朱权，为了断掉宁王
的反顾之心，放火烧毁了大定府。”这一段历史的铺
陈，对渲染气氛起到了重要作用。紧接着，在第一
章“日寇大扫荡”中，写了日寇种种令人发指的暴
行，吸引读者对本书产生强烈的阅读欲望。

作者重墨塑造的高桥、杨雨民这两个人物，真
实生动，具有感染力。塑造的诸多女性人物如王桂
兰、赵大嫂、任大娘、山娟，也都有鲜明的人物性格。

该书语言简洁朴素，但具有强大的震撼力量。

如书中写到：“井三说完，把女人的衣服撕掉，一刺
刀就把张二石头媳妇的肚子豁开了，鲜血流了一
地。”“鬼子就这么一家一家地驱赶着山里人搬家。
闹得孩子哭老婆叫，鬼子们却带着鸡鸭粮食狂笑着
返回了驻地。这样的扫荡，鬼子已经进行好几次
了。”同时，书中的语言有许多都是赤峰地区的方
言，如“你看，汪（我）们祖祖辈辈都在这里，汪们的
土地在这里，汪们的祖坟在这里，汪们的家三伙四
都在这里，在这里都住惯了，汪们实在不愿意走，热
土难离呀。”读来感动亲切。

这部作品，让人追忆、缅怀，也让人从中获取教
益。作者笔下每一个不屈的形象，每一处鲜活的场
景，都会让我们回到赤峰地区往昔的峥嵘岁月，不
仅仅是受到文学的熏陶，更是受到家国情怀的培养
和英雄主义精神的熏陶。抗战的历史是中华民族
的苦难史、奋斗史，是我们应当永远铭记的。“一个
懂得铭记和反思的民族才是成熟的民族，一个成熟
的民族才能对世界对人民担当更多的责任”。

□孙桂芳

丁起义，是我案头放着的《辨眼》一书主人
公。此书的作者，是新华社内蒙古分社高级记
者丁铭。

《辨眼》，说它是一部人物传记，倒不如说它
是一部历史“考古”更确切些。翻开书，没有雕
饰，朴素的文字仿佛旧棉布一般，讲述着那一个
个充满了旧日痕迹的故事。跟随着那一个个故
事，我走近了该书主人公丁起义，走进了内蒙古
赤峰市敖汉第一村民俗博物馆。

我被“民俗”二字迷惑，以为推开门，迎面扑来
的便是寻常所见的农家院气息。但当该书主人公
推开博物馆两扇厚重的大门，我仿佛一脚迈进了
时光的隧道，那一件件古老的文物，不仅惊艳了古
老的时光，更惊艳了我的双眼。直至此时我才惊
觉，作者是借一个文物收藏者之手，在撬动着宏大
历史的细小齿轮。书中描写的那些个平淡如水的
故事，看似像不经意的闲笔，却构成了条条丝缕，埋
伏在博物馆这一件件文物当中：兴隆洼文化灰陶质
之字纹筒形罐、兴隆洼文化亚腰形石锄、红山文化玉
猪龙、夏家店下层文化彩绘陶罐⋯⋯

透过这些文物，我一点一点摸索到了这些

文物的收藏者——丁起义的收藏脉胳。
丁起义的收藏人生，源于他生长在内蒙古

赤峰市敖汉旗。
敖汉旗是考古界公认的中国北方历史文化研究

基地。拥有上万年灿烂的史前文化——距今8000
年的兴隆洼文化、距今7000年的赵宝沟文化、距今
5300年~5000年的红山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

各个不同时期的古文化遗址4000余处，遍布
在丁起义的家乡敖汉旗。那些散落在沟沟坎坎的
古陶片，开启了辍学在家放羊的丁起义的收藏人生。

辍学放羊，顶替父亲进了旗土产公司收购部
任验质员，下岗后独自开办废旧物资收购公司
⋯⋯看似无常的人生，实则却始终有迹可循——
辍学放羊，使他得以走近山野，走近那些散落在山
野的文物。当收购部验质员，又使他学会了“眼
看、手摸、鼻闻、舌舔”的独特方法，辨别文物真伪。

作者保持着他身为记者那种强劲的叙事力
量，这种力量不仅是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用
了大量篇幅，陈述主人公丁起义在多年收藏中总
结出的绝活儿：“眼力鉴别法”“手感鉴别法”。

这样的情节，不仅为文物本身增加了有趣
的知识与掌故，更重要的是对于热衷于文物收
藏的人，不失为一套切实可行的文物鉴别教材。

如果说文物收藏是书中的一条明线，那么“责

任”，就是从始至终贯穿于书中的一条隐线——原
来，作者与书中主人公的着眼点都不在于“物”。

从懵懵的喜欢到热爱，丁起义在收藏的路
上走过了 40 年；40 年痴心不改，除了热爱，还有
一份责任。

为了收购 1 对辽代黄釉提梁式鸡冠壶，丁起
义舍弃了自己的爱车，后来经文物专家鉴定，这
对 辽 代 黄 釉 提 梁 式 鸡 冠 壶 ，属 一 级 国 宝 。 拿
1000 亩山地换了 1 只黄玉鸮（后经专家鉴定为
国家一级文物）。用整整 10 年的时间，终于等来
了“红山玉人”⋯⋯

倾尽所有积蓄，只为将这些珍贵的文物留
在敖汉。

“值！”丁起义说。
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
对于文化的认知，不只是读了多少书，还要

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用丁起义自己的话说，
他不识字，是一个文盲。但他对文化的认知，却
比读了许多书的人还要深刻。因为，他有一种
忧患意识。

忧患，其实就是一种“未来意识”。
作者没有刻意放大丁起义的忧患意识，但

用尽半生心血与积蓄，阻止属于敖汉大地的文
物外流，无疑暴露出潜藏在丁起义内心深处对

于“文化传承”的忧虑。
40 年的收藏经历，已让丁起义对文物有了

一种新的认知：文物的珍贵不在于文物本身，而
在于它能够将人带入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视野，
而在于它像一个准确的坐标唤醒沉睡的过去，
而在于它能够为后人提供新的信息或者知识，
而在于它能够引导后人，更多地了解人类的发
展和进入文明的历史进程。

将文化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是丁起义建博物
馆的诱因。敖汉第一村民俗博物馆的落成，既是
收 藏 者 的“ 自 我 之 城 ”，又 可 堪 称 一“ 历 史 之
城”——它汇聚了从史前到明清，直至近现代各
个历史时期文物6000余件套——6000多件套文
物，是一双慧眼，破开了尘封的岁月，让它们重新
闪着光，向世人彰显出它们真正的价值，向世界
彰显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及灿烂的文明。

如此悠久的历史，岂是“民俗”二字能够涵盖？
敖汉旗出土了 8000 年的碳化粟，由此证明，

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入了农耕文明。所以，敖汉旗
的史前文化，应属于民俗文化。这是作者的解读，
亦是丁起义对自己的收藏人生下的一个定义。

“民俗”，我仿佛嗅到了一股浓郁的泥土的芳
香。我在那一行行的文字中，仿佛看到隐隐的青
山，一双眼睛透过青山，遥望着8000年的时光。

润泽心灵的诚挚道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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