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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源·河南故事”中外文系
列丛书首批《汉字》《中医》《少林功
夫》《太极拳》《丝绸之路》《古都》《农
业》《手工艺》《“人工天河”红旗渠》
《焦裕禄》等 10个分卷于近日正式
出版，该出版项目由中共河南省
委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总策划。
编译“中华源·河南故事”中外文系
列丛书是“翻译河南”工程的一项重
要工作，旨在发挥中原文化优势，打
造融通中外、能够准确全面表述中
国价值体系的概念、范畴和表述，在
巩固拓展河南近年来连续举办外交
部河南全球推介活动、中联部河南
省委专题宣介会、郑州—卢森堡“空
中丝绸之路”座谈会等重大外事活
动效果的基础上，让世界了解河
南，让河南走向世界。

据了解，该套丛书已被列入中
国外文局“中国思想文化术语多语
种对外翻译标准化建设项目”成
果。丛书定位为中英双语、图文并
茂、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翻译规范、
面向国外普通受众的通俗读物，选

取中原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为
主题，力求向世界展现一个多彩、立
体、全面的河南。目前初步规划近
30个选题，后续其他分卷正在编译
中，将于今明两年陆续出版发行。

丛书诠释了河南故事、河南文
化、河南精神的多个主题。像《焦
裕禄》《红旗渠》分卷，都体现了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体现
了河南人民求实创新、科学严谨、
战天斗地的精神气概，深入挖掘了
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
义。《农业》分卷通过对河南农业的
详细介绍，细腻地勾勒出河南从原
始农业到传统农业再到现代农业
的发展脉络，进而上升到农业发展
所带来的人文觉醒和农耕文明，具
体形象地展示了中华农耕文明的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这套图书为国内外读者提供
了追寻、探寻璀璨的中华文明足
迹，认知、感悟深厚的河南历史文
化积淀和当代精神文化风貌的一
扇窗口。7 （本报记者）

书影来风

讲好河南故事
传播中华文化

□路来森

意大利作家翁贝托·艾柯在其

《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一书中写

道：“阅读的节奏跟随身体的节奏，

而身体的节奏亦跟随着阅读的节

奏。我们不仅仅是用头脑来阅读，

而 是 用 我 们 整 个 身 体 ，正 因 为 如

此，人们看书时才会哭，会笑，看一

本内容恐怖的书的时候，脑袋上的

头发甚至竖起来。因为，尽管书籍

好像是仅仅向我们讲述一些想法，

但它一直在向我们传达其他的感

情，其他的身体所经历过的事物。”

看来，艾柯认为阅读不仅是一种视

觉体验，也是一种触觉体验。

或许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许多

读书的人特别在意一本书的装潢、纸

质以及印刷字体、墨色等构成书籍的

物质因素。这些物质因素，是给读

书人带来触觉体验的第一要素。

拿到一本书，读书人的习惯性

动作就是用手去抚摸它，而抚摸的

感觉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阅读的

欲望：平装和精装不一样，纸质封

面和布质封面更不一样。在一些

人看来，精装书特别是硬精装书给

人一种格外陈实、厚重的感觉，蕴

含的是汹涌、磅礴的气势；布质封

面则有一种绵醇感，一种时日久远

的沧桑感，仿佛能让人感受到一本

书的温度，让人生发出一种“抵达”

或“穿透”的强烈欲望。这样的体

验甚至能触及一个人的情感细微

之处，带来独特的审美享受。

同样是翁贝托·艾柯，曾经这

样描写过他阅读一本精美对开本

书籍时的乐趣：“触摸那羊皮纸的

装帧，感受纸张的柔韧，甚至透过

上面的瑕疵与晕渍，书虫的暗地活

动——有时候这种活动能够蛀几

百张纸页，留下美妙的路线，就如

同雪花的结晶一般——来追随时

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即使是

不完整的作品，也可以向我们讲述

一个动人的故事。”

很多人也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

历：拿到一本从来没有读过的书，却

发现里面的内容似曾相识。何也？

恐怕这也是“触觉体验”的结果。比

如当你在图书馆中浏览时，或是在

朋友的书架前徘徊时，你曾将这本

书顺手拿起进行触摸，虽属无意识，

但一些印象却已印在了你的心中，

于是就有了后来的“似曾相识”。

而艾柯所说的“阅读节奏与身

体节奏的跟随”，实则是一种“阅读

共鸣”，当“共鸣”产生时，书中人物

的身体行为也容易内化为阅读者的

身体行为，于是就有了一种更深层

次的“触觉体验”。这种体验带给读

者的，就是“哭哭笑笑”“毛发直竖”。

所以，阅读带来的触觉体验是方

方面面的，也是颇有层次感的。7

阅读，也是一种触觉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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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昕

我国的成语包罗万象，内有乾坤。
寥寥数字，往往就能钩沉风云激荡的历
史，道尽百转千回的情感，呈现斑驳陆
离的风景。不过，或许很多人不知道的
是，一些耳熟能详的成语，如吐故纳新、
对症下药、标本兼治、防微杜渐、中气十
足等，都是从中医知识演化而来。

《读成语 学中医 1》一书通过成语
讲中医，通过中医讲故事，通过故事讲
文化，通过文化讲历史。该书从成语典
故与中医的渊源入手，选取了20个有代
表性的成语，解读其背后的中医故事，
讲述中医对历史的贡献，思考中医未来
的发展方向，同时也给读者以人生的启
迪和文化的熏陶。比如在“对症下药”
篇中，讲述了华佗为病情相似的人开出
不同药方的故事，阐释了中医需要用心
精细、体察入微；在“以毒攻毒”篇中，讲
述了中医很早就有了免疫医疗的探索
和论述，并解读了中医的辩证思维；在

“悬壶济世”篇中，以费长房的故事讲述
了“悬壶济世”一词的来历，以孙思邈、
黄元御行医济世、著书立说的故事诠释
了中医的风骨。

在将历史上一些影响深远的医案

娓娓道来的同时，作者还会结合当前的
社会现实加以点评，并融入个人阅历和
生活感悟，语言流畅清新。比如在讲到

“清茶淡饭”时，书中这样写道：“清茶淡
饭”就是用良好的饮食习惯来养生的典
范，“大味为淡，最美味的、最营养的，正
是清淡的茶水与饭菜。”清茶淡饭，也正
代表了生命的底色。此外，茶叶虽好，
但并非人人都适宜饮茶，也并非一天到
晚都适合饮茶，书中由此又引申出“凡
事有度，凡事没有绝对”这样的人生道
理，可谓微言大义，深入浅出。

对于历史典故，作者也是信手拈
来。仍以“清茶淡饭”为例，书中从东晋
时代说起，以“闻鸡起舞”留名青史的刘
琨在给侄儿的信中说：“前得安州干姜
一斤、桂一斤、黄芩一斤，皆所须也。吾
体中溃闷，常仰真茶，汝可置之。”刘琨
的郁卒之气，常常仰赖茶来调解，让人
了解到他慷慨激昂、奋起报国之外的另
一面。“禅茶一味”的公案，则是由吃茶
引出的另外一则妙趣横生的小故事。

唐末五代时期，河北禅师赵州以“吃茶
去”的机锋接引弟子。据记载，赵州问
新到僧：“曾到此间么？”僧答：“曾到。”
赵州曰：“吃茶去。”又问僧，僧答：“不曾
到。”赵州曰：“吃茶去。”这个“新到吃
茶，曾到吃茶，若问吃茶，还是吃茶”的
故事启示我们，禅就在当下，就在我们
的生活中。“吃茶去”是禅茶一味的真
谛，是茶道的精神源头，也是东方智慧
奉献给人类文化的瑰宝。

通过对成语的解读和剖析，《读成
语 学中医 1》一书以轻松活泼的语言，
系统地梳理了中医和传统文化的关系
以及它对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展
示了先民的无穷智慧。读者在读成语、
学中医的同时，亦能感受到中华文化的
博大精深，领略到人生的深邃开阔。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的出版对坚定文
化自信也有着一定的意义与价值。7

（《读成语 学中医 1》，作者：培松，
绘画：南窗，出版单位：河南大学出版
社，出版时间：2020年5月）

从成语中感悟中医文化

□夏丽柠

合上书本，脑海里依然浮现着封面上的两个
竖版毛笔字：秋园。苍劲有力的书写背后，隐匿的
是时代变迁、家族命运，也是一个平凡女人的人
生。

本书作者杨本芬生于 1940年，屈指算来，如
今已至耄耋之年。但书中主角并非她本人，而是
那个以她的母亲梁秋芳为原型创作出的名叫秋园
的女人。

杨本芬在序言里说：“只要提起笔，过去那
些日子就涌到笔尖，抢着要被诉说出来。我就像
是用笔赶路，重新走了一遍长长的人生。”于是，
读者追着杨本芬的笔锋，哭哭笑笑，感同身受，
仿佛从小说的情节里映照出日渐老去的母亲与
自己。

秋园生于 1914 年，逝于八十九岁。女儿之
骅整理遗物时，在母亲的棉袄口袋里发现了一
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九三二年，从洛阳到南
京；一九三七年，从汉口到湘阴；一九六零年，从
湖南到湖北；一九八零年，从湖北到湖南。”这是
秋园一生的行动轨迹。一位中国女性如此颠簸
而坚强地活下去，自食其力、哺育儿女，简直像
个奇迹。

秋园生在医学世家，父亲是眼科医生，家里有
间药铺。20世纪初，这是受人尊敬的职业。父亲
乐善好施，母亲端庄慈爱，兄弟友好互助，秋园的
童年过得快乐、开放、随性，就连裹小脚这样的陋
习也被她逃过了。但命运弄人，秋园十二岁那年，
家里突遭不幸，两位嫂子在游园会上溺水身亡，父
亲也因此急病过世。

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上，秋园展现出对抗坎
坷命运的顽强生命力。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
变爆发，中国人民的苦难也随之开始。秋园嫁给
返乡军人杨仁受，怎承想丈夫虽善良正直，但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生活能力极差。秋园跟着丈夫走
过了临终前写在小纸条上的那些地方，以女性的
柔弱之躯撑起了这个家。她在丈夫的故乡湖南生
活了二十三年，做过小学教师，当过裁缝，也下田
干过重活。身边有人喜欢她，有人欺负她，但她总
是能乐观面对。再苦的日子，秋园也能活出自己
的尊严。

书中写秋园一家的衣食住行，散发出浓郁的
人间烟火味儿。“动身去花屋小学的那天，秋园穿
着件深蓝底洒白蝴蝶的布旗袍，脚穿带襻的圆口
平底黑布鞋，梳了个清清爽爽的发髻。”不由得想
起张爱玲穿着旗袍的叉腰照。身为同时代女性，
秋园的朴素与张爱玲的风情形成了某种有趣的
对照。或许，平凡的人生燃烧得才更尽兴。

人活一生，各有各的苦难，很难说谁最苦
情。秋园“少年丧父，中年丧夫，老年丧子”，她去
世前常说的话是：“不是日子不好过，是不耐烦活
了。”但正如冯骥才在《苦夏》中所写：“人生的力
量全是对手给的。”正是这种种“苦”，造就出秋园
这位女性的坚韧与睿智，果敢与豪情。她的一
生，就是一部平凡女人的史诗。7

（《秋园》，作者：杨本芬，出版单位：北京联合
出版公司，出版时间：2020年6月）

□忽培元

《橘人》这部小说，因其明快清
爽的语言、独特的结构和丰沛的思
想内涵而引人入胜。它釆取了魔
幻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以奇幻的
视角、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切入社会
现实，情节新奇，人物形貌怪异，生
活中似有非有，在文学画廊中却又
绝无仅有，折射出当代生活的深层
内核。

《橘人》中蕴含着对社会问题
的深刻关注与反思，这充分体现于
作者对主人公杭一帆的精神定位
和个性塑造。杭一帆是个年仅 18
岁、刚刚考取大学的农家少年，聪
明单纯、追求上进，却又不无自卑、
叛逆敏感。后来，他长出了青绿色
的橘皮面孔，橘子肉一样的嘴唇，
橙色瞳孔，橘树一样的身体。他的
父亲和村民们也都突然患上了一
种怪病。读到后来，读者会发现，
是村民曾经被金钱诱惑去收购、宰
杀野生动物供人食用，结果遭到大

自然的报复……
令人惊讶的是，作者并没有将

叙述停留在这个众所周知的层面，
而是更加深入地挖掘，构思出人类
反被野生动物关进笼子里的怪异而
可悲的场景。这一反常的写作手法
无疑会激发读者换位思考，更从哲
学层面启发人们重新审视和找准自
我的存在身份。

《橘人》中的故事如同一条河
流，表面的平淡掩不住潜流的曲
折。越往后看，就越是环环紧逼，
扣人心弦。它以少年的故事透视
个人命运、反映社会现象，更深刻
揭示了现实中破坏自然生态的严
重、社会环境的嬗变、思想道德教
育的衰微以及阅读缺失、手机依赖
症等形形色色的社会热点问题。
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小说揭示出
上述诸多顽症的深层矛盾及产生
根源，发人深省。

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自身，
怎样同野生动物和睦相处？或许国
内外早已从理论和立法层面解决了

这个问题，但猎杀野生动物特别是
稀有动物的行为仍然时有发生，令
人痛心。青年作家禹茜茜创作的
《橘人》为这类题材引入了温情脉脉
的文学讲述，这是纯粹的属于文学
的亮点。出于文学视野和文学语境
的叙写，使得《橘人》所着力呈现的
不再是充满野蛮黑暗的“触目惊
心”，而是拨动人们心弦的、春风化
雨般的呼唤、抚慰和浸润，是将人类
的基本良知和悲悯意识潜移默化地
渗入人们的自觉意识中。

将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提炼加
工并升华塑造出具有较丰富思想内
涵的文学故事和人物形象，创作出
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作品，
体现了年轻一代作家对于远离生活
的所谓“心灵独白”的厌倦，对勇敢
回归当下现实问题的探索。这种独
立思考后的觉醒和让文学回归本真
的使命担当，令人欣慰。7

（《橘人》，作者：禹茜茜，出版单
位：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0年5月）

以魔幻反思现实

好书推荐

作家张悦然的首部文学评论集，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召
唤隐匿文本显形。从人物、视角到冲突、情节，作者以创作
的框架构筑阅读的王国；从乔伊斯、契诃夫到门罗、波拉尼
奥，作者截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文学瞬间，淬炼成小说独异
的配方。“顿悟，正是精神世界被照亮的时刻。”每个人都可
以循着小说发出的光芒，发现自身的遗失之物，用读和写
再次赋予其生命。

把事做成，有哪些原则和方法？如何拥抱变化，找准
机会？做管理，如何带团队，做决策？在本书中，作者回
顾了自己 60年的人生经历、30年的商海沉浮，梳理了一
套关于人生和商业发展的方法论。全书分为 5大主题、
45个实战锦囊，帮助读者掌握谈判、决策、经营、终身成长
的逻辑，习得商业智慧，以终身学习的心态勇敢应对焦虑
和压力。

理查德·罗杰斯是极富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在世界
各地留下了诸多经典之作。本书是罗杰斯对自己建筑生
涯的总结，回顾了他如何从一名患有阅读障碍、不擅绘图
的青年成长为建筑大师。本书既介绍了罗杰斯众多建筑
代表作的设计过程与理念，又分享了他与同时代诸多知名
建筑师的交往逸事，还收录了数百幅他甄选的手稿、图纸、
照片，兼具趣味性、知识性与思想价值。 （本报综合）

生命的力量

《人间岁月长》

作者：季羡林

出版单位：中国致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本书是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散文精选集，也是他九十
多年人生智慧的总结和心灵独白。全书分为忆初心、怀
师友、花解语、长歌行、幽梦记、有所思六辑。书中，季羡
林谈孤独和压力，说成功与完满，话怀旧和喜悦；深邃与
优雅相间、严肃与幽默同步、小情愫与大胸怀兼具，字里
行间透射出他对人情世事、学术道德的思考，闪耀着启迪
心智的光辉。

拒绝“和稀泥”，呼唤烟火气

□屠傲凌

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就像是
文学活动的两个“车轮子”。良好
的文学评论生态，能推动文学创
作的发展。但是在当下，很多文
学评论存在一团和气的现象，真
诚批评的越来越少。此外，一些
文学评论热衷于谈论各种理论，
普通读者不喜欢，很多作家也并
不买账。文学评论需要理性和真
知灼见，同时也需要接地气。新
近出版的《寻找文心：当代文学的
精神面相》一书，正是以这样的理
念为先导。作者陈华文多年来专
注于文学评论，除了本书之外，还
出版有《最是书香》《山河气韵》等
评论集。

本书 20 余万字，分为茅盾文
学奖作家作品综论、非虚构文学
观察、虚构文学扫描、外国文学管
窥 四 个 部 分 。 书 中 既 有 对 陈 忠
实、王安忆、贾平凹、迟子建等作
家的长篇小说作品的理性点评，
也有对孙犁、夏志清、冯骥才等作

家的散文、报告文学、随笔等的文
学观察。

本书作者的文学评论不是天马
行空、故弄玄虚，也没有简单迎合，
而是从文本出发，结合自己的理解
和认知，用朴素的语言展开颇为中
肯的评论。拒绝“和稀泥”，从另外
一个维度讲，也是借他人之作品表
达评论者自己的文学主见。比如，
作者在阅读贾平凹的小说《老生》之
后写道：“一些刚刚出道的小说家，
要么沉醉于各种离奇的故事情节，

要么在现代性叙事的狂欢中孤芳自
赏。”“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客观理
性地表达，吸取历史文化的养分，才
是创作的正途。”

而在阅读了池莉的大量作品之
后，陈华文用简明扼要的文字对池
莉笔下的女性文学形象进行了总体

“画像”：池莉小说中的汉口女性是
可爱的，也是值得爱的，那种小机
巧、小情调、小快活富有生命的活
力。作者认为，乐于在城市底层人
物身上挖掘真善美，巧妙传递生活
的正能量，是池莉小说具有艺术魅
力的真正原因。

总体上讲，《寻找文心：当代
文学的精神面相》一书，是对当代
部分作家作品的准确白描，也是
面向文本、面向人性、回归文学本
质和初心的真挚评论。在作者的
笔下，文学评论不仅带有理论和
学术的气质，也充满着趣味和情
感。 7 （《寻找文心：当代文学
的精神面相》，作者：陈华文，出版
单位：武汉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0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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