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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品读

□袁跃兴

新冠肺炎疫情，已是世界范围的公共
卫生事件。我们关注现实生活中疫情蔓延
的情况，而关于疾病、病毒和流感等阅读的
记忆也纷至沓来。

关于人类与病毒斗争的图书，笔者首
先想到的是 2018 年 5月中信出版社出版
的《瘟疫与人》。该书的作者为全球史奠基
人、《西方的兴起》《世界史》作者威廉·麦克
尼尔，本书是他宏观论述瘟疫与人类历史
关系的史学佳作，全书以恢宏的规模，将生
态、人口与政治、文化整合起来，讲述3000
年来传染病影响人类与社会的历史进程。

《瘟疫与人》全书除引言外，共分 6
章。第一章狩猎者，介绍史前时代人类在
征服自然过程中与传染病的关系及传染病
对人类文化形成的影响。第二章历史的突
破，探讨公元前3000年到前 500年间人类
所遭受的疫病以及与疫病逐渐调适的过
程。第三章欧亚疾病的大交融，论述公元
前 500年到公元 1200年间的疫病史。第

四章蒙古帝国动摇旧有的疾病平衡，阐述
公元1200年至 1500年间世界各地遭受的
疫病。第五章跨越大洋的交流，讨论十六
和十七世纪世界疫病状态……

在书中，威廉·麦克尼尔从疫病史的角
度，以编年的手法，从史前时代写至上世纪
前半叶，详实探讨传染病如何肆虐欧洲、亚
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而这些疾病又如何
影响不同文明的特色。他率先将历史学与
病理学结合，重新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将传
染病置于历史的重心，给它应有之地位；并
指出传染病在人类历史变迁和文明发展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11年前，因世界范围的甲型 H1N1流
感的流行，由约翰·巴里所著、被美国科学
院评为“最佳科学/医学类图书”的《大流感
——最致命瘟疫的史诗》的中文译本，经上
海科学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书重绘了
1918年“全球性世纪瘟疫”大流感，“以全
景式的史诗视角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
至今读来，其对流感的认识、对病毒斗争的
经验，仍给我们很多启发。

17年前，SARS在世界不少国家和地
区肆虐一时，当时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
美国资深记者尼科尔斯·福克斯所著《美食
与毒菌：食物链受污染的惊人真相》一书。
这本书警告“人类正在逐步丧失对食物供
应链的控制”，这使我们每日不能离开的生
鲜食品出现了携有病原体的可能，启发我
们思考人类应该如何控制自身的欲望，与
动物该建立怎样的关系，与食物建立怎样
的关系这些现实的严峻问题……

由《纽约时报》著名记者吉娜·科拉塔
所著的《与流感共舞》，值得一读。《与流感
共舞》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它给予
了读者触目惊心的阅读感受。书中记叙了
1918年世界范围的大流感的惨痛景象，全
世界有 1/5人感染，数千万人病死，甚至，
死亡人数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总和。此
外，这本书还描述了人与病魔、科学与瘟疫
的战斗，人们从恐惧到逃避，从无知到探
索，从盲目乐观到小心翼翼，从被动抵抗到
主动免疫，描述了科学家们为寻找该病毒
所做的种种努力，对瘟疫的恐惧而导致政

府政策的错误走向，书中提醒人们大流感
可能会重演，要及早找到防止悲剧再度发
生的方法……

上个世纪末期，长春出版社出版了一
本名叫《第四级病毒》的书。它由美国著名
的病毒学家约瑟夫·麦克科密克和苏珊·费
希尔-霍克写成，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
记叙了这些最前线病毒学家的亲身经历，
他们在地球上最原始、落后的地区追踪危
险的病毒的故事……令人产生深深的阅读
震撼的是，书中向读者展示了这两位“前线
科学家”那充满荆棘的追猎病毒之旅，带领
读者一起摸索电子显微镜下神秘的病毒世
界，更令人感动的是这些科学家勇敢的行
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为解救人类生命苦
难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他们那振聋发聩
的呐喊。

阅读人类不同时期的关于流感、病毒
和疾病的书籍，重新思考这些书中的内容，
汲取经验和智慧，提高我们对今天新的病
毒和疾病的认知，增强我们抗击和战胜这
些病毒威胁的信心和勇气…… 9

□杜浩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系列有关抗击疫情的图书纷
纷出版，抗疫图书正在成为这个特殊时期的阅读新选项。

2月 10日，由新华出版社策划出版的《众志成城防疫抗
疫》主题图书电子版在学习强国读书频道上架，免费向读者开
放阅读。

此外，新华出版社还推出了《中国抗疫简史》，并在数字
出版平台开放免费阅读，帮助公众正确了解疫情、做好科学
防护。《中国抗疫简史》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张剑光在长期
研究基础上，于春节期间紧急修改完善而成。全书梳理了
3000多年来中华民族防疫抗疫的历史、经验，讴歌了中华民
族一次又一次同舟共济、坚定顽强地抗击疫病的民族精
神。作者还总结了中国历代对疫病的思想认识发展和医治
技术进步。

更早的1月 30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与人民卫生出
版社推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公众防护指南》图书、电
子书、网络版读物，此书紧紧抓住新冠肺炎防控和诊疗的时效
性、权威性和科学性，团结并依靠一线抗疫专家，内容汇聚了
一线临战经验和临床实践。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策划了《增强免疫力，打败坏病毒》等
抗病毒类普及读物，引导群众增强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控能力，
提升大众公共安全意识和科学素养。

陕西旅游出版社推出《疫情至，我们在——新冠肺炎防护
与心理疏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手
册》专题图书，助力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1月 31日，春节长假还在延期中，全国第一本针对疫情
防控心理防护的图书《新型冠状病毒大众心理防护手册》由四
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在线发布。这本图书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心理支持热线中老年读者普遍关心的疫情问题一一进行梳
理，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帮助大众纾解焦虑与压力。

2月 21日，四川辞书出版社和四川少儿出版社相继在线
发布《农村防控新冠肺炎手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技能
系列挂图》。这是在新冠肺炎防控阻击战中，四川新华发行集
团旗下新华文轩所属出版社推出的抗击疫情的第 14部和第
15部出版产品。

疾病、医疗、防护、阻击病毒等科学类科普类抗疫主题图
书纷纷出版，成为现阶段一种主题阅读景观，科学的智慧、科
学的力量，不但可以减轻人类生存的苦难，也能使人们在精神
上变得勇敢。 9

□万阕歌

一部于去年年底在 b站独播的读书纪录片《但是还有书
籍》，没想到在新冠肺炎疫情下的民众宅家时光，竟凭借口碑
不断发酵，累计播放量已超过 720万，获得网友 9.8分的超高
评价。有网友如是感慨：“这段焦虑的日子里，感觉被它续命
了。”

《但是还有书籍》并不是一档纯粹的读书节目，也不是普
普通通的纪录片，它是读书与纪录片的合二为一，按时下流行
的说法，应该属于“某某+”类型的节目，比如“读书+纪录片”
或“纪录片+读书”。同时，它也不是推荐书，而是讲述与书相
关的职业人的故事。这，或许才是这部纪录片真正走热的原
因所在。

纪录片共分5集，分别讲述了图书编辑、二手古旧书收藏
流通者、绘本作家、图书设计者、阅读关注者等不同类型的人
物故事。通过这些碎片化的故事，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书籍的
魅力及影响力，竟然吸引着这么多人从不同侧面默默做着推
广书籍、倡导读书的事情。他们身上的那股执着劲，影响的已
然不只是我们的读书爱好了，还有工作精神、人生态度、生活
原则等，都值得我们学习。

具体到节目制作本身，这部纪录片也是可圈可点的。比
如，每集片长30分钟，非常适合网上观看，短了肯定呈现不了
多少内容，长了则又有可能让网友产生视觉疲劳。再比如，一
些过渡性环节采用漫画形式，增加了动感和喜感，艺术感染力
很强。而邀请著名演员、歌手胡歌担任解说，也是一大亮点。

《但是还有书籍》的走热给很多方带来了启发。书籍需要
推广，阅读需要普及，而采用类似的与纪录片等艺术相结合的
方法，则很见效。 9

□刘军

《漆蓝书简》是一本重新指认江南并赋
予江南具体形状和质地的散文著作。作者
黑陶，诗人兼散文家，长期致力于“江南”主
题的书写，其故乡在江苏宜兴，一个紫砂陶
器烧制的重镇。在此之前出版的《泥与焰》
就是对故土的一次集中开掘，书的题目本
身就具备隐喻的指向，精美的紫砂陶作为
摆件通体光辉，而通往光辉的道路则由泥
土与火焰所铺就，泥土与火焰构成了事物
的原初样子，它们是贴近大地的，也灌注了
劳作的艰辛。如果说《泥与焰》是对个人经
验的聚焦的话，那么《漆蓝书简》则是对“江
南”主题散点透视的结果。五十个江南乡
镇的行走，地域上囊括了苏、浙、皖、赣、鄂
五省，而行走的主题并非为了寻找蝶变的
乡镇，恰恰相反，如乌镇、周庄、横塘、甪直、
同里、南浔等历史名镇被排除在外，作家所
要洞察的是那些蜷伏于历史暗影中的较少
受世事浸染的乡镇，试图与古老的颜色对
话。这些乡镇是泊于大地上的一艘艘古
船，斑驳的心事，铁打的营盘，一如既往的
劳作生活，是这些古船根系的部分。

这部散文集共分四个小辑，其中苏浙
两个省份的探访所占比重明显偏大。涉及
浙江的古镇有十七个，涉及江苏的古镇有
十六个，这两个省份，也是传统意义上的江
南所辐射的区域。单从目录来看，容易给
读者一个错觉，认为作者不过是完成了一
次乡村的壮游或者是一次集中的寻古之
旅，实际上一旦深入到文本的内部，就会发
现，作家所努力捕捉的恰是正在或即将消
逝的事物，在叙述上，向着一切微小的事物
投注深情。如《千岛湖镇、深渡镇：新安江
上》这则作品，对于湖水和江水的碧波，对
于吴山点点愁式的岛屿，对于湖内的水产，
皆未置一词，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最后的客
运航向和驳船之上，有各种各样的行李，如
沾着泥巴的自行车，成担的山货，圆台、纸
箱和蛇皮袋，还有硬木和棕棚床。它们散
发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绿皮火车的独特气
息，它们也是真正隶属于日常生活的物件，
在烟火中穿行，千岛湖和新安江从画作、风
景片中剥离出来，成为大地上缓缓驶过的
江河湖海。同时，作家也不惜字词，描写了
众多的同行者，中年汉子，老年夫妇，寂寞
老太，腼腆的小伙子，还有同行的伙伴遐玉

师（这个名字多次在文本中出现，我特意
做了百度，以为是另一位作家，但百度上
没有显示任何信息）。至于行走过程中目
及所至的景色，作家并没有发挥描写的特
长，而是引述古人所见，以此与“我”之所
见，形成互文关系。作为一条重要的水
路，其终结的地方就在不远处，就像口述
史的整理，如果丧失了今天的介入，那么，
历史暗影中的细节就将彻底消隐于时间
的苍茫之中。

集子虽然绕开了被现代商业所塑造的
江南名镇，但也触及一些有丰富历史内蕴
的地方，如浙江河姆渡镇，7000年的稻作
文化，自不待言；湖北五祖镇，黄梅东禅寺
为六祖慧能获取衣钵之地；江西鹅湖镇，鹅
湖之会在思想学术史上的影响，与稷下学
官的争鸣等量齐观；淹城，春秋时期淹国的
都城所在。不过，更多的笔触还是投向那
些逐渐废弃的水路或陆路曾经的中转之
地，作为古老血管上的节点，它们托举起了
江南的商业、文化交流，因为交通的质变而
趋于窄化，并隐入暗影之中。而黑陶借助
文字的奔跑，重新激活或者解码了某种历
史记忆。 9

□高恒忠

周口作家钱良营的长篇小说《老街坊》去年由
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以它的厚重大气，受到
了读者的青睐。

《老街坊》在时间轴线上以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文化为背景，以抗战为聚焦点；在地域横轴线上以
全国抗战为背景，以古陈州城（今周口淮阳）为聚焦
点，通过城里和、桂两个家族在抗战时期的家族恩
怨以及主人公们的悲欢离合、生死离别，反映了广
阔的社会历史，展示了生动的民俗画卷，叩击着人
们的灵魂。

作者在讲述日本鬼子即将打进陈州城时，对人
们的生活、交往、思维、行为和恐慌心理等，进行了
细致入微的描写刻画。比如和、桂两大家族既亲戚
又敌对，当日本人即将到来时，他们既担忧又无奈、
既心存侥幸又若有所失。

而由桂家三少爷写到日本侵略者的狡诈、狠
毒，由和家三小姐写到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斗争的
艰苦、战斗的勇敢无畏，从官场到民间，从省外到城
内，从社会到家庭，从人的行为到心灵深处等，展现
的社会背景更广阔。

《老街坊》在情节、细节的处理上颇显作者的
不凡功力。结构上属于遍地开花，多头并进，大情
节中穿插故事，故事中又有插曲，有回忆、意识流
动、梦境、幻境，读起来引人入胜。比如小说中穿
插的黄水漫淹中原大地，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和心
灵重创。作者写黄水到来时是这样的场景：“哭爹
叫娘声，吆儿唤女声，乱七八糟的脚步声，鸡子、鸭
子的惊叫声，猪扯破嗓子的嚎叫声，羊惊恐错乱的
咩咩声，狗的狂吠声，猫绝望的哭声，马的嘶鸣声，
牛的哞哞声，驴的咴咴声，呼呼响的风声，哗哗的
流水声……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狂乱
的冲击波！”

这里，作者没有直接写黄河被扒开决口的情
节，而是用简短急促的语言，写人们的听觉、错觉、
幻觉，写黄水到来之际的混乱、嘈杂的场面，把人们
的恐慌、混乱、无奈、沮丧的神情以及黄河决口给人
们带来的灾难表现得淋漓尽致！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小说这种艺术形式最能体
现语言的特质。《老街坊》的语言质朴，句子精短，不

枝不蔓，读起来很舒爽。如写洪水进村庄时，只用
了“不得了了！大水来了！快跑啊！逃命吧！”14个
字，简短、急促、完全的口语化。作者在语言的使
用上，充分体现了河南浓郁的地方色彩，充满河南
韵味，豫东风情。如“打败的鹌鹑斗败的鸡”“攀某
某的高枝儿”“日子比树叶还稠”“煮熟的鸭子——
嘴硬”“大丈夫吐口吐沫揳个钉”“布袋里买猫——
瞎估摸”等等，这些方言俚语，具有浓郁的中原风
味，完全是质朴的原汁原味的民间语言，且具有非
凡的表现力，不仅充满了地方风情，朴实，接地气，
且含义丰厚，耐人寻味，读起来一股乡土气息扑面
而来，令人感觉顺畅、亲切、舒服。

追求善、追求美是艺术的生命之所在，没有对
善、美的追求，就没有真正的艺术。读《老街坊》这部
作品，能让人感受到作者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
丑、恶的鞭挞，对爱国情怀的讴歌，对正义的推崇。
这正是《老街坊》的主旨，也是作者的追求。9

书写抗战时期的老陈州

《老街坊》，钱良营著，河南文艺出版
社2019年4月出版

抗疫主题图书
成阅读新景观

读书与影视可以联手
——纪录片《但是还有书籍》走热

向微小的事物投注深情

那些描写人类与病毒斗争的图书那些描写人类与病毒斗争的图书

《漆蓝书简》，黑陶著，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9年3月出版

由人民出版社联合五
洲传播出版社编辑制作推
出的《大国战“疫”——
2020中国阻击新冠肺炎
疫情进行中》，是目前国内
第一本跟进式介绍中国疫
情防控阶段性工作的多文
版图书。

□钟芳

古人有九大雅事：焚香，品茗，听雨，赏雪，候
月，酌酒，莳花，寻幽，抚琴。莳花，即花道，古代文
人墨客以花言志，以花抒情的生活方式。

周瘦鹃是现代文坛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和
园艺大师，集创作、编辑、翻译于一身，其笔下的花
木小品、山水游记、民俗掌故有“三绝”之誉。《莳花
志：周瘦鹃花卉美文集》是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1月出版的周瘦鹃全新散文精选集，辑录了周
瘦鹃晚年闲居家中时所写的关于花木的近 60篇
散文。作者用简洁通俗隽永的语言，细腻动人的
情感，娓娓道来一些养花的心得经历、各种花的常
识、对各种花的体悟，及历代名家吟咏花的诗词。
书中还根据文章的内容配了将近一百幅彩色插
图，这些插图都是中外名家绘制的关于花卉的名
作，极具观赏性，和内容相得益彰，给都市丛林中
的读者带来一抹带着露珠气息的怡人芬芳。

周瘦鹃平日书房“延年阁”“紫罗兰庵”内，窗
明几净，陈列着磁、铜、木、石、陶等梅花古玩，四壁
张挂着香雪梅、探梅图、梅花诗等书画。院子前后
遍植梅树，有绿萼、朱砂、玉蝶、宫粉、透骨红梅、白
梅、墨梅。每逢花期，烂烂漫漫，暗香疏影，芳菲袭
人。他自己以梅妻鹤子的林和靖自喻，作诗云：

“冷艳幽香入梦闲，红苞绿萼簇回环。此间亦有巢
居阁，不羡逋仙一角山。”把梅的贞洁多姿、耐寒独
放的品性生动地描写出来，亦把自己隐逸清高之
气表现得淋漓尽致。

《莳花志》是一部爱花之人的笔记，透过字里
行间，足以看到生活的纯美与可爱。我们不妨学
学作者，在自己平淡的生活里慢下来，莳花弄草不
负岁月静好。 9

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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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莳花
志：周瘦鹃
花 卉 美 文
集》，浙江文
艺 出 版 社
2020 年 1
月出版

书影来风书影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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