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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茫茫尘世，看到每
天都在匆忙奔波劳碌的人们。
他们或为欲望，或为职责，或
为名利奔走劳累。可当夜幕降
临之时，他们是否能找到自己
心灵的归宿？自己是否也和他
们一样，在一日又一日的过往
中迷失了自己？当我对生命的
意义感到困惑时，幸亏遇到了

《生命册》 中一群唱着生命悲
歌的人，他们用自己的一生阐
释了活着的真谛，用奋斗的血
泪谱写了一部动人的生命册。

本书文如其名，是一部以
“我”（梁志鹏）和“骆驼”为主线
又有老姑父、梁五方、虫嫂等人
生活历程穿插在其中的一部生
命画册，生动细致地讲述了这
些人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作品
中的“我”是一个吃百家饭长大
的孤儿，从社会最底层，通过大
学这座独木桥成为城里人。可
是等“我”找到工作成了“吃国
家饭”的人时，故乡的村民纷纷
找“我”来帮忙。各种烦琐之事
使“我”无法正常工作，为此我
不断逃离，最终辞去工作与大
学同学“骆驼”一同北漂，最终
扎根于城市，成了所谓的成功
人士，却在对金钱的追求中渐
渐 沦 为 精 神 的 迷 茫 者 。 而

“我”的同学“骆驼”，虽身有
残疾，却凭借超出常人的智力
和果断，杀入股票市场并赢得
了巨额财富。而在追逐金钱与
地位的同时，“骆驼”的欲望与
贪婪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不
择手段攀附官员，接近美色，在
制度中钻空子，最终身陷绝境，
人财两空，以跳楼结束了自己
的生命。还有书中那一群苦命
的乡亲们，在阅读过程中我一
次次为他们流下悲苦的泪水。

为了感情入赘他乡的老
蔡，善良又厚道，虽然是一位
德高望重的村支书，在家里却
和自己的爱人厮打了一辈子。
到老了眼睛看不见了，自己朝

思暮想的出走多年的小女儿回
家却不待见他，他临终前想听
一听国家的声音 （拥有一个收
音机），这个很小的愿望却最
终也没能实现。大能人梁五
方，正因自己过于能干和特立
独行的个性，成了村人中的众
矢之的，被乡邻们一顿辱打辱
骂后，家产没收。从此他休掉
爱妻，走上屈辱的上访之路，
直到走不动进了福利院。一个
能人从22岁之后，虚掷了一生
的大好时光，着实令人扼腕叹
息。生命如苔藓般卑微的虫
嫂，她豁出自己的脸面，供养
残疾的丈夫，含辛茹苦地拉扯
三个儿女，她用偷窃让丈夫临
死前吃了十天肉包子，让三个
儿女都成了大学生。可等到她
想找回自己做人的尊严时，自
己的三个儿女却把她的尊严践
踏殆尽。壮年时被儿女们唾
弃，为儿子上学供钱供物还要
像见不得人一样东躲西藏，到
老的时候，还是被儿女们遗弃
了……书中的每一个故事，每
一个鲜活的灵魂都仿佛在诉说
着一段段悲伤的故事。

在作家李佩甫笔下，他用
生花妙笔写了贫瘠的土地、善
恶并举的村民、五颜六色的村
庄里的时光和声响，他毫不吝
于展示自己故乡的种种不堪，
但我们同样能读到“为何我的
眼里常含泪水，正因我对这片
土地爱得深沉”的意味。书中
人性的复杂、社会的变迁、故
乡的远去、城乡的隔阂给人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原来生活在
底层的生命是多么的艰难，能
够活下去是多么的不易，因
此，我才真正懂得了生命的真
谛，要爱护自己，珍惜自己的
生命。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生命册，让我们每个人都好好
生活，勇于奋斗，在新时代撸
起袖子加油干，谱写出一部完
美的生命册，一部属于自己光
彩照人的生命之歌。

一曲动人的生命哀歌一曲动人的生命哀歌
————读李佩甫读李佩甫《《生命册生命册》》有感有感

面对小学语文老师，莫言
坦言自己仿佛又回到了小学时
期。莫言想起了 20 世纪 60 年
代那位行为超前的语文老师，
他是学校里唯一一个用普通话
讲课的老师。当年写《记一次
有意义的劳动》《写一个难以
忘记的好人》，他们记录了真
人真事，语文老师却开导他们
作文是可以虚构的。文学创造
的一大特征就是虚构。这位语

文老师为将来的文豪插上了文
学创作的翅膀。

莫言认为融入大自然，培
养孩子们全身心地感受外在事
物的体验对孩子的写作会有很
大帮助。他还提到亲情对孩子
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也是人
生底色的基本建设。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八堂课既是莫言给
孩子的文学课，也是莫言自己
成长为杰出作家的八堂课。

莫言写尽了故乡，有的老
师担心城市化的进程会让文学
教育再难寻回莫言笔下人与自
然和土地的情感。对此，他认
为，故乡也可以是城市，故乡
不应该是一个固定的封闭的概
念，包括乡愁都是应该与时俱
进的。文学也是与时俱进的，
文学最终描写的目标是人，不
是楼房、不是草地，只要有
人，就有文学的素材。

与时俱进：故乡不是一个封闭概念

“《刀尖》才是我愿意坦然承认的第一
部真正意义上的谍战长篇。”日前，茅盾文
学奖得主、著名作家麦家的这部谍战长篇
修订新版以《刀尖1：阳面》《刀尖2：阴面》两
册精装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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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没童心 文学没意思
莫言首部学生读物《莫言给孩子的八堂文学课》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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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阿多尼斯 著
译林出版社

这是享誉世界诗坛的阿多
尼斯的诗歌短章选集。

阿多尼斯擅写长诗，也珍
视短章：“短章是闪烁的星星，
燃烧的蜡烛；长诗是尽情流溢
的光明，是史诗的灯盏。两者
只在形式上存在差异，本质上
是密不可分的一体，共同构成
了我的诗歌实践。”阿多尼斯的
短章与其长诗一样，也体现出
了一位大诗人的功力和境界，
因为他总是以人的自由、尊严
和解放为起点和归宿。

晚综

新书推荐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我的焦虑是一束火花》

日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青
少年书系中第一本图书《莫言给孩子
的八堂文学课》首发。莫言说，尽管
自己已是60多岁的人，但当持笔写作
时，却感到自己依然年轻，因为“文
学里如果没有作家的童心，文学就没
有意思了。”

《莫言给孩子的八堂文学
课》 是莫言带给孩子们的八
堂文学启蒙课，同时也是一
本供一线老师教学实践和学
生家长亲子阅读使用的参考
书。由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领
衔语文教学第一线名师，从
莫言的散文、演讲、小说等
浩瀚作品中精选适合孩子们阅
读，有助提高孩子们语文阅
读、鉴赏和写作水平，以及开

阔 认 识 世 界 视 野 的 32 个 篇
章。依照不同主题，分为8个
单元，从“童年野趣、梦境奇
遇、民俗饮食、动物史诗、亲
情眷恋、阅读往事、旅行见
闻、我的演说”出发给孩子们
准备了八堂文学启蒙课，并加
以导读和赏析。同时，每个单
元附加一组莫言状景、写物、
叙事、写人、写心理等方面的
精彩句段，以丰富孩子们的阅

读体验。
莫言为本书专门写了致孩

子的话——《永葆童心》：“尽
管我已是 60 多岁的人，但当
我持笔写作时，却感到自己依
然年轻，甚至在某些时刻感到
自己还是那个在田野里放牛割
草的孩子。这是不是有点可
笑？是的，的确可笑，但文学
里如果没有作家的童心，文学
就没有意思了。”

永葆童心：给孩子推荐八堂文学课

全套书中收集的文章包括
《故乡的原野》《奇梦》《夜
渔》《过去的年》《我和羊》

《 爷 爷 的 故 事 》《 童 年 读
书》……参与该书编写的全国
特级教师罗才军在 《编选后
记》中讲述了《莫言给孩子的
八堂文学课》的来龙去脉。

2016年，罗才军应邀参与

国家教育部义务教育小学《语
文》 教科书的编写工作。《语
文》教科书的编写是基于小学
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于
是，许多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的
作品只能忍痛割爱，他认为是
一件“憾事”。罗才军认真通
读莫言全套作品，以一个小学
语文教师的眼光和教材编写者

的身份，惊喜地发现，莫言的
许多散文、演讲、小说的片
段，以及他的许多描写方法、
叙事手法、表达方式，都非常
具有语文教学功能和语言上的
学习价值。他又将这个想法与
另外三位全国青年名师臧学
华、王铁青、贾洪华做了沟
通，决定一起合作编写。

来龙去脉：不能让莫言文章成憾事

浙江文艺出版社社长郑重
说道：“莫言在小学五年级就
辍学了，但很多的评论家在
读莫言老师的作品时都读出
了他的童年和少年，‘童年是我
们解读莫言成长为杰出作家的
密码’，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

把莫言老师童年的感受、写作
的素材集中调动出来，形成了

《莫言给孩子的八堂文学课》，
这些很多都是中小学语文教学
的母题。现在的孩子成长在一
个幸福时代，没有经过危机
感，没有对困难的认识，肯定

是缺钙的，正好可以通过阅读
来补上。莫言老师的作品有很
多沉重的东西，但是在苦难的
东西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顽强的
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
这是对当代少年儿童阅读的意
义。” 据《半岛都市报》

童年意义：是解读杰出作家的密码

读书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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