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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屏里黄磊细
心体贴， 是个搞笑
的全能暖爸。 多多
在他的细心呵护
下， 也逐渐长成一
个充满浪漫情怀的
女孩。 就像书中说
的：“家庭是一门艺
术，我要使之分外
精彩。 ”黄磊在书
中抒写了与多多

成长的点滴故事、 与妻子的浪漫生活、与
小狗乖乖的缘分以及对友人的态度和情
深意重。
定价：36.00 元
作者：黄磊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 本书以金庸
的人生故事为主
线， 结合他的经
典作品与经典人
物， 为读者展示
一个立体的、有血
有肉的武侠大师。
端木先生，自幼喜
读古文， 嗜啃历
史。 性格不急不
躁， 不愠不火，有

批判的眼睛，也有从容、宽厚的胸怀。 喜欢
在文字中穿越时空，用古朴的笔风撰写生
动的故事。 主要作品《舌尖上的战国：苏秦
那张嘴》。
定价：24：00 元 作者：端木先生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 因为疼痛，所
以青春，走过疼痛，
才不枉青春！ 尹圣
植教授的这本书，
揭秘青春的误解与
错觉， 写给正在努
力寻求突破的你，
让你彻底走出迷茫
与彷徨， 轻松突破
人生中如沙漠般的
青春岁月。 这本书

中没有太多安抚深陷考验和挫折的人的温暖
慰藉词语，但有实实在在的“不再摔倒”的具
体办法。
定价：32.00 元
作者：(韩)尹圣植著白烨楠译
出版社：光明日报出版社

本书是梁漱
溟日记首次完整
单行本，编者撰写
了导读性质的前
言和每一年大事
提要，修订及增补
注释 600 余条，并
编制主要人名索
引近 2000 条 ，是
深入研究梁漱溟，
了解 20 世纪中国

社会与政治变迁的珍贵的实录。 他立根本
土，眼光向下，面朝世界与未来；为苍生起，
奔走于大地，从实践来，往实践中去；独立思
考，悲天悯人，执守良知，铮铮铁骨……
定价：108.00 元 作者：梁漱溟 著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新书过眼

小说晓燕
丁肃清

小说晓燕。 我说的“小说”是小说，
因晓燕以小说成名，以小说立业。 我说
的“小说”，又不是小说，而是低吟浅唱、
轻描淡写的意思。 我们虽是老朋友，但
除小说之外，甚少来往。 这应了毕飞宇
说的那句话： 文学是心与心的宇宙飞
船。

十年前，我是先认识齐晓，再认识
晓燕的，因为晓燕的笔名叫齐晓。 那时
邢台文坛写小说的人，屈指可数，不像
现在，那时候会写小说的人还是吃得香
的、受人青睐的，尽管有的人后来不写
了、做更有出息的事去了，但无论做什
么去了，无疑都沾了点写作的光。 话再
说回来，那时邢台写小说的人几乎都是
男性哥们， 突兀地冒出了一个小女
子———齐晓，大型文学刊物《长城》，推
出了她的中篇小说，这不能不令人刮目
相看。 因此，我一开始就对晓燕给予了
由衷的赞赏和欣赏。 与她相处，除了文
学之外，好像没有别的什么话题，友谊，
就是在没有别的而只有文学交往之中
炼成的。

再往后，晓燕渐渐地淡出了我的视
野。据说，她在一个小衙门里做事。而我
却一直闷在象牙塔内， 除了本职工作，
其他时间就是摆弄文字，野心也因此增
大，日渐瞄向了省城、京城和全国的大
家们、大刊们，顾暇不及同根而生的本
土文友了。 作文章的人都是个人主义
者，这也不算什么罪恶。 但有一点肯定
是错了，以为晓燕不写了，做公务员就
不写了？直到在市作协组织的一个活动
上我又见到了晓燕，知道她此时已经调
到了市文联， 当时的我诧异了一下，寒
暄了几句，还产生了一闪而过的一个念
头：哦，回归了！ 在此时，我又拾起了当
年对她的那种敬意。 但这还不够，直到
她把一本散文集赐赠我手的时候，我才
真正明白她根本就没有远离文学。她的
散文，很棒！ 或许，女人更适合写散文，

读她的散文，觉得她的散文不比本地任
何女作家们写得差。 当然，文学是没有
可比性的，一花一世界，但她的散文写
得更细腻、更情怀、更飞扬。我自以为晓
燕改弦更张了，这样也好。但我又错了，
直到晓燕把一本即将付梓的小说文稿
给我看，并委托我为之写序时，我才意
识到她还属于小说。不仅是因为她这本
厚厚的小说文稿， 再细读她的散文集，
又发现， 她的散文不仅好在更细腻、更
情怀、更飞扬，而且更多的是用的小说
的笔法。 所以我说，晓燕还属于小说。

对她的小说集， 读过后我在想，这
个序，怎么写呢？序言不是评论，评论她
小说鼻子眉毛眼睛嘴巴一样的艺术价
值等等什么的， 那是评论家们干的事。
我只想说的是，晓燕的小说可谓之正宗
小说。 其一，结构的规整，头是头，尾是
尾，有剑也有鞘，像工程师画楼房的图
纸。 其二，语言浓而不腻，艳而不黄，杂
而不乱，像朵朵梅花一样，以曲为美、以
欹为美、以疏为美。 对一个女性作家的
小说而言，晓燕运用的语言，筋道。 其
三，想象力，“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 ”
但不乱飞，飞则像风筝，但被线牵着；飞
则像翅膀，但还终归栖于枝。其四，说人
物，晓燕小说里的人物，每一篇里都不
多，但血肉丰满，性格各异，绝不雷同，
人立纸上。翻开书读，人物在眼前；合上
书想，人物在心里。这些，只要看看她的
作品就一目了然。

小说就是说，谁说得好，说得耐人
听，就是好小说。晓燕平时的口才不错，
文采更佳。 她的小说说得口若悬河，张
力十足，说情节很抒情，说细节很细致，
其中含义可就是不说透， 让人去琢磨，
琢磨人生、琢磨情感，可以形成这样一
种效应，即有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显然，晓燕是个灵透的人，她
非常明白小说最基本的要素所在———
悬念。留给人那么多悬念，你们去看吧，

哪怕走马观花也行，那也是花；你们去
想吧，哪怕是想入非非也好，晓燕就是
让你们钻她设下的圈套。而生活中的晓
燕，总是笑着，好像根本就不会着急，无
论遇到什么人、什么事都是笑着，谁知
道她在笑什么呢？作家总是长着第三只
眼睛，第三只眼睛长在心里，晓燕亦然。

这部书，从《伴你一生》《张老山轶
事》到《我不是跳大神的》共收录了八篇
作品，长篇、中篇、短篇都有，篇篇精彩
可读。总之，小说写成了这样，也就没有
必要鸡蛋里挑骨头了。 一个女子，把钟
情交给了小说，起初，小说是她的嫁妆，
后来，小说是她的脂粉，一辈子，小说就
是她的情人。

在我的印象里，晓燕不与人争这争
那，谦逊地写着，谦逊地对待写作着的
前辈和新人。有一天，晓燕给我打电话，
让我帮一个作者看看稿子、 指点指点，
她说她看这个作者有潜力，这时的晓
燕是市作协秘书长， 我觉得她挺有
责任感。 还有一天， 她向我约小说
稿，说是发在《清风》上，说稿子长点
不怕，长有长的优势。 可这个时候，
我手头上并没有长小说。灵机一动，
突然想起电脑文档里有我几年前写
的、但却没有完成就搁笔、不打算再写
的一部长篇， 节选后发给了她一万字，
结果她给我编了个头条。 这时的她，还
兼《清风》主编。

文友们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彼此间
倒弄来倒弄去，离不开小说啊散文啊诗
歌啊这些情结。 没有谁不喜欢钱，没有
谁不敬慕权利，文人们也是。 但对于他
们来说，心里的上帝仅仅是文学。或许，
没有了文学，他们真正的拥有将成为一
穷二白。 这就叫执着，而晓燕就是这种
执着的一个版本。对于一个女性作家而
言，脂粉香和书墨香全有了，文学是女
人的美丽，也是女人的气节，这部书，也
是晓燕的本貌。

河北省阅读办
公布 8月份推荐书目

近日，河北省全民阅读办公室向社会公布
8 月份推荐书目，图书内容包括文学、哲学、历
史等多个部类。

1.《领导干部读党史经典》 刘绍卫编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 本丛书选取了党史、 历史、哲
学、文学、艺术五个学科的经典著作，分别进行
了详细深入全面的解读，是为领导干部吸取优
秀文化而提供的一套读物。

2.《闲来笔潭》 吴官正著 人民出版社

推荐理由：该书是吴官正离开领导岗位后
所见所闻、所忆所思、所感所悟的自我记录，收
录回忆、随笔、散文、小说、对话等多样体裁文
章和部分自绘画作，兼具思想性、知识性和可
读性的个人著作。

3.《甲午殇思》 刘亚洲、丁一平等著 上

海远东出版社

推荐理由：本书从学术、制度建设、战略战
术、文化等多种角度，反思甲午战争的教训与
启示。

4.《中国哲学简史》 冯友兰著 北京大

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本书是冯友兰先生哲学与思想
融铸的结晶， 以 20 万字的文字讲述了中国哲
学的发展历史， 打通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其
中充满睿智与哲人洞见。

5.《苦难辉煌》 金一南著 华艺出版社

推荐理由：该书把党和军队的历史放在国
际大背景下来描绘，是一幅用战略意识点评历
史的画卷。

6.《1944：腾冲之围》 余戈著 三联书店

推荐理由：本书是一部关于我国抗日战争
史上难得的取得全胜的攻坚战的微观战史。读
者藉此可以了解“八年抗战”短短四字中所包
蕴的一切，重新理解“艰苦卓绝”的血肉意义。

7.《平凡的世界》 路遥著 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

推荐理由：《平凡的世界》是茅盾文学奖皇
冠上的明珠，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典，被誉
为中国农村大学生的“圣经”，是广受老师和学
生喜爱的新课标必读书。

8.《陆犯焉识》 严歌苓著 作家出版社

推荐理由 ： 《陆犯焉识 》 以深远的济世
情怀 ，将知识分子陆焉识的命运铺展在中
国 近 当 代 政 治 这 块 庞 大 而 坚 硬 的 底 布

上 ，检视了残酷岁月里生命可能达到的高
度。

9.《耶路撒冷》 徐则臣著 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

推荐理由 ：小说聚焦在出生于 1970 年
代的一代中国年轻人身上 ，选取其中典型
性的代表 ，通过对他们父辈以及自我切身
经验的忠直描述 ，深入地探寻在疾速的现
代化 、 城市化进程中一代人的精神脉络 ，
探寻他们焦虑 、疑难与出路 ，呈现中国最
近 30 年社会重大转型时期里 “一代人的心
灵史 ”。

10.《天才在左 疯子在右》 高铭著 武

汉大学出版社

推荐理由：本书是一本具有人文情怀的访
谈录形式的文学作品，以访谈录的形式记载了
生活在另一个角落的人群（精神病患者、心理
障碍者等边缘人）深刻、视角独特的所思所想，
让人们可以了解到疯子亦或是天才真正的内

心世界。

嫁给自然的女人
———读《临湖》

莲花素手

《临湖》（清华大学出版社）呈现的
是一个离群索居的女子独特的生活状
态。 读此书，就如同跟她一起生活了四
季，春夏秋冬，再复至又一个新春、初
夏，太平湖畔的一切，亦成为不陌生的
一个地方。 野花遍地、湖水微澜、草木
丰美、山林寂静、昆虫繁衍，令居闹市
中的人心生艳羡，择此湖而居，地老天
荒。

刚开始读《临湖》，心里还会有现
实生活光影的焦虑，再接着读几页，心
下的沉静才慢慢涌上来， 似有清泉汩
汩在胸口，凉凉地、柔和地慢慢浸透肺
叶，细细地升起一股清明在喉咙，脑子
顿时清爽了起来， 似有湖面的清风吹
过来。

那个临湖而居的女子， 用不紧不
慢的话语节奏， 告诉你她在初春看到
的野菜嫩叶，暮春嗅到的花瓣浓香，盛

夏山谷的幽僻，仲秋果子的飘香。 这是
她用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命、自己的
敏感、 自己的才情织就的一幅湖畔生
活的画卷。 读书人安坐家中展卷品赏，
清润身心，即便片刻，心旷神怡。 这是
不对等的交流，是作者的奉献，读者的
索取。

这样的奉献， 作者项丽敏是快乐
的吗？ 难道她能逃避世间女子皆有的
命运吗？

掩卷沉思， 这些问题也许是每一
个读《临湖》的人都会有的问题。《临
湖》 带给读者的首先是自然之美的触
动，文字曼妙，图片唯美。 但有思想的
阅读者会从书中收获另一种感动，会
看到作者在不断超越女性心底的界
限，这几乎是一种挣扎，一种挑战，坚
持需要底气。

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沉静，正是对

女子的最大挑战， 尤其是富有才情
的女子， 若不被现实生活糟蹋失掉
心性里的纯净， 须守得云开才见月
明。

这正是功夫。 所以《临湖》中可见
优美的文字、精美的摄影，更可见一个
天赋才情的女子如何心甘情愿地嫁给
大自然，抵御岁月纠结抵御现实侵蚀，
守一颗安然沉静的心，这其中有爱情，
需要浴血吐芳的勇气，需要爱的深沉，
才能长长久久。

合上《临湖》，不禁对照内心。对于自然
的爱，每个人程度不同，却都有爱。 不能
嫁给自然， 却想守住自己这份对自然
开放的心，接纳自然的垂露，品味自然
的美妙甘甜，那该如何做呢？

让自己做个自然的情人， 不离不
弃地修为自己的沉静和爱， 也许是一
条可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