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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名家新作

◎张海贞

贾平凹是当代文坛的知名大家，影响力极高，他
的文字朴实生动，他时常轻描淡写，把日常生活中习
以为常又经常被人忽视的现象写得生动有趣又不乏
哲理，读来让人意犹未尽。

《自在独行》是贾平凹老师的最新力作，这是一本
散文集，这本散文集汲取了他 40 多年来的精华，完美
展现了一个独行者的心路历程，贾平凹老师用极具感
染力的故事从各个方面生动地描绘了个人与世界相
处的绝妙之处，给所有内心孤独的人们一个灵魂的栖
息地。

《自在独行》共五个章节，分别是：孤独地走向未
来、默默看世界、独自走一走、独处的安宁、自在的禅
意。该书分别对自己身边的人、事、物等进行了详细
剖析，这本书带领我们走进了贾平凹，深入了解了贾
平凹老师的人生轨迹，细细品读，忍俊不禁的同时又
难免会潸然泪下。书中既有孩童般的天真也有敏感
的孤独，贾平凹老师写自己的童年，回忆童年许多有
趣的事，非常耐读。

最让人感动的是书的开篇之作《纺车声声》，这篇
文字主要写他对母亲的怀念。其实，自古以来，亲情
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从古至今，流传于世的描写母
亲的文字更是多得数不胜数，但不知怎的，贾平凹老
师的这篇《纺车声声》我非常喜欢，一口气读了三遍，
这篇文字从头到尾没有华丽的辞藻，故事情节也是平
淡如水，看似波澜不惊，但是它却深深吸引了我，因为
这份真实，这份平淡打动了我，读来让人感同身受，仿
佛写的就是自己的母亲，字里行间饱含深情，他写自
己只要听到纺车的声音就能联想到母亲的辛苦，这是
多么真实的情景，如此接地气的文字，让人读着读着
在不知不觉间热泪盈眶。

贾平凹老师是典型的孤独行路人，在谈及自己患
病毒性肝炎的那个片段时，让人感觉莫名的辛酸。那
时的他非常敏感，又十分脆弱，那篇文字，前一段读来
让人感到心疼，后半部分他立马笔锋一转，用幽默的
话语谈论这场疾病带给自己的心灵创伤，其中描写自
己“报复”心理的那个片段非常有趣，让人觉得贾平凹
老师甚是可爱。

孤独能够让人感受灵魂的自在与安宁。《坐佛》那
篇文字非常富有哲理，寥寥数语能让人豁然开朗。《坐
佛》中第一段这样写道，有人生了烦恼去远方求佛，走
到中途，几乎水尽粮绝了，可还是没有寻到佛的踪影，
于是愈发烦恼，心情更加郁闷，又浮躁起来，然后就坐
在一棵枯树下骂佛，结果，这一骂，他便成了佛。一开
始我以为这只是一个关于佛的故事，看完下文便瞬间
豁然开朗，原来那人指的便是贾平凹自己。结尾处他
又写道：“再后，贾平凹坐于椅，坐于墩，坐于厕，坐于
坠，皆能身静思安。”读来意犹未尽，一语惊醒梦中
人。其实，换个角度想，很多时候，真的是求人不如求
己，我们自己便是自己的佛。其实，在这人世间我们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行路人，一如贾平凹。

如何可以自在独行，读完此书，我找到了答案，贾
平凹老师给了我独行的方向。《自在独行》不仅可以让
人获得心灵深处的震撼，更可以获得人生的启迪。你
是否孤独地走在路上？那么，请打开这本书吧！

读这本书可以让你学会多一份豁达，少一些执
念，这是一本值得我们用心品读的好书，非常庆幸自
己可以跟着这本书走进贾平凹老师，让我在第一时间
体悟到这份自在与安宁！

感受灵魂的
自在与安宁
——读《自在独行》有感

◎王 霞

“曾经倔强，曾经迷茫，曾经低着
头走过的路，最终都会是人生的风景
线，而我会穿越人海拥抱全世界”。

如果说一本书还没有翻开，就被
打动了，那就是封面上的这句话。

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怀抱梦
想，历尽艰辛地跋涉过人世间，而后
与全世界相逢。有谁能与这个世界
对立而击垮它？不能。我们终将和
这个世界握手言和。

《我们终将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
是武汉 70 后女作家第十二只猫的新
作。这个爱读书、爱行走的女子，凭着
女性敏感的心理和广阔的视野，以及淡
淡的心境，在八章64篇文章中，从多个
与众不同的视角，缓缓道出了自己独特
的人生感悟，令人读后在沉思中不由
得释然。

置身世界，行走人生，我们曾有那
么多的不如意,于是我们抱怨、责难、
甚至痛恨命运，感觉世界与我为敌。
而我们通常接受的教育和启发，都是
要坚强、勇敢，用挑战者的勇士姿态
去与这个世界厮杀，拼得一条血路出
来。

第十二只猫却是从生命与生活的

和谐点着眼，她的文字里有着很多传
统文化的精髓。

在“怎样和这个世界对话”一集
中，有这样一篇文章——“如果你的梯
子搭错了”。主人公梅红在面对远去的
爱情执着不放手的时刻，导师借用爬梯
子摘柿子，来启发梅红：坚持不一定成
功。如果你的梯子搭错了墙头，越坚
持越错误，极早放弃才是最正确的。

是啊，随遇而安不是消极怠世，脚
踏实地面对现实也不是所谓的庸俗
不进取，并不是一味地坚持才会让人
强大。坚持该坚持的，放下该放下
的，及时修正自己的方向，才是智者
的表现。

作者是个极富独立思考的人，在
第二集“我劝你耕耘却劝他懒惰”的

“心灵有目标，脚下才有方向”的文章
中，她谈到了情感与物质的关系。她
说：任何高尚纯真的感情，都离不开
物质，这其实就是让你把空而远的幻

想变成一个个切实可行的目标。由
于你挣到一大笔钱，赢得了父母亲人
乃至朋友们的认可时，你应该是幸福
快乐的。这不是单纯的崇拜金钱物
质，获取财富是需要上进心、吃苦耐
劳等等的努力，一个没有能力的人能
是优秀者吗？

“将目光放宽才能看见他人”“如
果你看见了沙石”“年轻时不一定只
有爱情”“那些热闹中的孤独”……第
十二只猫是个细心的女子，她善于从
生活中种种细小的事情上发现新的
启迪，然后又把感悟告诉读者：人生
是一场磨炼，也是一场修行。命运公
平地给了每个人历炼的机会，不要抱
怨，也不要疑惑自己的人生，平凡的
生活需要平和的心态。

的确，我们要学会同这个世界对
话，和这个世界和平共处，因为很多
时候，不是世界刁难我们，而是我们
错误地理解了世界，我们需要反思。

让我们转个身，与世界言和
——读《我们终将与这个世界握手言和》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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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云龙

你可曾想过很久很久之后的未来
会是什么样子？会更美好吗？

猛一想，觉得一定是美好的，未来
社会发展得更好，科技更发达，有什
么理由不好呢？也许，英国著名小说
家，尤以科幻小说创作闻名于世的赫
伯特·乔治·威尔斯想得更远。

《时间机器》是赫伯特·乔治·威
尔斯的成名之作，也是世界科幻小说
史上第一部以时间旅行为题材的作
品。我在最初读这本书时，对书中提
到的三维和四维空间有点不太懂，因
为最近读的书都是不必费脑筋，又轻
松又愉快的书。谁说过，读书就要读
不太懂的书。于是，一点点小苦恼之
后，我又从头开始读，你猜怎么着，我
读懂了，并且一口气读了下去，因为
故事太精彩了。

时间机器的制造者，乘坐他所制
造的时间机器，去了很久很久之后的
未来世界。我注意到，故事里面提到
的那个世界的太阳，太阳那时候已经
老去。巧的是，前一段我在看《魔法
师的外甥》中，男主角去了另一个已
经快消亡的世界，也有一个老去的太
阳，更大，更红，暮气更重。我们常
说，太阳每天都是新的，事实上，太阳
也不会是永恒的吧？

在未来世界里，时间旅行者看到
奇异的花、美味的水果，这是多少年
来人们选择的结果。那时候的人身
材矮小，智力低弱，像早熟的儿童一
样，对乘坐时光机器来的他很感兴
趣，但是兴趣一会就散了，这也跟小
孩一样。他们无所事事，因为那时所
有的病毒和对人有害的物种都被消

灭了，人们不必劳动，不必思考，只吃
水果就可以生存，人已经变成了素食
者。

时光机器却丢失了，主人公在找
时光机器时，发现了地下的世界。其
实，地面上的人类不是人类唯一的后
代，还有另一群怕光的像狐猴一样的
人。他们在地下劳作，供地面上的人
享受。看到这，我想到《小公主苏菲
亚》中，地下一族也是如此，怕光，只能
生活在地下。动画片要表达的是真善
美。《时间机器》却是威尔斯为未来的担
忧和关怀。时间旅行者想，也许地面上
的人控制着通风口，地下人如果不劳
作，就会因为关闭通风口而闷死。

故事到这，是不是就够精彩了，但是
还不够。事实的真相是，他发现地下一族
其实是食肉的，而肉是……几次，时间旅

行者都欲言又止，地下的生物虽然是人的
后代，但已经没有人性，他们的食物就
是地面上的人类，他们劳作，是为了
养肥他们的食物……

如果人类这样发展下去，是不是
够恐怖和可怕，人类自己把自己当成
了食物。细想也不是没有可能，比
如，我们享受着科技的进步，可是也
付出了破坏环境的代价，终极代价就
是——人类最终自食恶果，就像被自
己消灭了一样。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也是一位社
会改革家和预言家。在小说中，主人
公回来之后不久，又踏上了第二次时
间之旅，这是一个开放式的结局。未
来，也是开放式的。

作为普通人，我们也该有点思考
了吧？

未 来 会 是 什 么 样 ？
——读《时间机器》有感

心中好书

作者:陈模
出版:新世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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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红色经典文库”是光明、美

好与崇高的代表，闪耀爱国主义、理
想主义、英雄主义的光辉，是一代代
中国青少年必读的成长励志读本。

《奇花》是首部全面反映抗战期
间“孩子剧团”成长的文学作品，展现
了抗日战争时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一
个儿童抗日团体的诞生、发展到结束
的全过程。著名作家茅盾高度评价

“孩子剧团是在抗战的血泊中产生的
一朵奇花。”

内容推荐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后，上海江湾区的一些贫苦孩子，在
地下党和进步教师的帮助下，越过敌
人的封锁线来到租界，组织起来从事
救亡宣传，成立了孩子剧团，上海沦
陷后，他们冲破日寇的封锁包围，开
展抗日宣传。小说真实地描写了周
恩来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革

命后代无比的关怀、爱护和教诲。表
现了一大批英雄少年为了祖国解放，
民族独立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成
长历程。

作者简介
陈模，江苏泰州人。著有《记住

毛主席的话》《失去祖国的孩子》、
《凤凰山女儿》《爱的火焰》等。长篇
小说《奇花》获全国文艺作品二等奖，
报告文学《亲情》获《北京文学》优秀
作品一等奖，《像榕树那样》获 1986
年小天使奖，《少年英雄》获国家童牛
奖、儿童故事片优秀奖及团中央“五
个一”工程奖。

《世纪红色经典文库：奇花》

◎佚 佚

好的漫画家绝不跟着潮流画，他
不会什么畅销我就画什么。但是，他
一定是引领风潮的。对蔡志忠“有
感”，源自他以前所未有的轻松将孔
孟之道与老庄之术、法家、兵家、纵横
家的思想（或智慧）新颖地呈现解读。

蔡志忠的《天才与巨匠：漫画大师
蔡志忠的传奇人生》一书，真实再现
了他人生中的那些人那些事，见证蔡
志忠从辍学少年到漫画大师的传奇

蜕变。他 4 岁开始画漫画，9 岁立志成
为漫画家，15 岁带着 250 元台币开始
其职业生涯。他以 50 多年的坚持，缔
造了一个天才与巨匠的梦想。在漫
画界，蔡志忠一直保持着单册发行
4000 万本的记录，成为“当今世界上
卖书最多的中国人”。他不但拿过
400 多次大奖，作品还曾被翻译成 48
国语言。在成长的路上，“他的自我
教育和手中的那支笔”，“借着不断的
尝试和摸索……为着一个理想——没
有怀疑过的理想，带着他走向未知。”
正如三毛在佚作《你是我不及的梦》
中所评价的，蔡志忠开启了中国古籍
经典漫画的先河，“通过漫画将中国
传统哲学与文学作出了史无前例的
再创造”（荷兰克劳斯王子基金会颁
奖词）。

勿忘初心，方为巨匠。蔡志忠不
仅践行于此，更深表赞同。他认为，
人应该很早就思考、出发，并确立目
标。“如果自己这一辈子有一句话要
留给世人，那就是：‘错失时效是最大
的罪恶。’”他还强调，一个人无论做
什么事情，如果缺少那份痴心和热
爱，终难有成就。而这份“痴迷”，也

只有在不断的追求里——“一步也不
离”的追求中，人，才能在付出了若干
年的血汗后，看见那个可能进入的殿
堂。一如蔡志忠所言，“我连续工作
不是靠意志力，而是靠热爱的精神。
当一件事被我做了 1/4，我就停不住
了。”这正是，“没有孤独，什么事都干
不了，当我们闭口不言，处于孤寂时，
大脑便会喋喋不休地说起话来。”（蔡
志忠《梦想成真》）

不同层次的人读蔡志忠的漫画，
也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感受，每个人都
可以在蔡志忠的漫画中找到自己所
喜爱的东西，因为他的漫画是古人的
智慧与个人才气的结合，我们在他的
漫画中可以读到庄子、老子，也可以
读到蔡志忠。正如著名学者龚鹏程
所言，蔡志忠的漫画“似乎特别具有
指点人生的意味”，而又在指点人生
中“透露出艺术的美感与趣味”“写一
本 书 不 传 世 ，历 史 就 不 会 记 住 你
……”诚如蔡志忠所说，一个人想被
后人记住，不看他拥有多少头衔，而
是看他做过什么，能让后人受益多
久。尽管蔡志忠自谦“如果我想留名
一千年，靠漫画肯定不行……”但是，

王之涣因为“白日依山尽”被记住了，
顾恺之因为《女史箴图》被记住了，蔡
志忠及蔡志忠的漫画又怎么会不被
历史所留名呢？

《天才与巨匠：漫画大师蔡志忠的
传奇人生》是蔡志忠首部亲写的自
传，在他的“故事”中，有台湾政商名
人，也有艺术家、佛学大师，他们之间
又 发 生 了 什 么 样 的 不 得 不 说 的 故
事？蔡志忠的内在感觉极为敏锐，他
绘制的众多作品，技巧圆熟，趣味盎
然。他用简洁生动的线条，行云流水
般的画笔将经典书籍白话化与漫画
化，融合了对诸子百家、古典名著、唐
诗宋词、佛经禅语的独到见解，开启
了中国古典经典漫画的先河。其中，
自传中赠送的 300 多幅全彩创作手稿

《我的梦想，我的画》，原汁原味地全
面地展示了蔡志忠的创意心经。他
不但用自己的哲学，将艰涩的古籍，
绘制成容易消化的漫画，蔡志忠的心
路历程，还画出了境界，画出了关于
坚持、梦想、勤奋、独立思考的启迪，
这就是蔡志忠及其漫画作品的魅力
所在。

勿 忘 初 心 ，方 为 巨 匠
——读《天才与巨匠：漫画大师蔡志忠的传奇人生》有感

作品赏析

作者:齐光瑞 张瑞芝
出版:贵州人民出版社
编辑推荐
一部文化界和文化人的速

写，一部揭露文化界潜规则的
反腐小说，直劈文化体制改革
的痼疾，悬疑之中有悬疑，故事
之中有故事。

内容推荐
小说讲述一个才华横溢、

勤奋工作的文化干部，因不谙
潜规则，在自己事业蒸蒸日上
之时却被淘汰出局；一个情场
老手，党棍型的政客，排挤打压

正直的员工，却能扶摇直上，稳
坐钓鱼台，继续为非作歹；一个
靠媚功上位，极具夸张表演天
赋的女诗人，在人人唾弃的状
态下却能平步青云，笑傲世态
炎 凉 。 一 部 揭 露 文 化 界 潜 规
则，直击人性、德性、党性的职
场力作，将文学艺术界和官场
的 黑 幕 及 形 形 色 色 的 芸 芸 众
生，全部撕下遮羞布，赤裸裸地
暴露在读者面前，让人有所思、
有所感、有所悟……

作者简介
齐光瑞，男，编审，高级政

工师，先后在光明日报社黑龙
江省记者站、北方文学杂志社
任记者、新闻中心主任、总编辑
等职务。现从事专业创作。张
瑞芝，女，职业策划人，两人合
作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绝
对新闻》、电视剧《讨个老婆过
新年之二-四喜临门》、贺岁电
视剧《乡村网事》等。

（组稿：王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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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台新华书店竭诚为广大师

生服务，提供优质正版图书。
东 台 书 城 服 务 热 线 ：

0515-85289123

本报讯（记者 王建生）日前，我市作家王大庆接到
第八届“祖国好”华语文学艺术大赛组委会的获奖通
知，他所著的图书《心灵的星空：散文集》，在国内外层
层选送的近 2000 部精品力作中脱颖而出，获评委专家
们的一致好评，荣获图书金奖，并被授予“中国华语文
学艺术百杰”荣誉称号。

此次大赛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成立，由中国作
家协会主管的中国萧军研究会和北京写作学会、世纪
百家国际文化发展中心主办，参赛作品来自包括香
港、澳门、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各地，以及美国、英国、
日本、印尼等国的华人华侨。总参评作品 10000 余件，
其中图书类作品近2000 件。

王大庆获第八届“祖国好”
华语文学艺术大赛金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