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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磅礴感人、真实生动的中

国农村变迁史、中国农业发展史、
中国农民奋斗史。

三代人改变命运的奋斗历程，

四十年社会进步的变迁史诗。
广电总局百部重点电视剧之

一、首批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推荐
剧目。同名电视剧《黄土高天》正
在央视一套黄金档热播中。

内容简介
《黄土高天》是一部纪念改革

开放四十周年的“三农”题材长篇
小说，故事横跨四十年、涉及三代
人，讲述了陕西丰源这个省红旗大
队如何从失去荣誉到重夺荣誉，中
央“一号文件”这条线贯穿始终。
以张天顺、秦学安、秦奋为代表的
三代人从一开始追求“活下去”“富
起来”到建设“新农村”，他们既是
改革开放的经历者，又是见证者和
践行者。

1978 年，黄土高原尚未完全解
冻，整个中国的形势同样如此。改

革开放的想法在北京还处于讨论
之中，安徽小岗村已经率先施行了

“大包干”。机缘巧合目睹小岗村
翻天覆地的变化，秦学安不顾大队
支书张天顺的阻拦偷偷分地，还因
此被关了起来。当“一号文件”的
春风吹到丰源，全村人彻底告别

“吃不饱”，开始追求过好日子。而
当农村人大批进城、大片土地撂荒
之时，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秦奋决
定留下来大干一番，实现他对新农
村的设想。这样，他就必须挑战父
亲秦学安的权威……

作者简介
七子，是陕文投集团影视公司

剧本原创中心七位编剧的笔名。
由张强领衔，包括范胜震、张鹏亮、
张舵、霍鑫、刘嫣然、王雪娇七位编
剧组成了电视剧《黄土高天》创作
组，同期创作同名长篇小说《黄土
高天》。

张强，中国电影文学会会员，
中广协电视剧编剧工作委员会会
员。代表作有电视剧《历史转折中
的邓小平》《黄河在咆哮》《彝海结
盟》《我的 1997》《邓子恢》等。

（组稿：王建生）

《黄土高天》

朱延嵩

丰子恺，集诸“家”称号于一
身，以漫画及散文闻名于世。丰子
恺一生淡泊、质朴，怀着一颗孩童
般的心，珍爱世间一切美的事物，
对人及万物充满同情和爱。因为
生活在特殊的时代，他将所见、所

闻、所感诉诸笔端，一幅幅充满人
情味的漫画，一篇篇饱含人性哲理
的散文，表现了他对生活的深切感
悟。

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最新
结集出版的丰子恺散文集《简单甚
好》，包括《人间忘忧》《走过四季》

《猫儿相伴，看流年》《陌上花开，可
缓缓归矣》《当世界杂芜时》五卷，
内容涉猎广泛，可看作是丰子恺先
生的人生哲学。

在丰子恺先生看来，孩子眼里
的世界黑白分明，不杂不染，能撇
去世间事物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
物本身的真相。在他的《送阿宝出
黄金时代》《给我的孩子们》《从孩
子得到的启示》等多篇文章中，都
可见作者对孩子们天性纯真的珍
爱。《送阿宝出黄金时代》一文，读
来更是感人肺腑、为之动容。他对
阿宝少女初成既有发自内心的欣
慰，也有深深的落寞。的确，世间
有一种爱，是以最终的分离为目
的，这就是父母的爱。可孩子终究

要长大，要脱离父母的“羽翼”，独
立于社会，纵然有千般不舍万般柔
情，也需接受现实顺其自然。故作
者套用古诗表达自己的心情是，

“对此结中肠，义往难复留”，这岂
不是天下为人父母的共同心声？

丰子恺先生的童心童趣、率性
而为跃然纸上。在《扬州梦》一文
中，他这样写道：“我忽然发心游览
久闻大名而无缘拜识的扬州，立刻
收拾《白香词谱》，叫他到八仙桥去
买明天到镇江的火车票。”可见，他
游扬州的迫切心情像孩子似的刻
不容缓。还是在扬州，他为了确定
二十四桥的具体所在，问了一人又
一人，直到众说一致方肯罢休。而
为了观看钱塘江大潮，他不为脚疾
所累，穿了一大一小的两只鞋，在
路上还担心车夫笑话自己，读来让
人忍俊不禁。正是有着这样的童
心童趣，他才会同鸡雏的售卖者讨
价还价，可却因诚心外泄险些被

“宰”；他觉得所豢养的猫咪异常可
爱，还纵容它们做出一些对待客人

不恭的“行径”；他对一只大白鹅青
睐有加，从它的体貌、吃相、习性等
多方面详着笔墨，也让读者喜欢上
这个生灵。

丰子恺先生作为一代大家，他
的艺术观很明确，认为“多样的统
一”“黄金律”“均衡”等美的法则，
都不外乎“自然”之理，都不过是人
们窥察神的意旨而得的定律。“文
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可见老先
生追求的是自然率真的状态，去完
成他的诸多创作。他之所以特别
重视孩子的“天眼”和“慧根”，也正
是因为孩子们是用一颗干净的心
去面对复杂的世界，在至简至真中
发现事物的本质，拓展了想象的空
间。

追赶不上的不追，不属于自己
的不要，挽留不住的不留……生活
并不复杂，一切随遇而安。如果人
人都能有这样的心境和气度，那将
去除多少浮躁，得到怎样的恬静安
宁！丰子恺先生用他的人生理念
告诉我们——简单甚好。

阅读视界

静 水 流 深 至 简 至 真
——读《简单甚好》有感

刘学正

“在北大捡烟头”“为新生看
行李”，是季羡林在坊间流传最
广的两则小故事。在身边人眼
里，这位名冠中华的大学问家其
实就是一个寻常老头儿。他朴
素忠厚，对别人送来的一顶顶

“高帽”一概不理；他低调谦逊，
以至于走在北大校园被误认为
是看大门的老师傅。近读华中
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羡林
散文精选：花开花落自有时》一
书，对季羡林的大师风范颇为感
慨，他从生活中撷取的那些平常
事物，虽以平实无华的文字娓娓
道来，却如涓涓细流浸润人心，
诠释着人生真谛。

该选本分为“读书”“治学”
“做人”“小论”“趣景”五辑，收录
了季羡林的 60 余篇具有代表性
的散文作品，其中包括《假若我
再上一次大学》《人生的意义与
价值》《清塘荷韵》《美人松》等传
世名篇。所谓大学者，大在人格
魅力，而非冠冕堂皇的面子。豁
达且幽默的季羡林，总是予人一
种知足常乐、随遇而安的生活态
度，其实在岁月静好的表层下，
是他那弥足珍贵的从容、坦荡与
清醒。这种恬淡而浑厚的韵味，
也充盈着他笔下的散文。

书中有季羡林应对尘世时的
超然与彻悟。“一个人活在世界

上，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
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二，人与
人的关系，包括家庭关系在内；
第三，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
与平衡的关系。这三个关系，如
果能处理得好，生活就能愉快；
否则，生活就有苦恼。”（《做人与
处事》）“人类是社会动物，一个
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没有朋友。
任何人的一生都是一场搏斗。
在这一场搏斗中，如果没有朋
友 ，则 形 单 影 只 ，鲜 有 不 失 败
者。如果有了朋友，则众志成
城，鲜有不胜利者。”（《论朋友》）

书中亦有季羡林对生命的咏
叹。在邂逅美人松时，他写道：

“我的疲惫和饿意，顿时一扫而
空……棵棵树的树干都是又细
又长，一点也没有平常松树树干
上那种鳞甲般的粗皮，有的只是
柔腻细嫩的没有一点疙瘩的皮，
而且颜色还是粉红色的，真有点
像二八妙龄女郎的腰肢，纤细苗
条，婀娜多姿。每一棵树的树干
都很高，仿佛都拼着命往上猛
长，直刺白云青天。”（《美人松》）
在终于迎来“季荷”时，他不由一
阵狂喜：“叶片扩张的速度，范围
的扩大，都是惊人地快。几天之
内，池塘内不小一部分，已经全
为绿叶所覆盖。而且原来平卧
在水面上的像是水浮莲一样的
叶片，不知道是从哪里积蓄了力
量，有一些竟然跃出了水面，长
成 了 亭 亭 的 荷 叶。”（《清 塘 荷
韵》）

花开花落，自有始终。岁月
之斑驳，人生之多舛，在季羡林
看来都不过是镜花水月，正是那
些个永远甩不掉的悲苦与辛酸，
才 圆 满 了 世 间 的 万 千 寻 常 生
命。无论身份如何尊贵，季羡林
都丝毫没有脱离“人味”，笔下流
淌的是平实而不乏味，深情而不
矫作的温暖文字。正如季羡林
自言：“我追求的风格是：淳朴恬
澹，本色天然，外表平易，秀色内
涵，形式似散，经营惨淡，有节奏
性，有韵律感，似谱乐曲，往复回
还，万勿率意，切忌颟顸。”

人生真谛是寻常
——读《季羡林散文精选：花开花落自有时》有感

任蓉华

稻盛和夫，两大世界 500 强
企业的创办人，被誉为日本四大

“经营之圣”。他曾经仅用 3 个月
时间，就拯救了岌岌可危的日本
航空公司，创造了世界企业经营
史上的奇迹。正是这样一位传奇
实业家，他的经营哲学用一个字
就可以表达出来，那就是“爱”。
稻盛和夫心之所愿并践行的“爱”

学，并非诞生于残酷的商业竞争，
而是源自他幼时受到的家庭教
育。在光明日报出版社新近出版
的《稻盛和夫：母亲的教诲改变我
的一生》中，稻盛和夫这位年逾八
旬的老者满怀深情地回忆起自己
的家庭成长历程，以朴素的笔触
勾画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其今
后取得成功的影响。

小时候，稻盛和夫是“一条闻
名巷头巷尾的鼻涕虫”，稍大点又
成了个十足的调皮鬼，他的任性
执拗常让母亲在众人面前羞得无
地自容。但是，母亲虽然稍有抱
怨，却给予了他彻底的包容。母
亲没有特别溺爱他，也没有特别
讨厌，唯有的只是一如既往地温
柔和无微不至，时时让孩子感受
到她的爱，引导孩子往好的方向
前进。这种态度潜移默化地渗入
了稻盛和夫的成长，并逐渐壮大
成为他日后一直对外讲述的“以
心传心”观念，成就了他一生的财
富。

稻 盛 和 夫 的 母 亲 只 念 过 小
学，所以不可能用知识教育孩子，

而是用心来培养。“你们都不是干
坏事的孩子。但当一个人独处的
时候，就什么都想得出来，什么都
做得出来，所以必须警惕。一个
人的时候是最可怕的。要记得，
神和佛一直在看着我们，无论身
在暗处还是哪里，都必须站得端
行得正。”母亲常讲的这一段话，
让稻盛和夫刻骨铭心。他说，母
亲的教诲深深铭记在了我心里，
即使一人独处时，我也从没做过
坏事。

母亲废寝忘食地透支自己的
身体，哪怕是在一病不起时，她仍
坚持不让稻盛和夫辍学。无论是
家境突遭落魄，还是生活忙碌艰
辛，都没有让母亲怠慢对孩子的
教育，她尽自己最大努力去侍弄
好孩子们的衣食起居，引导他们
走向正途。母亲一直怀揣着积极
向上的心态，在最黑暗的日子里
从容面对苦难，从未抱怨生活，更
没在孩子面前说过气馁的话，用
实际行动进行着“爱”的教育。

稻盛和夫在书中还谈到了中
国历史上第一善书《了凡四训》给

予他的人生指导，“我有了顿悟的
感觉，原来人生是这样的。”由此，
稻盛和夫下定决心，无论遭遇什
么样的命运，都要按照“存善念，
从善行”的方式度过一生。在临
危受命，肩负起日本航空公司振
兴重任时，稻盛和夫本着为全体
职员的“利他之心”，进行了一系
列改革。正是这样一个纯粹的想
法，不仅成功拯救了原本濒临破
产的企业，还让它在全球航空公
司中摇身一变成为收益最可观的
企业。

年过花甲后，稻盛和夫常常
回想起跟母亲生活的情景，以及
母亲的言传身教给他的人生影
响。而每每想起母亲，他心里总
是盈满谢意。对他来讲，一路走
来，正是母亲的教诲让自己在人
生 转 折 点 ，总 能 选 择 正 确 的 道
路。《稻盛和夫：母亲的教诲改变
我的一生》，这不只是一本真情流
露的回忆录，在揭示商业巨人成
长生活的同时，也体现出爱与善
的力量以及家庭教育的真谛。

有 一 种 母 爱 叫“ 言 传 身 教 ”
——读《稻盛和夫：母亲的教诲改变我的一生》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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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 斯 德 教 授 曾 说 过 ，1977 级 、

1978 级现象，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可
与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现象相映
成辉，这是两大历史丰碑。有关西
南联大的作品容易寻，但有关 1977
级、1978 级的作品却不太多见。

本书里的每一位作者，都是 1978
级的天之骄子，他们亲笔记录了自
己在 1978 年前后的人生经历，也记
录了中国恢复高考前后真实的知识
青年命运的转变。每位撰述者的个
性不同，每篇文章的回忆所展现的

风采也有所不同，或沉重，或豁
达，或幽默，或朴实，有不曾想
象的艰难，也有很多的小美好，
这些回忆里的煎熬与辛酸，希望
与喜悦，在字里行间显得真真切
切，历 40 年而未淡，犹如刻骨铭
心的嘹亮回声，发自肺腑，韵味
绵长。

虽是个体故事，背后却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大背景。在
这些故事中，读者也能够感受到
个体命运如何与国家政策、前途
紧紧相连。

内容简介
《我们的 1978——高考重启

与大学生活回忆》是华东师范大

学历史系 1978 级毕业生于 40 年后
回忆高考和大学生活的回忆录。
这批作者，每个人都用心写下了自
己的经历，留下了充满细节的个人
历史与思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文革”结束恢复高考的壮举与国
家转型的历史。本书也是华东师
大历史系 1978 级毕业生向我国改
革开放 40 周年致敬的专题文集。

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1978 级

是华东师范大学在恢复高考后招
收的第二批历史系学生，也是全国
统招的第一批学生，共有 103 人，
参与本书内容创作的有 55 人。

《我们的 1978——高考重启与大学生活回忆》

读 书

印刷: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印务有限公司

佳作赏析

江泽涵

“没时间”在职场中司空见
惯，它的致命处在于心生“厌弃”，
失去不止对工作的热爱。工作是
为提升生活品质，寻求满足感和
进步感，实现自我存在价值，而不
是将人生搞得一团糟。

作为全球知名的效率达人，
作者格蕾丝原本也不是一个条
理清晰的人，几度受困于“时间
不够”，后致力于效率研究，她全
面地总结出根源所在，并将其归
为“六感”缺失，如众知的目标
感、确信感和时间感，因长期忙
碌而丢失的轻松感，对自主感和
自我感也做了新认识，以“我”为
中心，并非带恶性；另有“二感”
过度，即参与感和敬畏感，是指
诸葛式的“不放手”和遇事的焦
灼无措。

讲管理效率、心态、时间和
团队协作的四章阐述了一个事
实：让人身陷窘境的不是工作，
而是或缺一套正确的方法。格
蕾丝认为，先易后难，逐项消化，
以合理的分配来管理杂乱，通过
建立“创意公园”来排除各种纷
扰，免让自己超负荷运转。

“管理情商”中，开宗明义：
只有划清工作界限，才能愉快相

处。回顾多年工作经历，常感一
念不忍，界限遭逾越，棘手问题
在短期之内难以脱身。久之反
复，成了忍耐，可越是忍耐，负面
影响越大，直至习以为常，最终
也容易导致对方心怀“斗米恩担
米仇”。

学会说“不”，在近年几乎成
为一脉主流，不要怕被误解，立
身处世，先要重视自己，不做老
好人。格蕾丝对此提出：挑战自
己被默认的角色。主见比面子
重要，不再随时都那么热心肠。
你可授权，也可延后办理。与其
畏难或过度求美而徒增压力，不
如疏导情绪，缓解心理压力。

常说，最不熟悉的人往往就
是自己，“不知己”比“不知彼”更
严重，了解自己的个性是对自身
的一种责任。格蕾丝也翻新了
传统的“优劣”观：劣势可能只是
优势用错了地方。过度使用优
势，难脱物极必反的铁律，如心
思缜密可能会行动迟缓，迅速行
动可能会缺失耐心，耐心也可能
会优柔寡断。

“管理注意力”是本书的一
个重点，它是让人精力充沛的前
提。持续性只会压垮自己，需要
设定终点线，给一段放空的时
间。况且，工作本就无处不在，
无时不在，不妨试着放弃平衡生
活和工作的念头，二者可以互相
融合。此外，也要放弃那些对不
很重要的过失的内疚，内疚会分
散人的注意力，让时间贬值，丧
失人的很多能力。

当然，高效并不是一句口
令，唯有付诸行动。本书犀利指
出，高效是一种在任何情况下都
会全力以赴并坚持不懈的能力，
是在一个永无止境的世界里感
到激情饱满。工作高效，生活才
能韶光平静，两者于张弛之间，
提升了人的幸福感和成就感。

你 需 要 的 价 值 感 都 在 这 里
——读《学会工作：如何做事更高效》有感

心中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