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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何家言

春天，从打开一本书开始

读书笔记 临 安
书界临书界

阴 夏寅槐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进新时代的

时候，我们依然需要文化自觉与文化自

信。临安区传媒中心与临安区作家协会联

合编辑了文学作品集《天目流韵》，适逢其

时，值得阅读。一本作品集。充其量也不过

是数十篇或上百篇文章的叠加，然而，当

这些文章集结时，那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叠加了，而是集结了一定文化意蕴的文学

内核了，这个内核必然暴发正能量，给这

个新时代带来文学所特有的张力。

一是这个作品集秉承“天目”特色的

编辑思路。从《天目流风》《天目踏浪》《天

目放歌》《向着太阳歌唱》《苕溪河上》，直

至现在的这本《天目流韵》，临安区作协一

路编辑过来，都突出了天目山地区的本土

生活，凸现了文学所折射出来的文化内

涵。这样一条线索贯串了一个地域不同时

期的生活面貌，结集了不同时期的文学作

品，像史诗一样绽放出具有一定文化内涵

的光芒。如今读《天目流韵》，便进一步发

现，这个编辑思路就很好地保持了传承的

特色，将美好的作品与优美的文化传承下

来。可以从不同的作品集中看到不同时期

的印迹，进而读到走进新时代的那种阳

光，那股精气神，那份无与伦比的力量。有

道是“浮华散尽梦成真”“一叶知秋意义

深”。岁月或许可以剥离特定时期的表层

光亮，但终究无法削弱作品所蕴含的文化

意义。追寻逝去的时光，“天目”特色依在，

历经岁月淘漉而弥新。当我们读到《天目

流韵》这个新集子时，我们看到了作品所

具有现在这个时代的韵味，相信会在时间

的淘洗中，有新叶沉香般的效果，也有这

个新作品集带给我们的文化自信。

二是这个作品集集中书写了这个地

区的社会生活。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

少不得茶水，少不得饭食，少不得工作，少

不得交流，少不得滋润生命……我们的生

活便是气象万千，丰富多彩的。这本作品

集就十分丰富、非常多彩地展示了诸多生

活面貌，以文学的笔调写出了生活的实

质。而且这些生活的面相与实质都是天目

山下临安大地上所独有的，是带着这个区

域文化意义的生活。《一壶清茶煮人生》是

品茶，更是品味生活，一壶茶水煮就一种

人生。茶叶是我们这个地域的一宝，我们

临安有诸多茶叶品牌，桃枝茶、天目青顶、

天目毛峰、天目香雪、东坑茶、山顶野茶等

无不体现我们这个区域的茶香与临安本

土文化气息。一壶清茶自然也能让人们品

味到我们这个区域原汁原味的生活，而一

杯清茶见人生，那就连生活的实质也揭示

出来了。《等待下雪》是享受生活，是享受

纯净的童话般的甜美生活。《雪夜盼归》也

是一种生活，在雪夜这样一种环境中盼

归，便带上了一层无奈的色彩。这里面的

“盼”与前一篇《等待下雪》之“等”都是“等

待”，生活的滋味却不一样，是甜美，是辛

酸？生活，即便都是在雪这个背景之中也

会酿造不同的滋味。或许有人说，雪是北

方的，雪落到临安，那雪就是北方来客，而

非临安所特有了。这种说法未免有些表面

化了，雪落临安，便与临安生活融会一气，

便与本地生活一体了，那怕就是临安人在

北方感受雪的滋味，那也是融进了临安人

的心灵感受的。如此看来，不管雪落在哪

里，就是落在西方，只要临安人感受到的

雪，那雪就成了临安人生活的内容了，雪

也就成了滋润游子心灵的一种甘泉了。

《为你的青春写个序》也是写生活，写出了

心灵的感应与滋润。文章以干净的文笔，

纯净的亲情写就了成长岁月中那份美好

的生活情愫，写出了父子的心灵感悟。这

样的一段生活是人的真实感悟，是心灵与

生命的真实安慰与滋润。文学作品就是要

通过写生活，写出人的心灵世界。这样文

学作品也就具有了慰藉心灵、滋润生命的

功效了。这本作品集所选的文章都具有这

个特质，写出了这个区域里人们的生活面

貌，并以情动情，以心感心，让心灵与生命

得到慰藉与润泽。

三是这个作品集充分反映了这个时代

所蕴含的文化现象。这个作品集所描述的

生活，其实就是文化生存的土地。我们临安

这个地域极易生长具有吴越传统的文化现

象。生活就是土壤，将文化的种子埋在生活

的土壤里。生活变化了，文化也变化了；生

活进步了，文化也进步了；生命成长了，文

化也成长了。当文化随着生命的成长而成

长时，文化的种子就是埋在我们的心灵世

界里了，会随着心灵史的发展而发展。这

个作品集就很好地写出文化在生活中成长

与发展的过程，反映了这个时代所蕴含的

文化现象。这里随意列举几篇文章以阐述

这种文化现象。《旧物今咏》里的风车、石

磨、水车与石臼都是一些旧物，一些即将消

逝的风物，一些时代的文化印记。《祠堂，乡

中的荣光》，其荣光在哪里？就在于一种文

化，一种孝文化。《二十二条匠规》是生活的

高度概括，也是某种文化的结晶。“涵盖

了生活、做人、做事、励志等方方面面”

的道理，这些道理就是一种文化所呈现出

来的。 《遇见，人生的后半段》 展示的是

一片色彩斑斓的生活：读书写字、学游

泳、练瑜伽、泡壶茶，这本身就生活在文

化现象之中了，是在生活中经营一片文化

天地。遇见人生的后半段非常不错，而邂

逅生命之美，那自然也是少不得文化之美

的。看那 《邂逅生命之美》 中那条徽杭古

道，那是一条走过胡宗宪、胡雪岩、胡适

之、汪静之等诸多文化符号的古道，生命

之美在古道中闪光，文化之美在古迹中闪

耀。 《玲珑山漫步》 是漫步，是生活，更

是在生活中享受文化的熏陶。因为是在玲

珑山，就是在“一座富有文化内蕴的山”

里漫步，这样的漫步，会在不经意中浸染

文化的意蕴。即便是 《千年学府，弦歌不

绝》 那样写的是湖湘文化，也能观照我们

的文化现象，我们不也有几多书院么？一家

天目书院就是文化的缩影，昭明太子留给

我们的《文选》就闪耀万丈文化光芒。这本

集子中的文化现象或文化意义，我们可以

在阅读时去发掘、去充分享受。

天目与临安一区，生活共文化流韵。

“天目”自然是指天目山地区，泛指临安区，

作品集主要反映了这一区域的社会生活；

“流韵”的“韵”古汉语中有“风雅”“高雅”之

意，又有“气韵”“神韵”之意，还有“美”“标

致”之意，“流韵”的现代含意大约就是高雅

而有神韵的文化，是可以高扬与流传的优

秀文化。在这个时代，我们就需要这样的

文化，有助于增进我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

自信。

日前，《我的农信我的梦———临安农信故事》由团结出版社出版。该

书由临安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主编。

据悉，该书在全区“我与农信故事”征文大赛的基础上汇编成册，

编纂工作自 2016 年启动。《我的农信我的梦———临安农信故事》真实

生动、原汁原味地呈现了临安农信联社 60 余年发展历程中闪烁着光

泽的人和事，见证了经营管理的改革和实践，传播的是好声音，传递的

是正能量。是一本临安农信人集体创作的书，是一本有故事、有岁月温

度的书，一本有份量、有时代气息的书，字里行间意味无穷，点点滴滴

中耸起了农信人的高度，读来感触良深，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

临农信联社是由辖内的临安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和农村信

用合作社于 2008 年 4 月改制而成的一级法人联社，注册资本 4.65 亿

元，下辖 17 家信用社（部）、12 个职能部室，是当地存贷规模最大、营业

网点最多、服务群体最广的金融机构，先后获评杭州市创建和谐劳动

关系先进企业、杭州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省农信系统“普惠金融标兵单

位”等称号，连续五次被评为全省“十强信用联社”，“走千访万”劳动竞

赛九年来先后七次分别获得一二三奖。凭实力、信誉、优质服务赢得了

临安人民的高度信任，牢固树立了临安主力银行的品牌形象。

（陈一）

生机勃勃春意闹，读书则是取静之道，

劳逸结合，动静相宜。前段时间，我们区工

商联“举办机关全员读好书迎新春”的活

动，精选了《十九大报告》、《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第二卷）、《临安党史》、《“一带一

路”：机遇与挑战》、《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人工智能》、《王蒙谈文化自信》、《我

的世界永不言败—马云》、《钱氏家训》、《原

则》共 10 本书供大家先行阅读。

早闻媒体广为传播的习近平梁家河的

奋斗故事非常感人。趁着新春佳节，我先

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深读了一

遍。该书由中央党校公开出版，全书实录

集结 19 篇面对面访谈，分为“知青说”

“村民 说 ”“ 各 界说 ” 三 个 部分 ，共

31000 字和 76 幅图片，通俗易懂，娓娓

道来，十分珍贵。梁家河是习近平总书记

“迈出人生第一步”的地方。1969 年，不

满 16 岁的他从北京到这个村庄插队，这

一呆，就是 7 年。在“老三届”知青中，

他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在农村待的

时间最长。正是这段宝贵的经历，展示了

总书记在青年时期是如何坚定理想信念、

如何锻炼意志品质的。

赤子之心，奉献基层。从青涩少年到

22 岁，习近平在梁家河这块陌生而贫瘠的

黄土地上，虽然艰难困苦，但也获得了充足

历练，前前后后 8 份入团申请书、10 份入

党申请书，展示的正是他那纯真的赤字之

心。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越是条件艰苦、

困难大、矛盾多的地方，越能锻炼人；干部

多“墩墩苗”没有什么坏处，把基础搞扎实

了，后面的路才能走的更稳更远。“根之

茂者其实遂”，只有扎根至深，才能枝繁叶

茂。广袤基层，是年轻干部成长成才的广阔

空间，在基层积淀的厚度将很大程度上决

定干部未来事业发展的高度。习近平在这

七年中，正是珍惜宝贵机会，在磨练中积蓄

能量，在奉献中体现价值。他贴近黄土地，

贴近人民，下定决心扎根梁家河，立志改变

贫穷村庄的面貌，坚韧不拔，脚踏实地，做

出了一番成绩，同时也获得了梁家河广大

群众的爱戴。

立学为先，读书为本。七年知青岁月，

书籍是习近平最好的伙伴。被采访者杨世

忠说：“习近平特别热衷于读书和学习。书

的种类很多，内容很丰富，有政治方面的，

有经济方面的，还有中外哲学、文学作品、

大部头的古典名著，各种书都有。“让读书

成为一个习惯。”他每天下地干活回来，吃

完饭就看书，到了晚上，他就点一盏煤油灯

看书。因为离得太近，煤油烟经常熏得他脸

上、鼻子上都是黑的。”“近平从来没有放弃

过读书和思考。可以说，他的执政理念，他

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读书生活中积

淀下来的。”被采访者王宪平和戴明如是

说。正是在梁家河七年的艰苦岁月里喜欢

学习、喜欢看书、喜欢思考，不仅丰富了青

年习近平的学识和由此而来的深邃理论思

考，还给习近平带去了站在时代肩膀上眺

望的格局与眼光。如书中所言，他既是如饥

似渴、勤奋好学，更是读透弄懂、注重分析，

如看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的过程中，

发现有史学家的不同观点，就以钱穆、吕振

羽等不同版本的中国历史书籍互相印证、

互相对比、深入了解，以学到一个立体、全

面的历史观点。这样的读书方法，也养成了

从不同角度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对习近

平形成思维严谨、逻辑清晰的知识网络，起

到了重要作用。

实干担当，砥砺奋进。习近平在梁家河

插队的 7 年，是受苦受难的 7 年，是踏踏实

实赶出来的 7 年，向我们展示了“千磨万击

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的气节和壮志。

纵观习近平的实践经验，为群众做实事成

为始终不渝的信念。为了村里打淤地坝，

习近平前前后后登门拜访了许多村里的老

人，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打淤地坝的好

处，正可谓“推之以诚，则不言而信”。

正凭着这样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办

群众所需的情怀，使得打淤地坝最终得以

实施。在推行一项普惠政策的同时，还不

忘密切关注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这

也是习近平知青岁月里躬身社会实践的最

好诠释。实干出真章，真章显本领。作为

广大基层干部，奋进新时代，有为新征

程，我们更要有一心为民、兢兢业业、毫不

懈怠的敬民爱民利民情怀，不忘初心、实干

担当、砥砺奋进，不断赢得群众的支持、理

解、信任和认可。

过去的 2017 年，天目书院文学社组

织了两场文学创作活动，一是开展以“好

韵嘉吟颂天目”为主题的古体诗词创作大

赛；二是利用浮玉杂志组织“水墨浮玉”影

视文学剧本有奖征文。这两个文学创作活

动到年末都有成果收获。

古体诗词的创作汇集了 88 位临安籍

的诗词爱好者参与创作，撰写了近 500 多

首诗词赋形式的文学作品，用文学的手法

讴歌了新时代，讴歌了临安的大发展。这

些作品已经结集成书，用《好韵嘉吟颂天

目》的书名正式出版，这是临安诗词作家

进入新时代创作出版的第一部古体诗词

的诗集，对临安的文化建设不无裨益。

“水墨浮玉”影视文学剧本有奖征文，

是浙江水墨天城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与我

们文学社携手合作的项目，水墨天城影视

公司是一家民营的影视文创企业，为了拓

展业务，他们公司意欲借助《浮玉》杂志的

已有平台，向文学界从事影视剧本创作的

同仁征集剧本，为他们的影视事业扩大影

响和寻觅到有价值的影视素材。经过一年

的实践，我们的预期目的也圆满实现，因

为我们不仅征集到了 16 部影视剧本或剧

本文学概要，还通过征稿，触摸到了影视

创作的一些动向与规律，丰富了我们的文

学情愫。征集到的影视文学剧本，都交由

水墨天城影视公司遴选与评奖。最后评选

出入围作品三部。

16 部影视文学剧本，多达上百万的文

字，为了使这些成果能与读者见面，专门

增开了这个专辑，三部入围作品全文刊

登，其余的都酌情节选。有了这一增刊基

本上能反映出这次“水墨浮玉”影视创作

活动的成果。这些应征剧本，可供读者欣

赏，也可供影视拍摄机构选用，如有选上

的，请与作者直接联系，尽快地把文学本

子变成影视作品。

影视剧本创作这潭水很深，作为《浮

玉》杂志也算踩趟过一回，感觉也很不错，

我们要感谢这些应征供稿的朋友，是你们

的支持让我们完成了一项年度计划。也要

感谢浙江天城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的同志

与我们的真诚合作，为这次影视文学的创

作活动承担了大量的具体工作，令人敬

佩。但愿水墨天城公司矢志不改，不忘初

心，投身影视领域，选取好题材，拍摄出好

作品，创造辉煌的业绩。

（本文为 2018 年第一期、总第 68 期

《浮玉》杂志总编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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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与文化之流韵
———读临安区作协文学作品集《天目流韵》

关于非虚构写作的一点感想
阴 潘庆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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