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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文艺力量 补齐发展短板
·城事·

·速读·

我市实现区级文联全覆盖
□张 月

业、以荣氏为代表的工商文化等资源，都是
名城无锡，自古是文艺高地，文艺力量 “人文新吴”是无锡独一无二的资源，也是
值得深度打造的品牌。梁溪历史悠久、文化
值得擦亮的金字招牌。各区文联的成立，能
涌动全城。新时期下，城市文艺的繁荣更需
灿烂。吴文化、运河文化、工商文化、红色文
极大激活地方文艺，让无锡区域文化更好
要城市的合力。一直以来，无锡没有成立区
化在这里交融传承，全区有各级文物保护 “绽放”
。
级文联组织，是我市文艺事业发展的短板
单位 135 处，其中，国家级 12 处、省级 24
之一。经过前期市级、区级政府部门的有力
处、市级 99 处，在全市占比分别达 87%、
统筹协调，近日，无锡市新吴区、梁溪区、惠
文艺之火，在锡“燎原”
56%和 67%，拥有 5 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
山区、滨湖区、锡山区五区文联相继成立，
多姿多彩的梁溪故事需要文艺原创力将其
文联主要的工作职能是“团结引导、联
全市文联组织体系得以健全。这也预示着，
讲述和传播。
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带领广大文
无锡基层文艺人才培养、文艺精品创作和
艺家紧扣时代脉搏，彰显时代精神，讲好无
惠山区是吴文化、近代民族工商业和
群众文艺发展将驶入快车道。
当代乡镇企业的三大发源地之一，涌现出
锡故事。无锡市各区级文联成立大会上，新
孙冶方、
薛暮桥、
陆定一、
冯其庸等一大批
当选的各区文联主席在发言时，纷纷表达
区域文化，活力“绽放”
名人，青城导社、锡流精神等红色基因激发
了同一个意思：以沉甸甸的责任担当和使
命感，务实工作，团结好文艺工作者，深挖
了惠山区生生不息的动力、活力。作为“全
吴地文脉，亘古绵长，延伸四方，历经
国文化先进区”，惠山区正凝心聚力，开创
地方文化资源，打造文艺精品，打响文化品
时代发展，区域调整，无锡不同区域形成了
文化事业新局面。锡山区是民间音乐家阿
牌，
促进文化强区，
助推城市高质量发展。
各具特色的文化气象，融合成了无锡尚德
的确，只有文化强区，才能实现文化强
炳的故乡、锡剧的发源地、中国民族工商业
务实、开拓进取的城市特质。新吴区是吴文
市，让文艺的星星之火，在锡形成“燎原”
之
唐氏家族的发祥地、乡镇企业发源地、无锡
化的发祥地，历史底蕴深厚，文化代有传
地区的革命根据地，在传承中发展，全区文
势。
正如无锡市文联党组书记杨建在新吴区
承。
“泰伯奔吴”带来了江南的繁盛；伯渎河
艺事业生机勃勃。相较于其他区，滨湖区的
文联成立大会上所说，当前，无锡正在全力
演绎着“中国运河第一撬”的传奇；硕放是
推进太湖湾科创带建设，
新吴区文艺工作者
“中国曲艺之乡”
、梅村是“中国二胡之乡”。 文化积淀相对薄弱，但滨湖丰富的山水、渔

·书故事·

要积极发挥文艺的独特作用，
激发文艺工作
的活力和创造力，为新吴区高质量发展，为
推动太湖湾科创带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去年，在无锡市文联主导下，第二届
“无锡书法奖”
“无锡摄影奖”
“无锡曲艺奖”
和首届“无锡舞蹈奖”都组织评选、颁奖。作
为无锡文艺的专业奖项和最高荣誉，这些
奖项与省政府奖相衔接。无锡文艺奖的获
得者分布在各区，是各区文艺创作的主力。
各区文联的成立，从区域层面上凝聚起一
股股文艺主力，从而带动全区、全市文艺的
繁荣。
“ 当下，文艺事业正处在历史上的最
好时期，文联工作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
点上。”无锡市文联主席卢敏表示，无锡市
文联将始终关注、支持各区文艺事业的发
展，积极推动市文联与区文联之间、市各
文艺家协会与区级文艺家协会之间的工
作联系和资源整合，上下联动、横向协作，
共同将两级文联建成全市文艺工作者的温
馨和谐之家，共同推动无锡文艺事业高质
量发展。

《记忆记忆》
玛丽亚·斯捷潘诺娃 著
中信出版社
本书作者是当代俄语世界知名诗人，
这一新类型复合小说，既有历史，也有哲
学，
更是文学。小说主要由两条线串起：
一
条是作者对于旧物，
文献，
以及试图
“记忆”
的人们——所作的文学和哲学的思辨；另
一条则是作者通过寻找家族遗迹，回溯
俄罗斯近代史中的自我家族史，拼凑出
一个犹太家族几代人生命故事的历程。
本书被誉为“宣告俄罗斯文学重返世界
文坛之书”。

让阅读的种子感受生命的温度
□黄小龙

《我与地坛》
史铁生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去年我曾去前洲拜访了周国忠老师。
“惠山文心”一直找他约稿，于是《石猪槽》
得以示人。我在周老师家的院子里见到了
那一对石猪槽，蓬勃着绿意。在周老师的
“青城居”，我们面对面坐着，品茗，聊文学，
聊时事，聊他的跌宕人生。周老师只读了六
年完小，家里的古籍经典启蒙着他，也成为
他毕生的写作素养。
“作家要写他自己身边
的人和事，自己熟悉的。”
“ 有感觉的时候
写，只写有感觉的文字。”
“写作不要带功利
性，不为取悦读者而写。遵从内心，想怎么
写就怎么写。”
“写作没有老师，也不要在乎
别人的话，起不了多大作用，而在于个人的
坚持。”
停了三年左右的时光，周老师去年上
半年开始拿起笔“重整山河”。他不会打字，
要誊到纸上，就请女儿帮忙打印出来。最近
写了不少，都来源于生活，而且在文法上有
了惊喜的改变。周老师拿出《东方部落》
《朴
树》
《石猪槽》姐妹篇等新作，把创作经历和
行文的立足点剖析给我听。他像个考官，还
不时提问，而我是笨拙的学生。
周老师谈起音乐的力量，超越散文，超
越诗歌，可以说超过文字的功效。大提琴家
在空旷的罗马斗场演奏，四周没有观众，
全球线上直播，音乐响起，直抵心灵最深
处 ，不 由 得 让 人 泪 奔 。如果人的心里有一
个阁楼，那么音乐一定是在最深处的那一
个空间。
对于“读者意识”，周老师坚持为自己
的心灵写作，小说要照顾读者情绪，取悦读
者，散文是另类的，只为自己而写，为少部
分人而作，这样才没有羁绊。

这是 2020 年我写作生涯中最值得纪
念的一次求索，周老师不吝赐教倾囊相授，
吾辈敬仰之至。
抛砖引玉，浅谈几部个人以为 2021 年
值得品读的作品。
因为疫情，我们感同身受。加缪的《鼠
疫》绝对不容错过。书中扣人心弦的情节会
诱惑着你读到书中的最后一个标点符号。
标题《鼠疫》，其实作者另有深意。我们一生
当中难免会遭遇四面楚歌的艰难境地，心
里陷入困顿和绝望。它一直在书架上等你，
那么请你捧起它打开它，
“ 勇于直面荒诞，
并坚定地与之对抗，不问输赢”，最终迎接
你的高光时刻。
2012 年莫言老师终结中国人何日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的悬念，大家足足等了 8 年，
《晚熟的人》让焦急的读者们心潮澎湃。莫
言老师用足十二个短篇，故事发生地依然
在魔幻的高密东北乡。那些微不足道的小
人物仿佛似曾相识，就站在我们身边，冷不
防附了我们的体。
青春时读过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
翰·克里斯朵夫》，我的高中语文老师王犁
钢极力向我推荐这本书。那时我曾尝试用
八个字概括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生：觉
醒、探索、抗争、沉寂。骄傲叛逆的灵魂总是
那样吸引人。二十年后，再去翻动它，竟然
有一种锥心刺骨，克里斯朵夫仍然在书中
与命运和世界对抗着。那么你又会有怎样
的心灵体验？
多读经典，这是我个人最诚恳最直接
的建议。经典名著就是无数面镜子。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可

以说是不朽之作。我们能从少平、少安兄弟
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即使生来平凡，
我们不甘平庸，尽情燃烧才是生命的意义。
所以，好好读它，这是一本能改变人生的
书。
新年来临，让人想起已故作家史铁生，
他离开我们整十年。一个时代过去了。我曾
在不同时期读过《我与地坛》，如今依然想
重温一遍。
“每一个倒霉的观众都是因为他
总是坐得离舞台太近了”
“一些当时看去不
太要紧的事却能长久扎根在记忆里”
“此岸
永远是残缺的，
否则彼岸就要坍塌”
。
电子书和纸质书，载体不同而已，我向
来偏爱后者。想像一下，冬日午后的阳台
上，北风和高架的噪音被挡在透明落地窗
之外，手捧一本心仪的书，扉页间浸润原木
纸浆的气息，阳光牵着目光。倘若爱人就坐
在一旁，那真是神仙眷侣也羡慕的生活模
样。纸质书可以反复阅读，还能收藏，家里
有一间书房，四壁陈列实木书架，足以抚慰
我们疲惫的心灵。当然，萝卜青菜各有所
爱。电子书携带方便，随时随地可以进入书
中的世界。一个网盘就是一个图书馆，现在
还有了听书软件，解放了双眼，
“有声书”让
阅读变得更有趣。
时代在发展，传统和创新比翼齐飞。多
读书真的没有坏处。
趁着眼不花，
耳不聋，
多
读书吧，
让我们心中阅读的种子匹配到发芽
开花的温度。
世人的一切外在源于内心的投
射，
多读书，
人生一定会变得更加美好。
新的一年，莫过于一半风雨一半晴。让
我们重读经典，聆听文学声音，线上线下相
得益彰，
来 N 场思想的激情碰撞。

《城市的兴衰》
郑荣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围绕中国城市的兴衰展开，从城
市化的人本主义觉醒、城市改造的价值融
合与重构、
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影响、
城市
增长与谎言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改革开
放 40 年来，中国城市的飞跃式发展对人民
生活改善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贡
献，也客观指出了由于过快推进城镇化所
导致的城市治理与后城市化发展所产生的
亟待解决的问题。

《故宫传》
张程 著
华文出版社

人间有味是清欢
□俞香顺

《东藏记》
宗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江南》
格非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0 年已过去，
“ 毕竟是书生”，我的
店里有桌子，可以边读书边做笔记。在这种
工作与生活已经打成一片，读书既是工作
场合读书，当然也是以“轻学术”为宜，散
需要，也是日常生活。我所读的书大部分还
文、小品、小说都可以。我曾经在快餐店看
是与个人的专业相关，可能并没有什么普
到邻座一位小伙子读书读得抓耳挠腮，瞥
适性。
我更愿意介绍一点我的读书习惯。
了一眼，看的是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
我每天黎明即起，坚持晨读，一般 4 点
的世界》。这种书还是更适合在书房硬啃。
多钟起床，5 点钟就坐在书房里。这个习惯
最好的读书地点是培训班的课堂，新冠肺
是从孩子上学后开始形成的。我充当家里
炎疫情之前，是允许家长旁听的，夏天的冷
“司晨”的角色，
“错峰”起床。
“错峰”有很多
气、冬天的暖气都很足。我常常独占一张桌
好处，其中之一就是晨读。清晨时候，没有
子，
“充耳不闻”，读自己的书。环顾四周，陪
任何干扰，我泡上一杯清茶，摊开一本“轻
读的家长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在玩手机。
学术”的书籍，沉浸其中。纯学术的书不适 “ 读 书 随 处 净 土 ”，我 的 包 里 总 是 带 着 茶
合晨读，会消化不良。我读的最多的是古
杯、书籍、纸笔，我坐在哪里都可以读书。
诗，一首一首的，可以随时终止。今年下半
除了商场、快餐店、辅导班课堂，我还坐在
年读了《世说新语》，一条一条的，也可以随
医院的候诊大厅、车站的候车室读过书。
时终止。我喜欢一边读一边抄，诗歌适合抄
我曾开玩笑，下一步准备挑战自己，坐到
录。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晨读就是我
菜市场去读书。
的个人修行。我很喜欢苏轼的一句词“人间
古人说“晴耕雨读”。平时除了外出上
有味是清欢”
，
晨读也是一种清欢。
课、参加活动，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待在书
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工作繁忙，
“ 没时
房里，读书、查资料、写文章，过着本分、清
间读书”往往成为不读书的借口。
“ 谓学不
寂的书斋生活，
但也自得其乐。
暇者,虽暇亦不能学”，说没时间读书的人，
上面拉杂介绍了我的读书习惯。我是
即使有了时间，
他也是不会读书的。
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研究过程中阅
中年事多，我也不免，周末时间常常奔
读、参考的书籍专业性都比较强，这里可以
波于接送陪读。可是一点不矫情，我和孩子
避而不谈。去年下半年我接了两项普及工
都不以为苦。我的孩子天性乐观，喜欢“扎
作，一是为一家语文杂志开设诗歌鉴赏专
堆”，不同的辅导班上可以认识不同的小伙
栏，月供一篇；一是为一个音频节目提供诗
伴，辅导班对她而言是有社交功能的。我将
歌鉴赏稿件，总计 90 余篇。这两项工作所
她安置好后，会就近找一个地方读书，有时
选取的都是中小学必背篇目，写作的都是
坐在商场过道里，有时坐在快餐店里。快餐
千字文。我丝毫没有“牛刀小试”的骄矜之

感，全身心地投入文本细读。涉及的一些重
要的作家，我虽然未必通读其全集，但是选
集还是必需的。最近我细读了王维、李白、
杜甫、杜牧、王安石、苏轼、陆游等不下十家
的诗歌选集。一些重要的诗歌选本，比如刘
学锴的《唐诗选注评鉴》
（十卷本）、中国社
科院文研所的《唐诗选》、俞平伯的《唐宋词
选释》、钱锺书的《宋诗选注》以及《千家诗》
《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等等，都在我
的精读范围之内。小文章不好写，首先要自
己“了然于心”，还要“了然于手”
“ 了然于
口”，让读者听众能够读懂、听懂。我走在路
上、坐在车里，脑子中都经常在揣摩作品，
真是沉潜往复、含英咀华。写这种普及文章
是一种广义上的教学，
“教学相长”，这段文
本细读的经历让我获益匪浅，对我的科研
也是有促进的。
如前所说，我所读的书以专业为主，很
少旁逸斜出。可是上半年因为疫情，基本赋
闲在家，读书时间大为充裕。成天读专业书
也单调，于是读当代长篇小说。宗璞的《野
葫芦引》
（四部）、格非的《江南三部曲》、余
华的《兄弟》这些大部头的，都是这段时间
读的。
这种阅读拓宽了眼界，
调剂了身心。
2021 年，我力求学术普及与学术研究
双管齐下，当然还是以读专业书为主。另
外，多些杂览。我希望自己能够多读一些当
代中国研究的著作。汉代王充说：
“ 夫知古
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
也”
，
我要尽力避免成为
“陆沉”
的儒生。

北京故宫是中国明清两代的皇家宫
殿，
旧称紫禁城。本书分为十五章，
以叙议
结合的散文，
辅以众多实拍照片、
馆藏文物
图片，
主要讲述了北京故宫的历史沿革、
建
筑布局、
主要宫殿的职能、
皇权在故宫各建
筑和宫内制度上的体现、
整体价值等，
具体
涉及皇帝理政、大臣辅政参政、皇子教育、
宫内各种人的饮食起居、
故宫警卫、
宫中所
藏珍宝等知识，是一次对故宫文化的系统
描述，也是对故宫建筑和宫内管理制度的
历史价值进行的一次较为详细的梳理。

《榫卯的魅力》
张瑶 主编
化学工业出版社
本书系统介绍了榫卯这一中国经典结
构方式，
以中国科技馆经典主题展览“榫卯
的魅力”为基础，围绕展览 38 件（套）展品，
为读者呈现榫卯的发展史和榫卯的应用
史。榫卯工艺涵盖中国古代建筑、中式家
具、造船造桥等不同领域以及现代各行业
生产及人们生活，应用范围广。本书以榫
卯应用实例为核心展示内容，图文完美结
合，
准确展示榫卯蕴含的科学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