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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烈火穿透长夜
黄馨平

推荐理由：1933年，腊月十五，乌云笼罩着上海，一场秘密会议突然被冲，一半与会者被

抓。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绝密计划。众目睽睽之下，一场事先张扬的转移

险战就此展开……

《千里江山图》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打捞出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用文学的方式

去想象和呈现它的过程。作者将散落于历史尘埃中的理想主义者，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

肉，于焦灼乱世中躬身入局。他们是父亲，是爱人，是兄弟，他们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

测的航程。孤寂的至暗时刻，一个人看到什么，愿意看到什么，他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千里江山图》，孙甘露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力津报 荐

分享 读悦 读书人的“书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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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艺史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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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仰之路

《千里江山图》是一个关于暗色时代的故
事。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华民族正面临内忧
外患，日军入侵山海关大肆掠夺，企图分离东北，
经济衰败，国民政府内部斗争激烈，同时严酷打
击异己的革命力量。俄国于1917年挥起十月革
命大旗，当火种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于上海完
成建党伟业，共产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但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征程也充满艰难险阻。

直至1933年，国民政府密谋发动对苏区共
产党的第五次“围剿”。城市战场中，国民政府
对共产党的杀戮追击达到白热化，上海的核心
革命力量遭受重创。在此关键时刻，共产党决
定开展新的革命路线以扭转时局，将临时中央
迁至江西瑞金，核心人物“浩瀚同志”即将秘密
撤离上海，行动代号“千里江山计划”。彼时交
通与人力极其有限，暗战局势瞬息万变，行动
的复杂与艰苦性难以想象。以主角陈千里为
中心的年轻地下党们不得不沉入暗中，隐身于
市井深处展开工作，确保撤离顺利。自此，一
场山河之战终于拉开帷幕。

小说的核心在于信仰，巨大的信仰之力犹
如烈火穿透黑暗长夜。怀揣理想的年轻人们被
压迫着，不断寻觅也失败着，当终于看到《共产
党宣言》与《远方来信》，这些文字描绘着共产主
义的蓝图，一个全新的世界，犹如灯塔在迷雾中
指引航向。那是个少有的纯真年代，在年轻的
理想主义者的心里不再有利己与利他之分，而
是你我相融，同心同德，人之本性内，至善至美
的根系俱在，以理想和爱滋养终得其茂盛如
许。陈千里、凌汶、陈千元、林石、董慧文……他
们肝胆相照，彼此理解与支持，在共同的命运中
搏击黑暗，又于大时代中和光同尘，热血难凉。

在故事中，革命者陈千里始终沉稳缜密，钓
出叛徒，暗中铺排交通线，挖掘关键机密，每一
步都如行走于刀刃上。陈千里没有所向披靡的
主角光环，更没有一贯作为爆点的野心，他只是
在安静地解决问题，即便命悬一线，也只看得到
每一步的扎实和辛苦，这赤子之心是“默而成
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的真实写照。他不是
一个人，而是连通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智慧，包括
士大夫风骨，他身后有着无数的影子，在历史纵
深处强劲地输出能量，时易世变，但信仰的内质
相似，它本就不是为一时之争而存在，而是天下
与家国。

叶启年，国民政府高层，权柄在握呼风唤雨，
是陈千里的劲敌，策划数次拔除地下组织的袭击
行动，少有失手，但内心深处仍存着丧女之痛，因
此人格扭曲分裂成无法弥合的两半。两人之间
极具张力的关系将这场生死之战拉向巅峰，叶启
年曾是德高望重的教授，陈千里是前途无量的学
生，但陈千里的清醒让他看透叶启年的野心和投
机本质，因此选择了另一条正确的路。叶启年固
然身居高位，却是个虚弱空壳，最终沉沦于权力
与野心的泥淖，因此他的溃败源自反噬，是必然。

当信仰被具象化，有战斗，有长袖善舞与纵横
捭阖——那是一种关于人性的演绎，地下工作者
们假扮成各种身份，穿行于大街小巷，身负重任却
和街头上闲逛的路人毫无异样，甚至带着市民气
的热络，先要坐下来喝一碗热气腾腾的猪杂汤再
去面对危急存亡。他们行走于刀锋，踏过铁马冰
河，功成后退隐离去。经历山重水复的斗争，终局
一战中，年轻的革命者们作为诱饵混淆敌人视听，
陈千里只身入黄浦江，从另一条路杀了特务头领，
转身将小船调向苏州河，只留下一个背影。故事
在此刻戛然而止，没有一丝煽情，所有的血与火都
是为了这一刻，平凡又惊心动魄。

这结局让人内省。活在当下，我们有很多选
择。然一生漫长，荣耀与欢愉如白驹过隙，即便在
不停地获得，也依旧有挥之不去的焦虑与困惑，但

等价交换给不了的，爱可以给。爱的深处是一种
笃定的坚持，就像陈千里为了信仰付出一切却分
毫不求，为的只是所有人都能迎来明天，那种信念
让他在最危险的时刻依然忠于自己的内心，披荆
斩棘，一直向前走，走过黑暗，走向光明。

二、爱如辰星

这故事中的爱情有些特别，有情人们没能终
成眷属。但离别并不让人悲伤，而是一种不得已
的成全。有些事情自不必说，只适合深藏于心。
正如凌汶失去龙冬，以为自己已经释然，却在听到
他可能还活着的消息时便开始发疯一样地寻找。
陈千里和叶桃一起读涅克拉索夫的诗，周围一切
都淡去，只留下蓝天、白云和叶桃的脸庞……高压
而艰难的环境中，这些爱太朴素又万分明确，让人
生死相许。他们是彼此世界里最纯粹的部分，尽
管无法重逢，但爱却不会消失。

董慧文与陈千元的爱情是小说中最浪漫又富
于青春感的一段，每次去找他的时候，“她的心情都
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她想念他，
却不能看他的照片太久，否则就会难过……这些动
人细节填满难以相守的遗憾，尽管他们奔波于危险
中，随时面临永诀，那爱意却丝毫未减，共同的理想
与信任早已将他们凝聚为一个整体。相比较在当
下的爱与不爱中，高扬的自我却时常被孤独包围，

人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模样，追求登峰造极的自
我，最终将情感流放于荒芜，因此在深感真爱难觅
时，我们或许应先叩问自己。我们朝着更大的世界
行走，又在彼此之内，每当太阳照常升起时，我仍如
无数个过去之日一样爱你，直到那无尽的未来。正
如小说中迟暮的陈千里已经对周围的世界不感兴
趣，却还会小声念起叶桃的名字。

三、叙事的艺术

故事中的物象同样值得品味，申报馆、电车、弄
堂，作者的笔触将这些关键词置于小说地图各处，
细致地勾勒出上海二十世纪初期的模样，令人觉得
熟悉又陌生。此类物象让厚重历史彰显于俗世生
活之内，是氛围感的来源，故事由一对说不清的骰
子开始，引出剧情——谁是叛徒，秘密何从流出，下
一步该如何做。情节点逐步展开，隐秘邮箱、被换
掉的银行保险柜、金条，以具体的物象连缀勾勒出
事件的图谱，这是一种精准的书写，看得到时代风
物，甚至能够让人嗅到发黄信纸的味道，听到黄昏
弄堂里冗杂的脚步声。这些物象的存在将陈千里
衬托得生机勃勃，富有稳定的朝气，尽管辉煌旧日
一去不复返，但美好未来必定会到来。

在叙事层面，正因为有生活细节做底色，激烈
的斗争里便多了人情的气味，能看到一个个朴素的
人将信仰化为行动细节，上楼、下楼、送信、接头、离
开，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他们穿行在菜市场、弄堂
或包子铺里，以最平凡的理由聚集，传递绝密信
息。每个人都恪守准则，即便是那些不够聪明机敏
的小人物，也身体力行地为开拓出一条光明之路奋
力一搏，他们所解开的不仅是“谁是叛徒”的问题，
还将人欲抽丝剥茧，利刃出鞘，岁月峥嵘。

人物的语言、行为和身份地位的完美契合让其
立体而生动，加之精妙修辞，让人直感栩栩如生。
比如国民政府调查科的游天啸队长并不常回南京
总部，却在被上司问及时表达了自己的心意：“南
京，常在念中——”，弄权之人往往滴水不漏。作为
革命者的陈千里身手凌厉，在黑夜中只身击败一群
特务，却丝毫不张扬，甚至看不到凛冽杀意，只有想
要救出同伴的执著。这些精准的描述源自细腻的
内心感触，质朴又浑然天成，不紧不慢，游刃有余又
真挚无比，每一笔之下的感情远超表意，让整本书
犹如涌动着巨量感情的海洋，余韵悠长。

这是个关于生死的故事，但死亡却并不意味着
分离，他们因视死如归而永垂不朽，千里江山之上，
将镌刻下这些年轻的名字，即使被遗忘也不会消
失。人类的群星不会永恒闪耀，但一明一灭间已然
造就浩荡辽阔的历史和辉煌无比的文明。每一颗
纯洁的心上都能开出花朵，我们与生活战斗，充满
喜悦和悲伤，在某个时刻咆哮哭泣，接近死亡，但这
一切都没关系，因为我曾见过最炽烈的阳光。

《走近文艺家》收录了柳鸣九、梁晓声、马
识途、傅熹年、刘兰芳、王立平、蒋祖慧、濮存
昕、游本昌等一百余位当代著名文艺家，讲述
了他们的艺术和人生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
这是新中国文艺史的缩影。

从时间上说，虽然大部分文艺家出生在新
中国成立的1949年之前，但他们的黄金创作时
间在1949年之后，作品反映的也是1949年后生
活的各个侧面。他们是新中国文艺的参与者、
见证者和建设者。如1934年出生的翻译家柳鸣
九，翻译成果多出版于20世纪 90年代以后；
1929年出生的作家徐怀中，在50年代就发表了
《我们播种爱情》等有分量的作品，2018年又发
表《牵风记》并获得茅盾文学奖；1944年出生的
评书表演家刘兰芳，在八九十年代火遍神州大
地；1938年出生的导演、演员胡芝风，从50年代
末开始演出，艺术生涯半个多世纪；1931年出生
的导演王扶林，从50年代末开始执导电视剧，后
来还执导了87版《红楼梦》和94版《三国演义》
两部经典作品，等等。这些文艺家的名字和作

品一起构成了新中国文艺画卷上的一部分。
从内容上说，书中收录的文艺家来自不同的

艺术形式和艺术流派，既有传统艺术领域的文
学、书画、音乐、舞蹈、戏剧等，比如诺贝尔奖获得
者莫言、文人书法家孙鹤、背对市场创作的画家
靳尚谊、妙乐演红楼的音乐人王立平、舞蹈家蒋
祖慧等，他们在各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着
耳熟能详的作品，也有随着时代发展，出现的影
视等艺术形式，比如济公的扮演者游本昌、97岁

还在拍戏的于蓝等；此外，还有近年来日渐重视
的手工艺术，比如苏绣名家姚惠芬、雕塑家吴为
山、壁画文物的修复家李云鹤等。这些文艺家的
作品反映了新中国文艺的百花齐放、欣欣向荣。
值得说明的是，许多艺术源远流长，蕴含着深

厚的文化底蕴，还有一些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如
昆曲、柳琴、苏绣等。许多文艺家传承发展了中华
传统文化，展现了中华文化之美，对于坚定文化自
信、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具有重要意义。如著名翻译
家许渊冲，诗译《诗经》《楚辞》等，把中国文化推向
世界。再比如雕塑家吴为山，把传统文化中的书
法、绘画、哲学、文学所包含的审美融入作品中，创
作出孔子、老子、杜甫、李白等塑像作品，这些塑像
所传递出的精神不仅感动了国人，也在对外交流中
把中国故事、中国精神、中国文化传播给了世界。
从民族上来说，书中收录的文艺家，包含了中

华各民族的优秀代表和佼佼者。如藏族歌唱家才旦
卓玛，用心用情唱出了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再比如蒙
古族马头琴演奏家齐·宝力高，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
蒙汉双语马头琴演奏法的书籍，创建了世界上第一
支马头琴乐团，创作了马头琴史上第一首齐奏曲目，
还第一次把马头琴演奏带进奥运会开幕式现场。

本书除了讲述文艺家的艺术足迹和人生故
事，还记录了这些文艺家的艺术感悟和艺术态度，
比如画家赵振川说，艺术家要“守住笔墨的底线”，
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再比如音乐
史学家李纯一以“宁慢爬，勿稍歇”为座右铭，认为
做事、做学问等就像做人一样要老老实实。
《走近文艺家》镌刻着文艺家的创作足迹，承

载着他们的艺术感悟，沉淀着他们的人生经验，蕴
涵着他们的人生智慧，对于我们做人做事，有着重
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儿童有喜爱动物的天性，无论喜爱哪种动
物，这种喜爱一般都仅停留于对宠物类喜爱的浅
层次上。人类潜意识里，宠物类的动物基本上不
会对人类自身的生存造成威胁，就是把动物作为
人类的附属品看待，这也符合儿童的认知心理。

但大自然包罗万象，不止有宠物类动物，
各种类型的动物各司其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
动物世界。城市里的儿童很难直接接触到野
生动物，只能通过阅读儿童文学作品、观看电
视等途径了解野生动物。动物小说塑造鲜明
的形象的同时，还直接剖析动物内心活动，可
以让孩子们从动物角度更好地看待世界。

兴趣是孩子们最好的老师，让孩子们愿意

阅读作品的前提，就是孩子们对作品本身有兴
趣。雨街曾出版动物小说《狮王科特》《棕熊哈
根》《蟒蛇巴布》等作品。他是一个有趣的人，他
的作品恰恰满足了孩子们对作品“有趣”的要求。
《狮王争霸》以非洲大草原上的狮群的故事为

主线，扩散展开到其他动物身上。全书分为《初登
宝座》《鬣狗寻仇》等十一个章节，涉及的动物有鬣
狗、秃鹫、鳄鱼、胡狼、黑曼巴蛇、岩蟒等食肉类动
物，草原犬鼠、长颈鹿、瞪羚、疣猪、野牛等食草类动
物，共计十余种动物品种。每种动物他着墨多少不
一，却都严格遵守动物本身真实的生活习性。

动物世界的生存法则可以用八个字简单概括，
即“弱肉强食，优胜劣汰”。动物种族之间存在斗

争，种族内部的暗斗也从未停止。即使狮子这样的
草原王者，对内需要经过战斗才能霸占狮群，对外
要留意鬣狗群的入侵，同时还需要捕食凶悍的野
牛、灵巧的羚羊作为食物，有时狡猾的鳄鱼也会成
为搅局者，让原本复杂的多方对峙形势更加混乱。

传统动物小说创作往往容易存在类型化、结论
化的特征，食草动物被塑造为弱小、善良的形象，食
肉动物则是强大、邪恶的形象。但自然万物没有非

黑即白这么简单，多方目的和行为掺杂在一起，共
同导致了故事最终的结果。孩子们阅读本书，可以
跟随狮子科特的视角推进，也可以为瘦小母狮打
气，还可以偏爱咬尾泰森的调皮。动物世界的江湖
纷争从未停止，每种动物为了活下去都拼尽全力。
雨街在《狮王争霸》中构建了一个成熟的动物

江湖，引领读者进入江湖后，他反而袖手旁观。他
目视着那些野生的精灵自由地奔跑，为它们的生
命而忧心忡忡；他讲述原生态的场景，野生动物的
喜怒哀乐，生离死别。他用文字构建了这个动物
的世界，却遵循着自己留下的秩序，任由读者在动
物江湖里自由地选择和观赏，就像他在最后一个
故事《小象伊兰堡》里希望的那样：
小象伊兰堡顺着母首领爱斯坦鼻子指的方向

嗅了嗅，花香好浓呀，好像那花香在高兴地唱着歌：
“草原缤纷春常在，幸福像花正盛开，啦……啦……
啦……啦……蝴蝶草等着你的到来！”

《在书中小站片刻：二集》是一本由历史感
悟、读书感想、评书感受、返乡感怀组成的新书。

绿茶在从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岗位上主动“撤
退”之后，他真正彻底地跨入了书的海洋，不仅在
多个“好书榜”担任评委，品书、推书、荐书也占据
了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去年以来，他又爱上了
拍书，在多个年轻人聚集的网络社交平台，发表自
己拍摄的荐书短视频，云集了不少“粉丝”。

绿茶的“书式生活”，是自己开创出来的，
没有可复制性。之所以能够保持这样的生活

方式，在于荐书之余，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通
过写作所获得的稿酬，来支持他继续在被书包
围的状况下自得其乐。很多网友既羡慕又好奇
他的“书式生活”到底舒适不舒适，对此他曾表
示，除了剪辑视频会辛苦一些，其他的事情都很
轻松且愉悦。

本书就是这样一本延续了作者情绪的图
书。全书几乎算是对绿茶读书生活的照搬，他在
公号上发表的文章，他参加文友聚会时所绘的插
画，他当“好书榜”评委时经历的趣事，以及和好
友们一起开展的“故乡行”等等，因为有“书与人”
的凝聚，而变得主题鲜明、内容紧凑，可以带领读
者走进他一个人与一群人的读书世界，发现当下
读书人在生活与精神层面的双重境界。

书中，绿茶用独到的视角来解读历史，比如在

《如何启动中国历史操作系统》这篇文章中，他把
史书作者称为“历史程序员”，把他们的著作比喻
成“系统”，至于甲骨文、先秦文字、注释注解等，则
是神秘的“源代码”，由上述几点构成的“中国历史
操作系统”无疑是庞大甚至沉重的，但如果能够找
到一个总的“按钮”，则可以让这个“系统”轻灵地
运转起来，通过绿茶笔下描写的司马迁、司马光、
袁枢、郑樵等人，读者可以看到，在绿茶的头脑中，
这一“系统”呈链条状环环相扣——以“程序员”的
视角看历史，原来可以如此轻松地穿越“迷雾”。

绿茶曾在不同媒体与出版机构工作，是一名优
秀的编辑、主编，所以他的书中，总是身不由己地写
到自己及所关注之人的编辑生活，书中就有对两位
现代作家、著名编辑的观察与点评。一位是“副刊
编辑沈从文”，绿茶认为，沈从文的文学之路，是一

部“副刊文学史”，他的文章不仅遍布当时出版的各
类主流杂志与报纸，还参与创办并主编（编辑）了十
余种杂志与报纸副刊，如《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
《人间》杂志、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
《今日评论》等。做编辑的沈从文，没有写作的沈从
文更引人关注，但如果没有延续一生的副刊编辑身
份，沈从文的写作或会缺乏强劲的动力。
另一位是“副刊编辑孙伏园”，鲁迅先生的《阿

Q正传》便是被这位编辑催稿催出来的，后又因
《晨报附镌》代总编刘勉撤掉鲁迅的一首诗怒而辞
职，这位“副刊大王”，还曾在《京报》《国民日报》
《中央日报》《新民报》等副刊做主编，他作为“副刊
人”的经历，令人羡慕。

绿茶的读书人身份，是建立在他“副刊人”身份
基础上的，他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文史参考》《东
方历史评论》等报刊的从业经历，使得他有机会延
续了沈从文、孙伏园等前辈的编辑理想。《在书中小
站片刻：二集》这本书，亦可视为他离开媒体与出版
业之后，对自己所热爱的编辑工作的一种延续。

书津报 架

《一团坚冰》

杨知寒著

译林出版社

2022年7月

故事是藏
人的好地方。
九篇东北故
事，里面藏着
许许多多在人
世严寒里行走
的人：

迟敏开枪
终结了妹夫的
性命，却终结
不了两家人数
十年的恩怨；
少女逃学隐身
于公交终点站
旁的佛寺之中，她既在逃避，也在追
求；连续更新八年的朋友圈终于中断，
瑞贝卡消失于网络，李小瑞消失于人
生；坐在蓝桥饭店吃着雪衣豆沙的老
戏子，等待门帘突然被掀开，等待一出
戏再次被唱响……

人如同一团巨大的坚冰，谁又真
的能在里面藏进火种呢？

《在岁月中远行》

俞敏洪著

新星出版社

2022年5月

本书是俞
敏洪近年来工
作、生活和行
走的感悟与思
考，真实反映
了他在世事变
幻、人生起伏
下的心路历程
和深刻思考。

行走使人
辽阔，阅读让
人生释然。俞
敏洪在书中带
领我们学习适
应变化，学习与变化共处，提升自己在
变化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行行的文字，既是俞敏洪记录
生命轨迹的方式，也是一种对过往经
历的自我萃取和沉淀。对当下的我们
来说，这是宝贵的人生经验和方法论，
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确定的时代中，寻
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确定。

《玩笑》

【意】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7月

想象两个
男人的对决。
一个是著名插
画家丹尼尔·
马拉里科，他
人到暮年，感
到声望和创造
力日渐消退；
另一个是他四
岁的外孙马里奥。

多年来，丹尼尔在米兰独居，专注
创作。有一天，在大学任教的女儿请
他回那不勒斯住几天，在她与感情不
和的丈夫出差时照看小马里奥。七十
岁的马拉里科不得不回到故乡，住进
他度过自己童年、充满过往“幽灵”的
公寓。

在筋疲力尽、心不在焉的老画家
与不知疲倦的“小战士”斗智斗勇的同
时，他也陷入对自己当年理想和生活
选择的深思，一个暴力、不安定和充满
激情的那不勒斯浮现出来，它在丹尼
尔身上留下的印记，依然清晰。

多梅尼科·斯塔尔诺内继《鞋带》
之后，在新作《玩笑》中再度聚焦家庭
关系。他用一部紧凑的小说让读者始
终面带微笑的同时，也没有忘记精确
剖析人们的害怕，面对生命的顽强时
的那种不知所措。

《屹立云端》

【加】艾琳·鲍著

学林出版社

2022年3月

蒙古国西
部哈萨克族游
牧部落的年轻
女孩阿依苏
鲁，为了拯救
她患病的哥哥
塞里克，不惧
传统世俗眼
光，成为一名
哈萨克族女猎
鹰人。阿依苏
鲁驯鹰有违传
统，因为在哈
萨克游牧民族
中，只有男人才能驯鹰，但她在猎鹰节
上冲破种种世俗眼光带来的障碍，以
精湛的骑术和鹰猎技巧赢得了第一，
也因此让父母有足够的资金带着哥哥
飞往几千公里之外的蒙古国首都乌兰
巴托治病。阿依苏鲁在成长中，锤炼
了勇敢和坚毅，改变了亲族对女孩的
偏见，获得了哥哥的原谅和感恩，拯救
了家庭的危机。

编辑 记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