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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做壶曳
作者院徐风
出版社院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叶做壶曳是由著名作家尧江南文化学者尧紫

砂文化研究者徐风先生历时数年记录尧考察与
创作的匠心文本袁由顾景舟先生的衣钵弟子葛
陶中先生生动还原其制壶技艺袁是著名作家与
制壶大师的四手联弹遥 本书还得到了李敬泽尧
施战军尧苏童尧谢有顺等国内著名评论家与作
家的联袂推荐遥

以古法做一把壶袁以生动优美的文学进行
阐释袁作品全面展现中国紫砂古法制壶的技法
与心法尧精神与内涵袁彰显了文学之美与紫砂
之美遥 这是一本兼具文学审美价值尧文化史料
价值尧工艺学术价值与技艺传习指导价值的著
作袁这本书是紫砂大师们不凡技艺的回顾和还
原袁更是对紫砂历史尧文化尧精神以及工艺的完
整展示袁具有大师级的范式价值和独一无二的
史料价值尧传承价值遥

作者简介
徐风袁 江苏宜兴

人遥 作家尧江南文化学
者遥 著有叶忘记我曳叶江
南繁荒录 曳 叶布衣 壶
宗院 顾景舟传曳叶花非
花院蒋蓉传曳等 18 部
作品遥

曾 获 中 国 好 书
奖尧叶中国作家曳 鄂尔
多斯文学奖尧 中国传
记文学奖尧冰心散文奖尧徐迟报告文学奖尧钟山
文学奖等奖项袁四次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尧
五次获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遥

作品被翻译为英尧法尧日尧韩尧荷兰尧阿拉
伯尧波斯尧塞尔维亚语等袁在海外推介遥

悦享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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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正逢春意浓袁书香同沐春风暖遥在刚刚过去的四
月袁四明镇应势而变袁多层次打造全民阅读春风行动袁让
党员群众在抗疫的同时袁浸润在书香之中遥

居家阅读 共克时艰抗疫情
野最近在家出不去袁正好将我喜欢看的历史书籍

拿起来再翻翻遥冶市外返乡务工人员刘志松说遥面对疫
情袁不少地方出行受到限制袁四明镇实施农家书屋野下
楼冶行动袁让群众线上点单袁线下把图书尧期刊杂志等
书籍送到健康驿站及居民家中袁累计送出书籍 200 余
册遥 与此同时袁培育乡村阅读推广人袁开办广播尧电子
阅览屏尧报刊阅读栏袁让农民在阅读中寻找野诗和远
方冶袁在书本里感受野世界那么大冶遥野迎来了耶世界读书
日爷袁赶上了疫情袁我们要趁宅家时间袁静下心来多读
书袁来一场耶阅读有我袁书香战疫爷遥 冶塘东村老党员张
于良说遥

有声阅读 蔚然成风成时尚
一切能获得知识的学习袁都属于阅读遥为营造全民读

书的氛围袁让广大干群好读书袁读好书袁在书中受益袁四明
镇结合全民阅读月系列活动安排袁首批培训 26 位阅读推
广人袁依托红色四明底蕴袁进行线上阅读朗诵推广袁开展
叶一起来读书曳叶图书漂流角曳等主题栏目遥 大力开展不受
出行限制也可共享的听书尧听戏尧听喇叭尧听讲座野四听冶
活动袁引导群众袁以文化人尧成风化俗袁用文明生活浸润百
姓心田袁增长知识袁修心养性袁涵养书香气质遥

云中课堂 野疫冶线学习野不打烊冶
野大家好袁今天的主题党日和大家一起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疫情防控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噎噎冶 临时党
支部书记江月娥通过野云课堂冶为健康驿站的全体党员上
了一堂特殊的集中学习课遥 为克服疫情防控带来的不利
影响袁四明镇及时调整工作思路袁创新学习方式袁按下线

上学习野快捷键冶袁做到防疫学习野两不误冶袁采取线上网
课尧直播指导尧微课讲解等野云中课堂冶遥 将野云课堂冶搬到
线上给党员干部学习充电袁 实现了疫情防控和能力提升
的双赢遥

四明镇党员干部初心不改袁信仰始终袁以书为媒袁以
阅读为纽带袁以农家书屋为阵地袁坚持开展全民阅读春风
行动袁使小镇在新时代充满思想活力尧知识动力和文化魅
力遥

四明镇：全民阅读沐春风
本报通讯员 张文绘 张永成

本报讯渊通讯员 张同祥 王惠冤日前袁在临海镇盐店村党群服
务中心道德讲堂里袁一场农民读书分享会正在举行遥

在读书分享会活动现场袁来自本村老尧中尧青村民以朗读尧科普讲
座尧心得交流尧知识问答等形式展开袁现场氛围热烈遥

78 岁的退休教师吴才秀首先登场袁野伟大的党啊浴 亲爱的妈妈袁
南湖红船上袁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袁星火燎原遥华夏神州噎噎冶吴老师
用满怀激情的诗朗诵抒发对党的热爱和感激之情袁 将新时代礼赞共
产党的主旋律传播至每个人心中遥 80尧90 后青年吉根婷尧王惠尧朱珠
朗读的叶2022 年袁我们共同抗疫曳袁真挚感人袁每一句话尧每一个字都
体现了他们坚定信心尧同舟共济战野疫冶情的家国情怀遥农民樊禄宝为
在场人员科普小麦赤霉病防治配药方法的相关知识袁 大家一起朗读
叶习近平关于野不忘初心尧牢记使命冶论述摘编曳遥 在全民阅读评选中袁
工作突出的吴才秀尧吉根婷尧樊禄宝被评为优秀阅读推广人袁村里还
为他们披上绶带颁发证书遥

通过丰富接地气的内容袁该村读书会直面群众关心关注的问题袁
成为解决问题的阵地尧提升村民素养的野加油站冶遥 野读书会讲的都是
实在话袁讲到了我的心里袁理论宣讲鼓舞人心袁科普知识通俗易懂遥 冶
77 岁的老党员王松深有感触地说遥

村民王维进说院野最近我通过读书知道了一些新品种袁 打算试着
种种袁好品种肯定能在市场上卖个好价钱遥 冶

盐店村党总支副书记张明亮表示袁我村开设的农民读书会袁让青
年人收获颇多袁更让农民逐渐养成读书看报的良好习惯袁农村的文化
氛围也日益浓厚袁学科技尧用科技意识不断增强遥 我们将根据不同人
群的需求袁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袁以书为友袁以书会友袁在书
香浸润下弘扬主旋律袁传播正能量袁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袁提升村
民的幸福感尧获得感遥

临海镇盐店村

农民读书会弘扬主旋律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静 刘颖冤日前袁兴桥镇开展野赓续阅读血脉
共建书香兴桥冶亲子阅读活动袁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袁营造
浓厚的书香氛围遥

兴桥镇创新活动形式袁鼓励兴桥阅读推广人尧读书爱好者利用家
庭或村农家书屋等阅读场地袁与孩子共读一小时袁晒出生动活泼尧新
颖别致的亲子阅读照片袁记录成长美好时光遥

野以前很少关注孩子的学习过程袁第一次跟孩子一起读书袁觉得
特别有意义遥 冶一位家长感慨地说遥

随着活动的开展袁 镇村干部带头将自己与孩子一起阅读的照片
分享到网格群袁 吸引群众纷纷参与遥 有些家庭家长和孩子共读一本
书袁 有些家庭孩子带着家长读噎噎还有几个月大的小豆丁坐在家人
的怀里袁有模有样地点击自己的婴儿发声书遥

一个个家庭沉浸于书香世界里袁 将原本小范围的集体阅读扩大
到 15 个村居袁起到很好的引领作用遥

兴桥镇

亲子阅读让书香飘万家

本报讯渊通讯员 管宇婷冤野大家保持好两米线距离袁戴好口罩袁
这里的小标签可以扫码阅读袁排队不无聊遥 冶野您好袁这是全民阅读倡
议书请收下遥 冶4 月 29 日袁 在新坍镇安家洼社区全员核酸检测点袁可
以看到排队进行核酸检测的居民们不慌不忙袁 持续保持着两米线的
距离袁打开手机袁扫扫码袁开始了线上打卡全民阅读遥

为鼓励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年老居民齐参与袁 该社区在核酸检测
现场还设定了野图书借阅登记点冶遥 野爷爷袁您可以把想看的书籍类型下
单到我们的图书借阅点袁在借阅点登记您的姓名尧联系方式尧家庭住址袁
随后会将书籍送到您家遥 冶在漫长的队伍中袁志愿者们耐心地引导遥

全民阅读的形式可多样化袁只要可以学习到新知识袁了解新动态
等袁就是阅读遥 野码冶上阅读袁在疫情期间居家时显得更为便捷袁使得广
大居民都能够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进行阅读遥

本次活动袁既解决居民核酸检测排队时的急躁情绪袁还更好地营
造了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袁 坚定了全民阅读在疫情防控期间 野不打
烊冶的信念袁推动了农家书屋的动态发展袁保证了全民阅读的覆盖率遥

新坍镇

“农家书屋”“流”到战“疫”一线

本报讯(通讯员 浦林艳冤春光无限好袁野护苗冶正当时遥4 月 29 日
下午袁 特庸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在码头小学开展 野护苗 2022窑绿书
签冶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遥

在活动现场袁志愿者通过发放绿书签尧宣传单袁播放叶野绿书签冶行
动宣传视频曳等形式袁向同学们宣传非法刊物的危害袁教导他们分辨尧
选择正版图书以及科普野扫黄打非冶相关法律法规知识遥 志愿者们还
邀请同学们共读倡议书袁 引导他们自觉抵制有害出版物意识和网络
安全观袁养成绿色阅读尧文明上网的良好学习习惯遥同学们纷纷表示袁
要从自己做起袁从现在做起袁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袁增长见识袁提高
明辨是非能力袁自觉远离有害书籍袁筑牢自我保护防线遥

野通过此次耶护苗 2022窑绿书签爷行动袁我们希望同学们今后能够
多读书读好书遥 也希望全社会一起行动袁营造护苗成长尧清朗阅读的
良好环境袁让少年儿童受到优秀文化滋养袁安全尧健康尧阳光尧快乐成
长遥 冶特庸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相关负责人表示袁此次野护苗 2022窑绿
书签冶进校园宣传教育活动袁有效增强了孩子们自觉抵制和远离有害
出版物和信息的能力袁为孩子们健康成长筑起一道野绿色防火墙冶遥

特庸镇

“护苗 2022·绿书签”主题活动走进校园

本报讯渊通讯员 王延霞冤日前袁千秋镇滨东村举办了野读书袁让
人生更美好冶读书分享会袁滨东村部分村居干部尧群众尧志愿者参加了
此次活动遥

在读书分享会上袁家庭农场主杨曜光袁向大家分享了农产品质量
安全知识遥

活动过程中袁 每个人都积极参与遥 有人读了自己喜欢的书的片
段曰有人读了自己喜欢的文章曰有人谈了读书的方法遥交流会上袁大家
各抒己见袁分别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切身体会袁与大家交流分享了
阅读心得与体会遥 每个人的发言都独具特色袁精彩纷呈遥

活动最后袁滨东村党总支书记王浩对此次读书分享会进行了总结遥
本次活动进一步培养了干群阅读习惯袁提升农家书屋服务效能袁引领阅
读新风尚袁为丰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袁培育文明乡风发挥了积极作遥

千秋镇滨东村

举办“读书，让人生更美好”读书分享会

疫情期间袁闲赋在家袁百无聊赖袁巡察
书架袁不想被新购之书叶一塘莲曳所吸引遥
抽出细读袁 倒也能聊补精神上的一点空
缺遥

解放战争期间袁东北大地上发生了一
系列推动革命历史进程的重要事件院四战
四平城尧辽沈战役尧土地改革运动噎噎这
些事件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袁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资源和广阔的叙事空间遥傅汝
新长篇小说 叶一塘莲曳渊花城出版社版冤就
取材于此袁从战场尧根据地尧敌占区和乡土
社会四个维度描写东北解放战争遥小说中
有激烈的战争场面袁也有暗流涌动的敌后
斗争曰有根据地的欣欣向荣袁也有乡土社
会的风俗人情袁呈现出一幅生动的革命斗
争的历史长轴画卷遥

根据本人的创作经历袁吾深知袁创作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袁难就难在将具体人物
的命运轨迹嵌进宏阔的历史背景袁难就难
在用人物的经历尧行动尧所思所想折射历
史的逻辑和必然遥 叶一塘莲曳在此方面另辟
蹊径袁不以战场上的角色为主人公袁而是
通过小商贩卢四的三个女儿的不同人生
选择和命运轨迹袁 表现战时的社会和人
生袁表现东北解放的大历史遥 卢氏姐妹在
思想情感尧人生选择上的差异性袁造就了
曲折复杂的人生道路袁在看似偶然的个人

命运里呈现历史必然遥
老三卢云在东北民主联军高团长的动员下袁 欣然前往部队

担任文书遥 她为东北民主联军侦察敌情尧送情报袁多次遭遇敌军尧
土匪袁历尽艰险袁九死一生袁逐渐成长为一个机智勇敢的战士遥 作
者将沙岭战役尧鞍海战役等辽南地区战事熔炼在卢云的故事中袁
以点带面反映革命斗争历史遥 老二卢秋参加了当地妇女干部培
训班袁与田镇长结识袁互生情愫遥 在田镇长组织下袁卢秋和大家一
起为部队赶制冬装尧想方设法发展根据地经济袁通过这些情节表
现了根据地群众有力支援前线袁为战争的胜利提供重要保障遥 爱
情的甜蜜与根据地的稳定尧充满朝气袁相互联系尧相得益彰袁象征
着根据地的蓬勃的革命活力和良好的干群关系遥

大姐卢芳的人生经历则为小说拓展出新的故事场景和叙
事维度遥 卢芳为报答当地乡绅方七爷对自己一家的帮助袁嫁给
了方七爷袁但封建家族的算计构陷让她厌倦遥 她逃离了深宅大
院袁在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袁潜入沈阳城收集传递情报袁为战争
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遥 循着卢芳的足迹袁小说打开了方七爷
所代表的乡土社会和作为敌占区的沈阳城这两个叙事空间遥方
七爷慷慨仗义袁交游甚广袁为解救被土匪绑架的卢云袁他只身前
往土匪巢穴谈判曰为解救狱中的高团长袁他与人共谋劫狱遥通过
这一人物袁小说有了民间传奇色彩袁拓宽了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叙事的书写半径遥

正如叶一塘莲曳所写的袁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战场的一个重要
特点袁就是我们的对手除了国民党反动派袁还有对解放区的治
安和人民群众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的土匪遥作者不仅描写了打
击和消灭土匪的故事袁还审慎地对土匪群体进行了区分院有的
恶贯满盈尧罪孽深重袁有的怀有一定的家国情怀袁有被改造尧策
反的潜质遥 小说中不仅有对土匪的清剿袁还有对土匪的感召与
教育尧动员与团结袁历史的复杂性得到充分的呈现袁避免了写作
方法和方式上的野一面倒冶遥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不只是军事上的对抗袁还是主义之
争和民心之争遥 这是小说在主题开掘上继续深化的地方遥 在书
写根据地建设生活的章节里袁通过描写土改运动和基层干部对
群众的帮助尧教育尧引导和动员袁对此呈现国共两党的理念尧作
风以及对人民群众的不同态度袁提炼和反映出影响这场战争胜
败的关键是民心袁野民心冶给了谁袁胜利就给了谁袁政权就给了
谁袁这样就给读者有了更深的历史教益遥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遥在革
命历史小说的题材库中不乏经典佳作遥在新的历史时代怎样跳
出后经典时代的模式化困局袁是这一题材创作要深入探讨的重
要课题遥叶一塘莲曳以革命历史与乡土人情有机结合的创作手法
让人眼前一亮袁由卢氏三姐妹展开的故事丰富而不冗余袁人物
众多又各具特点袁读来不失新意袁表现了作者对这一课题的探
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袁很是让人看到了航行在创作海洋里那艘
巨轮的桅尖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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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醒来袁发现月光不知何时悄悄溜进来袁
悄无声息地洒落在我的床上袁我翻一下身袁看到
以前常看的那些书袁在月光的笼罩之下袁正安然
地占据了另半边的床遥 忽然之间就没有了睡意袁
打开床头那盏小灯袁翻到睡前读的那本叶草木有
趣曳袁读到这样一段话院野夏夜袁风凉袁露台上的茉
莉花的香袁一层层渲染进整个房间遥 冶真巧啊! 我
家也有茉莉花袁只是袁此时花未开袁没有花香袁月
光却也如那花儿一样袁 正一层层渲染进整个房
间袁我不由就把灯光调得暗一些袁唯恐惊扰了这
一片薄薄的月色遥

想起童年时在老家袁 我的小卧室在客厅的
左侧遥 说是卧室袁其实是一个杂物间袁一张小小
的木板床放在窗前袁 其他的地方塞满各种瓶瓶
罐罐遥 在电灯还没有普及的岁月袁我最喜欢晚上
在窗台边点一支蜡烛袁就着那明亮的烛火袁读父
亲为我订阅的叶童话大王曳叶少年文艺曳等书遥 一
个故事读完了袁接着读下一个遥 母亲在隔壁房间
屡次催促院野明天还要上学袁快点睡吧! 冶我听而不
闻袁继续沉醉在故事中袁直到母亲的催促声变得
有点不耐烦时袁我才会吹灭蜡烛袁躺在黑暗中回
味刚刚读过的那些故事袁 直到浓浓的睡意向我
袭来噎噎

我在小城读初中时袁 多数时候住在学校宿
舍袁我特意选择了上铺的位置遥 宿舍熄灯早袁而
我在紧张学习之余袁喜欢在舍友们睡着之后袁打

开手电筒袁悄悄读几页自己喜欢的文学名著遥 有
一天晚上袁 我从同学那里借来一本书袁 她告诉
我院野这书也是她借别人的袁明早要还遥 冶于是袁我
捧着书回到宿舍袁担心手电筒的电量不足袁又跟
同学借了蜡烛袁 连夜把那本 300 多页的小说读
完遥 在合上最后一页时袁窗外的月光正巧照在我
的床上袁 我的内心还沉浸在那跌宕起伏的人物
命运之中袁丝毫睡意也没有遥 干脆披衣坐起袁轻
轻摩挲那本小说袁久久舍不得放下噎噎

不知怎么的袁我整夜未眠读小说的事袁被班
里许多同学知道了袁还传到了班主任那里遥 我自
然被叫去批评了一通遥 当然袁相比于在有月光的
夜晚秉烛读书之乐袁这顿批评算不了什么袁我觉
得自己还是赚了遥

时光荏苒袁转眼间我已人到中年袁夜晚读书
的习惯依然未改遥 有时是一本唐诗袁有时是百读
不厌的叶红楼梦曳噎噎

手里的书换了一本又一本袁窗外月光依旧袁
它早已成了这间屋子里不请自来的常客袁 更是
我捧书夜读时最好的陪伴者袁 我也深爱这种半
床月光尧半床书香的生活模式袁特别是在读完一
本书袁把灯关掉时袁会想起一句特别美的诗院野吹
灭读书灯袁一身都是月遥 冶我沉浸在皎皎月光和
郁郁书香之中袁一瞬间袁竟不知身在何处袁今夕
何夕噎噎

半床月光，半床书香
江正

叶多次看见曳
作者院敬文东
出版社院西苑出版社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家敬文东

时隔多年后的部作品袁囊
括了自序尧创作谈尧写作
手记尧具有纪念意义的照
片尧诗精选等内容袁意图
从对话尧 自述的角度袁展

示作者的创作思路历程尧 风格变化及创作思
绪遥 本书内容丰富袁结构丰满袁从表达对侠客
的向往尧寄思亲人与朋友袁到表达人生感悟袁到

抒情文学作品袁无不向读者展示着作者的内心
情感和体悟遥 丰满的体例和内容袁既充分体现
了作者作品魅力袁也体现了追溯和传承遥

作者简介
敬文东袁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教授遥 出版

学术著作尧小说尧散文若干种遥 曾获得第二届
西部文学双年奖窑小说奖渊2012 年冤尧第二届唐
弢文学研究奖渊2013 年冤尧第四届东荡子诗歌
批评奖渊2017 年冤尧第二届陈子昂诗歌批评家
奖渊2018 年冤尧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批
评家奖渊2018 年冤尧第四届当代中国文学优秀
批评家奖等渊2019 年冤遥 入选教育部野新世纪优
秀人才支持计划冶渊2013 年冤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