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秋实凝香曳是我近日
床头阅读的一本散文随笔
集遥 我以赏心悦目的休闲方
式袁信马由缰在姜建国勾勒
的文字世界里袁 读着读着袁
似乎听到了高山流水袁于是
坐直袁以不叫一字遗漏的方
式精读遥 再回头读袁品读袁又
似乎听到惊雷阵阵遥 于是下
床袁找来红笔袁将其文字中
的风雨之思尧 惊世之语袁都
勾画了出来遥 作为一部以直
抒胸臆为主的情 怀之作 袁
叶秋实凝香曳是一部有真情尧
有境界尧能够给读者野开卷
有益冶的好作品遥

姜建国的文字不矫情袁
字里行间充满一个读书人
的赤子之心遥 叶我是土地的
背叛者曳袁 书写了作者对土
地尧 对农民的认识和理解遥
野超负荷尧 超强度的体力劳
作噎噎让我时时处在极度
疲惫的状态袁更找不到陶渊

明耶晨兴理荒秽袁带月荷锄归爷的那种惬意遥冶由于作
者感同身受地看见了农民风吹雨打尧清凉凄苦的命
运袁看见了农民像牛一样袁靠原始的尧体能的较量终
其一生的无助和失望遥于是对野工人最伟大袁农民最
光荣冶袁特别是对野悯农冶产生了新的理解遥原来文艺
青年们嘴里的野光荣冶袁是农民们要付出野为其他阶
层不知的汗水甚至阳寿冶的遥姜建国以切己的感悟袁
写出的这篇野悯农冶之文袁充满着泥土般的朴实和厚
重袁字里行间充溢着对土地尧对农民真诚的体恤和
理解遥 作者后来跳出农门袁成了一名地方上的文化
人袁但依然以野土地的背叛者冶反省自己袁这种对农
人的体察和对土地的悲悯袁使得叶秋实凝香曳充满着
厚德载物的雄浑之气袁颇令人动容遥

叶漫说文人曳是一篇以历史和人文的眼光袁辩证
剖析历代文人双重性格的哲思篇章遥 寥寥几页袁却
纵横捭阖袁远达先秦袁近至当下袁一方面高扬历代有
风骨的文人院如苏武尧嵇康尧陶渊明尧朱自清者袁嫉恶
如仇尧泾渭分明袁宁鸣而死尧不默而生遥 一方面剖析
文人泛滥的矫情和对强权的依附遥 在作者的笔下袁
写出野舍弟江南殁袁家兄塞北亡冶的李廷彦袁为追求
文字的唯美悲凉袁恣意虚构袁全忘了野修辞立其诚冶遥
对中国古代文人的 野忠君情结冶袁 姜建国反省后认
为院野写出千古绝唱叶离骚曳的屈原袁最大的痛苦就是
因为自己的忠心没有被权力接纳噎噎屈原的悲剧
命运仿佛预示了他身后两千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的
不幸命运袁即使被打入万劫不复的地狱袁心中仍然
是对耶明主爷的期盼与忠诚遥 冶这种穿透历史云烟的
清醒袁不循旧说尧大胆立论的警言警句袁显示出作者
独到而精深的思致袁使得这一类文化散文充满着敦
实厚重的思想锋芒遥

叶秋实凝香曳袁凝聚了姜建国几十年来人生的行
吟袁其情其性袁其慨其思袁不算字字珠玑袁也都是凝
聚着至情至性尧充满着筋骨感的真文章遥 以怀念亡
母为中心的叶祭母文曳袁通篇以赋体文言连缀而成袁
既显示出作者良好的古文素养袁也凝结着作者对亡
母追忆的沉痛之情遥野世传沉香劈山救母袁汉文裂塔
寻母冶袁作者深悔自己尽管野忆母几近于痴冶袁然无力
回天袁只能以山高水长之文字袁追思母亲艰难勤勉
的一生遥 野男儿有泪不轻弹袁 只是未到伤心处冶袁像
叶祭母文曳叶丹顶鹤赋曳叶大业铸就二中精神曳 等诸多
赋体文章袁都是作者从心出发袁爱家人尧爱家乡尧爱
岗敬业的至真至情之文遥 生于斯尧长于斯而情思至
于斯袁这种立足在坚实的土地和真实的性灵之上的
文字袁是叶秋实凝香曳感人至深尧发人深省的魅力所
在遥

叶秋实凝香曳的作者姜建国袁生长于射阳袁大学
时求学于徐州师范大学袁毕业后又一直在家乡射阳
工作至退居二线袁虽也曾为一方民政官员袁然几十
年来袁他面朝黄海袁躬身而诚袁笔耕不辍袁出版过 6
部文史专著遥三十年来袁他以文字滋养性灵袁上下求
索袁问天问地问人袁敢于质疑和标新遥 他胸襟阔大袁
故其文字中洋溢着一股浩然刚正之气袁使读者阅读
时有耳提面命之警醒和惊觉遥宋代大儒张载说院野为
天地立心袁为生民立命袁为往圣继绝学袁为万世开太
平浴冶姜建国对自己虽没有如此崇高的追求袁但是他
多次引用此句袁并孜孜矻矻袁一字一句地交出叶秋实
凝香曳这样的散文佳作袁其胸中沟壑自然是常人所
难比肩的遥 笔者并不认识姜建国袁但偶遇叶秋实凝
香曳这样的作品袁还是觉得袁好文字能流传于现世袁
是我们读书人的幸运遥 叶秋实凝香曳袁值得我们好好
品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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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渊通讯员 许冬冬冤近日袁射阳港经济开发区组织
开展 2022 年野绿书签行动冶系列宣传活动袁引导青少年多读
书尧读好书尧读正版书袁远离网络垃圾文化袁保障少年儿童的
健康成长遥

活动现场袁志愿者们向居民群众宣传了野扫黄打非冶相关
内容袁讲解了如何识别正版和盗版出版物的区别袁号召大家
积极参与野扫黄打非冶工作袁自觉抵制各种盗版尧淫秽色情尧凶
杀暴力尧封建迷信等有害出版物和有害信息袁多读书尧读好
书袁倡导绿色阅读尧文明上网的理念袁有效护助少年儿童健康
成长遥

通过开展宣讲活动尧张贴宣传海报尧派发绿书签等形式袁
进一步宣传了野绿书签冶活动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意义袁帮助家
长们更加深刻地了解野扫黄打非冶工作的重要性袁提高了大家
对有害思想和文化侵袭的防范意识袁在全区形成了野扫黄打
非冶人人有责尧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遥

下一步袁该区将进一步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平台袁继
续推广野绿书签行动冶袁以为民办实事为落脚点袁营造有利于青
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遥

射阳港经济开发区

“绿书签”进社区呵护儿童健康成长

本报讯渊记者 吴炘恒 通讯员 孙维佳冤人间五月天袁
温暖读书日遥 在这个草长莺飞袁绿树浓荫的季节袁读一本好
书袁给沉睡的大脑增添野新活力冶遥 为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整
体文化素质袁提升社区文明程度袁营造全民学习袁终身学习的
浓厚氛围袁5 月 12 日下午袁 特庸镇红旗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开展野现代文学大师作品研读冶活动遥

活动开始袁 前来参加活动的青年读者们热情地自我介
绍袁交流自己喜欢的书籍类型和读过的书目袁然后自由选择
自己喜欢的文学大师作品袁速读 15 分钟袁并选择自己喜欢的
语句和文字摘抄下来与大家分享遥

活动中袁社区志愿者首先介绍了举办此次读书活动的意
义袁并鼓励大家多读书尧读好书袁号召大家野每天少玩一小时
手机袁多看一小时书冶袁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遥 随后袁大家便各
抒己见袁交流读书感悟和心得袁并把自己喜欢的文学作品通
过大声朗读的方式声情并茂地读给在座的每位读者听袁通过
有声朗读加深记忆遥

最后袁社区还向各位读者赠送文学大师的作品叶闻一多
诗歌选集曳叶张恨水文学选段曳等书籍袁鼓励他们平时一定要
多读书袁充分利用手边的书籍充实自己遥

此次活动对开展全民阅读尧提高居民文化素质尧促进社
区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遥 该社区的工作人员
表示袁读书活动在社区会继续深入尧持久地开展下去袁以丰富
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袁全面提升居民个人的综合文化素质遥

特庸镇红旗社区

开展文学作品阅读交流会

喜欢读书看报的习惯养成已非朝夕遥 几十年来袁无论
是在家尧 外出还是值守办公室袁 身边总是少不了一样东
西袁那就是书遥 退休在家袁孩子们回来看我袁问我最近有没
有看到什么好书钥 还说袁如果有点阅读疲劳的话袁他那儿
倒有一本能够让我重新提起读书兴趣的好书来遥 我将信
将疑遥 不料袁上次回来袁他真的带给我一本书袁书名叶河边
流萤曳渊以下简称叶河曳冤遥

我没似以往见到一本没读过的书袁 马上投入全部精
力袁恨不得那书就是一顿饕餮大餐袁立马就能止住我的阅
读饥渴遥 然而常常是事与愿违遥 在接受野教训冶的基础上袁
这次我以野慢读冶开场袁不料袁尽管我尽力使自己在野慢读冶
的跑道上信马由缰袁却不由得越读越快袁以至于在不长的
时间内就读完了这本由百余篇短篇小说所组成的 野长冶
书袁还萌生出写点什么的愿望来遥

叶河曳这富有诗意的书名袁一下子就吊起了我阅读的
胃口遥 这本书由百余篇短小的随笔组成袁其中既有野红旗
如画冶的年代记录尧野岁月走过冶的心路重现袁也有野海阔山
遥冶的风景描述尧野为文之道冶的感想阐发遥 从这些作品中袁
能真切感知作者丰富的精神世界遥

读这本书袁我最大的感受是情感上的强烈共鸣遥 作者
的记录尧 抒发和情感的释放深深地触动了我内心深处的
琴弦袁逼着我说出我想说的话和想要表达的心路历程遥

真实质朴是这本书的一大特色遥 不谦虚地说袁我的读
书与我的一日三餐一样袁须臾不可少遥 但能使我感受哪本

书写得真实质朴的还真的不很多遥 叶河曳是其中的一部遥这
部书描写的真实与质朴袁 源于他对现实生活的全盘接受
与真实可信遥 作者写他所经历的艰苦岁月和快乐时光袁写
人们的行为表现和心理活动袁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袁用的
是白描手法袁客观真实袁纯情质朴袁没有那种刻意的文字
夸张和虚构色彩遥 读者能够感受到袁 作者是在用心来表
达袁是把真情实意凝聚在笔端来书写遥 亲人尧朋友尧同事之
间的关怀和帮助袁离别时的惆怅和依依不舍袁分别多年后
的触景生情和深切思念袁都能让读者感同身受遥

简练顺达是该书的另一特色遥 据书的野简叙冶介绍袁
叶河曳的作者谷安林已经出版了多本诗集袁其扎实的文字
功底在叶河曳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遥 随笔看起来好写袁可
以信口开河尧信马由缰曰可以尽情抒发尧随意挥洒袁但其实
很考验文字功力遥 写得太尽情袁文章就可能有煽情之嫌曰
写得太随意袁就可能使文章失去了魂袁一篇文章光有煽情
的功能袁却失去了魂袁那么袁这样的文章也能称得上为上
乘之作吗钥否浴 叶河曳中文章都不长袁可称得上为标准的野千
字文冶袁但文字简练袁态度诚恳袁像是在和读者促膝而谈袁
随意洒脱而不失规范袁娓娓道来而切中主旨遥

格调高雅是本书的又一特色遥 这本书写的都是作者
亲历亲为的身边事尧目之所及的身边景袁但同样的题材袁
从不同的角度看尧从不同的角度写袁意境是大不一样的袁
这取决于作者的格局尧眼界和笔下功夫遥 从叶河曳中袁我们
能感受到作者对于平淡的世俗生活富于哲理的思考袁感

受到作者对山河草木充满诗意的联想遥 许多人都怀有对
诗和远方的向往袁叶河曳 用别具特色的方式告诉人们袁现
实生活中也有诗和远方遥

积极乐观亦是本书的再一个特色遥 人生都会有高峰
和低谷袁有快乐时光和沮丧时刻遥 特别是对经历丰富的
人来说袁酸甜苦辣的人生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书遥 不管
是写过去还是写今天袁叶河曳传递给读者的都是一种乐观
的心态遥 这种心态袁在作者对自然景物和大千世界的诗
化描写中袁体现得尤其充分遥 他笔下百花盛开的广袤草
原尧森林覆盖的绵延山峦尧淙淙流水的山间小溪袁无不给
人一种生机盎然的感受遥 至于那抓蝈蝈尧摸鱼虾尧蓝天白
云尧绿叶清风的童年回忆袁更是让人羡慕那份真挚的童
趣遥

人和人袁重在情感的沟通袁人和书袁其实也重在情感
的沟通袁因为这种沟通就是读者与作者心的相通遥 就像
我们读古人的书袁读到会心处袁穿越千年之感往往会扑
面而来遥 古今中外袁相同或相似的际遇尧阅历尧感受都会
形成人与人之间相通的情感和认知遥 困难的是袁如何把
这种情感和认知精准贴切地由感性变为理性并准确地
表达出来袁这就是写作者的使命遥 叶河曳能唤起共鸣袁正在
于作者对精准贴切表达的探索遥 当然了袁如果能在一些
篇章中更清楚地点明主题思想袁画龙点睛地提高作品的
思想意境袁也许会给读者以更多的启示遥

真实质朴的《河边流萤》
李志勇

现代人似乎不同程度地成了野手机控冶袁
就拿我家来说袁回家后袁每人一部手机袁全家
人难得说上几句话袁更不要说野倾心交流冶了!
尤其是孙女袁书包一放袁就掏出手机玩游戏袁
有时玩得兴起袁连晚饭都野没空吃冶尧深夜都
不睡觉袁真正达到了野废寝忘食冶的程度!

我劝孙女放下手机袁给她讲玩手机影响
学习的道理遥 可孙女却振振有词院野总说我玩
手机不好袁那你们为什么总玩呢钥 难道你们
玩手机就不耽误工作和生活吗钥 冶

孙女的话袁让我全身一震! 是啊袁长辈是
家庭中的老师袁也是晚辈们生活中最直观的
榜样袁我们都放不下手机袁如何能要求孙女
放下手机呢钥 我和儿子尧儿媳促膝长谈袁他们
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袁于是袁我们建立
了野家庭同盟冶院回到家袁大家都要放下手机袁
读书的读书袁做家务的做家务遥 我也以身作
则袁陪伴孙女读书!

我家有藏书上万册袁这下袁我和孙女可有
野活儿冶干啦! 我们一人一本书袁坐在沙发上安
静地阅读遥 我选的书很合孙女的胃口袁这极大
地激发了她的读书热情遥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袁 我们就读完了
叶美丽中国曳系列尧叶趣味历史曳叶中国民俗文化一本通曳叶小学生
唐诗宋词大全曳等书籍遥

现在袁孙女的视野越发宽阔袁谈天说地时袁一副野文绉绉冶
的野小博士冶模样袁同学们有什么不懂的向她请教时袁她会自
信满满地给大家解答遥

家人的陪伴袁同学的认可袁使孙女彻底摆脱了野手机控冶袁
一跃成为全校的野阅读小明星冶浴后来袁在全县举办的野诗词大
奖赛冶上袁孙女连闯五关袁获得了优秀奖袁并顺利考上了县高
中浴

放下手机去阅读袁不仅使我家充满了野书香冶袁也让孙女
收获了知识和阳光袁同时袁也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健康向上
的良好家风! 看来袁我家的野家庭同盟冶还要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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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唐诗三百年院诗人及其诗歌创作曳
作者院黄天骥
出版社院东方出版中心
内容简介院唐诗是中国古典文学的袁也是中华文明

的瑰宝遥 当代讲习唐诗者众袁但深有会心者不多袁通过
唐诗而会通一个时代者少遥 古典文学专家黄天骥教授
半个多世纪专研古典文学袁博考经籍袁比较群言袁覃思
神会袁多有独见袁著述既成袁无不受学界褒誉遥其研唐诗
虽早袁但著作却成于袁裁量诗意袁观察世运袁烛照文心袁
思虑之深袁发明之多袁表达之简洁明快袁实属少见遥应本
社之邀袁作者将此系列 35 篇新作编成一著版行袁而有
唐一代诗歌精华风貌俱在焉遥

诵其诗袁知其人袁感其世袁思其气象袁不亦说乎浴
作者简介院黄天骥袁古典文学专家袁1935 年出生于

广州遥 师从文史大家王季思先生和董每戡先生袁1956

年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袁
留校任教袁 累迁至教授袁兼
任中国古代戏曲学会会长尧
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
员袁曾任中山大学中文系主
任尧 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尧
学位委员会第二届学科评
议组成员遥 黄天骥教授治学
育人袁桃李满天下袁为教学
名师遥 先生以古典戏曲尧诗
词和古典文学史研究著称
于世袁 著述多获重大奖项袁
出版有叶黄天骥文集曳十五卷及叶岭南师友曳等遥

叶千里江山图曳
作者院孙甘露
出版社院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院1933 年袁腊月

十五袁乌云笼罩着上海袁一场
秘密会议突然被冲袁一半与会
者被抓遥 陈千里临危受命袁重
整队伍袁继续执行绝密计划遥
众目睽睽之下袁一场事先张扬
的转移险战就此展开噎噎

作家孙甘露的最新长篇
小说遥 叶千里江山图曳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袁打捞出

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袁 用文学的方式去想象和呈现
它的过程遥 作者捏土为骨袁化泥为肉袁将散落于历史尘
埃中的理想主义者袁重新聚起他们的精神和血肉袁于焦
灼乱世中躬身入局遥 他们是父亲袁是爱人袁是兄弟袁他们
在漆黑的夜里开始一段深不可测的航程遥 孤寂的至暗
时刻袁一个人看到什么袁愿意看到什么袁他就会成为什
么样的人遥

作者介绍院孙甘露袁作家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袁上海
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袁上海国际文学周尧思南读书会总策
划遥 著有叶信使之函曳叶访问梦境曳叶呼吸曳等袁作品有英尧
法尧日等多种译文袁被收入海内外多种文学选集遥 他的
写作和文学活动袁都构成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遥

今年以来袁为满足居民群众多样化尧多层次尧多方面的文化阅读
需求袁千秋镇多措并举袁开展线上线下阅读活动袁致力于让多读书尧
读好书尧会读书成为每一个千秋人的习惯与坚持袁让书香浸润千秋
的每一处角落遥 渊千秋镇宣传办供图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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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二涧村阅读推广活动遥

图为推广村青少年阅读会遥

图为沙港村农家书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