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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堡风景》难以归类，它
是小说和回忆录的结合。在书
中，门罗回溯了她的家族史，再
现了祖先在苏格兰的生活和远
涉重洋的经历，一代代人的生活
鲜活地展现于笔下。书里有考
据有传说有亲身经历，读来百种
滋味在心头。

本书选取汶川特大地震中
成功获救，但高位截肢的60余位
孩子作为访问对象，真实记录他
们如何在社会各界组织以及个
人的支持与爱抚中，克服种种难
以想象的生理与心理的疼痛，战
胜自我，微笑面对生活并把爱心
传递的故事。

《陈春花管理真言》精选
300句企业管理战略智慧真言，
包含十个方面的内容：管理、组
织、激励、计划、经营、战略、营
销、团队、自我认知、心性成长，
句句干货。300句骤变时代里
的行动指南，助力个人和企业完
成自我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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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设定了一个特殊的时
间和空间，时间是一百年，空间
是未来。长生不老技术使人类
获得永生的可能，也带来一系
列社会问题，《百年法》由此诞
生，规定“接种永生疫苗者在百
年后必须放弃生存权”。第一
个百年正在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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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

跟外国人读《史记》

去年夏秋之

际，我在哈尔滨群

力新居，住了四个

月。其中大半精力，投

入到了《候鸟的勇敢》的写

作上。

这套可以远眺松花江的房子，

面向群力外滩公园。每至黄昏，天

气允许，我总要去公园散步一小

时。夏天太阳落得迟，也落得久

长，西边天涌动的深深浅浅的晚

霞，忽而堆积起来，像一炉金红的

火；忽而又四处飞溅，像泣血的泪

滴。当我迎着落日行走时，常被它

晃得睁不开眼，一副半梦半醒的模

样；而与它背行时，夕阳就是架在

肩头的探照灯，照得脚下金光灿

灿。

夕阳中总能看见

各色鸟儿，在树林和

滩地间，飞起落下。

常见的是仿佛穿着黑

白修身衣的长尾巴喜

鹊，还有就是相貌平平

的麻雀了。麻雀在此时

喜欢聚集在一棵大树上，

热烈地叫，好像开会讨论着什

么。有时我起了顽皮，会悄悄走过

去一摇树身，让它们散会。

我散步的时候，脑海里常翻腾

着正在创作中的《候鸟的勇敢》，候

鸟管护站，金瓮河，娘娘庙，瓦城的

街道，这些小说中的地标，与我黄

昏散步经过的场景，有一种气氛上

微妙的契合。不同的是，小说故事

由春至冬，而创作它历经夏秋。

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无论文本

内外，都是波澜重重。夕阳光影下

的人，也就有了种种心事。所以

《候鸟的勇敢》中，无论善良的还是

作恶的，无论贫穷的还是富有的，

无论衙门里还是庙宇中人，多处于

精神迷途之中。我写得最令自己

动情的一章，就是结局，两只在大

自然中生死相依的鸟儿，没有逃脱

命运的暴风雪，而埋葬它们的两个

人，在获得混沌幸福的时刻，却找

不到来时的路。

这部小说写到了多种候鸟，而

最值得我个人纪念的，当属其中的

候鸟主人公——那对东方白鹳。

我爱人去世的前一年夏天，有天傍

晚，也是夕阳时分，我们去河岸散

步，走着走着，忽然河岸的茂草丛

中，飞出一只我从未见过的大鸟，

它白身黑翅，细腿伶仃，脚掌鲜艳，

像一团流浪的云，也像一个幽灵。

爱人说那一定就是传说中的仙鹤，

可是它缘何而来，缘何形单影只，

缘何埋伏在我们所经之地，拔地而

起，飞向西方？爱人去世后，我跟

母亲说起这种鸟儿，她说她在此地

生活了大半辈子，从未见过，那鸟

儿出现后我失去了爱人，可见不是

吉祥鸟。可在我眼

里，它的去向，如此

灿烂，并非不吉，谁

最终不是向着夕阳

去呢，时间长短而

已。因为八九十

年，在宇宙的时间

中，不过一瞬。我

忘不了这只鸟，查

阅相关资料，知道

它是东方白鹳，所

以很自然地在《候

鸟的勇敢》中，将它

拉入画框。

从1986年我在

《人民文学》发表首部中篇《北极村

童话》，到2018年《收获》杂志刊登

这部《候鸟的勇敢》，三十多年中，

我发表了五十多部中篇，它们的体

量多是三五万字，但这部中篇有八

九万字，成为我中篇里篇幅最长

的。完稿后我改了两稿，试图压缩

它，没有成功，我这样说

并不是说它完美，而是

说它的故事和气韵，该

是这样的长度吧。我不

知道《候鸟的勇敢》这条

山间河流，自然冲积出

的八九万字的小小滩

地，其景其情能否吸引

人，愿它接受读者的检

验。

让我再一次回望夕

阳吧，写作这部作品时，

我夏天在群力外滩公园

散步时，感觉夕阳那么

遥远，可到了深秋，初稿

完成，夕阳因为雄浑，显得无比大，

有股逼视你的力量，仿佛离我很近

的样子。这时我喜欢背对它行走，

在凝结了霜雪的路上，有一团天火

拂照，脊背不会特别凉。

渐行渐近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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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2018年1月出版的

《〈史记〉人物四十五讲》，以一个外

国人的视角读解《史记》人物，引导

我走进《史记》世界的最深处。由

外国人领进中国古

籍，不能不说，这是

一种奇妙的缘分。

一个非历史专

业的日本人凭个人

兴趣写的有关《史

记》的书，原本以为

是随笔类读书笔

记，读后才发现是

正史研究，颇有些

惊异。作者精选《史

记》中的五十多个主要人物，每讲前

半部分叙述主要人物的生平履历，

后半部分点评主要人物及相关人

事。因《史记》叙述简洁，作者从《左

传》《汉书》《吴越春秋》等大量古籍

中“拼贴”“复原”人物信息，使人物

形象饱满，可读性更高。

贯通全书的脉络，是“人为何

物”“人生应该怎样度过”，属于亘古

不变的大命题。作者对天文学有所

研究，字里行间感觉到他是

站在宇宙角度静观

和思考人生。理工

科的我学过，建立

在哥白尼原理上的

宇宙大爆论理论认

为宇宙是各向同性

的，即宇宙没有中

心没有特殊方向。

这也正符合作者剥

离人为设立的各种价值和尺度

的立场。

作者在末篇结尾处也提到此

理论，延伸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

准都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尺度”

的观点。从宇宙的历史看人的一

生，仅是一瞬。由此，我也回想到

自己的爱女瞬间长大，才发现时间

确实快得有些残酷，又想到过往的

喜怒哀乐、患得患失都已随风而

去，似乎略微理解了作者之意，让

我开始思考这瞬间人生应该怎样

度过。

年少时，母亲曾教导“雁过留

声、人过留名”，即将不惑的我，开

始渐渐理解。我对祖父辈还有所

印象，但对曾祖父辈却一无所知，

连名字都不知晓。想到自己三四

代过后是同样命运，不免伤感。

作者在书中笔墨饱满地刻画《史

记》中忠良奸诈等各色人物的一

生并加以点评，给现代人做参

照。如同去一个陌生地方要看地

图一样，人生有了参照，方可明确

方向、开拓未来，在时代中留下印

记。当然，想必没有人会把奸恶

之人当作目标，至于能否留名于

后代，那只是附属品，不必过于留

意。

作者精心设计，第一讲李陵篇

与第四十五讲司马迁篇

形成呼应之态。读到最

后，方才感到作者对司

马迁的敬仰之意。司马

迁仗义执言，辩护李陵

之冤，惹怒汉武帝，遭受

腐刑。然他忍辱负重，

以柱石之坚的意志发愤

著书，将人生的价值全

部注入《史记》伟业，终

功德圆满，完成千古绝

唱。司马迁在《史记�伯
夷列传》提出“所谓天道，是邪非

邪”的千古一问。山崎先生认为

此问出自司马迁的心声，为其打

抱不平，并写出饱含深情的第四

十五讲的“天道是与非”，可谓司

马迁的千古知音。

司马迁的毅力与能量源自何

处？毅力非常之人接近痛苦极限

时，会被迫发出不可思议的能量，

这也许是宇宙隐藏在人

体基因中的秘密。将来

人类如果遇到危机时

刻，相信会迸发出自我

解救的能量。想到此，

眼前的困惑与烦恼，都

如过往烟云，忘却也

罢。也许，当你想成长

时，压力是必要的。

如开篇所述，作者

非专业历史学者，自然

达不到专家学者的炉火

纯青。反过来，此书的通俗性、故

事性，让对《史记》知之甚少的我这

种理工科男也能读懂，可以学习基

本历史知识，了解外国人对中国历

史的某些观点，扩大视野，更重要

的是，学习历史人物身上的强大精

神，完善自我人格。

□张东辉

读书随笔

村（社区）换届选举
选好配强“领头雁”

本报讯 5月16日下

午，凤里街道党工委召开社

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动员大

会暨社区党组织换届业务培

训会。街道相关领导干部、

社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社区主干、社区组

织委员和分管民政副主任

（居委）参加本次会议。

会上，传达上级关于社

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指

导精神，并就社区党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开展业务培训。

会议强调：要落实责

任。要做到责任到人，一级抓

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要确

保稳定。要把宣传引导贯穿

于换届选举工作全过程，引导

广大党员群众有序参与、依法

参与、理性参与，确保换届选

举规范有序进行；要统筹兼

顾。在做好换届工作的同时，

要统筹推进街道各项工作有

序开展。 （记者 王秀婷）

本报讯 5月15日上

午，湖滨街道党工委召开社

区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动员

部署暨业务培训会议，领导

小组全体成员、各社区“两

委”成员参加会议。

会上，由街道党工委杨

韬书记对街道社区组织换

届选举工作进行了具体部

署，强调要提高思想认识，

加强组织领导，紧盯目标要

求，拓宽选人渠道，选优配

强班子，严格正风肃纪，切

实把好资格关、结构关、程

序关、方法关、纪律关，依法

有序推进社区组织换届选

举各项工作。随后，街道党

工委副书记组织开展社区

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业务

培训，从时间安排、任职条

件、推选方式、程序步骤等

方面进行详细的解读说

明。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5月15日，宝

盖镇召开村级组织换届选

举工作动员部署大会，传达

上级有关会议精神，就

2018年村级组织换届选举

工作进行全面动员、部署。

会议要求，镇村两级要紧扣

时间节点、纪律要求、工作

方案，抓早、抓细、抓实，确

保换届选举工作规范、有序

开展。

会上，宝盖镇给辖区各

村（社区）分发了《2018年

宝盖镇村级组织换届选举

工作实施方案》《中共宝盖

镇委员会关于做好2018年

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

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文件，

详细解读换届选举工作的

实施方案，就时间节点、村

“两委”成员任职条件与班

子结构要求、纪律要求等重

点事项进行着重强调。会

议强调，村级组织换届选举

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依法依规、坚持民主选举、

坚持纪律从严，各村（社区）

要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全

面动员，精心组织，确保选

出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

理、群众公认的新一届村级

班子。据悉，此前，宝盖镇

已率先铺开村级组织换届

选举的各项前期工作，做到

早谋划、早安排、早发动。

（记者 林智杰）

本报讯 5月12日，锦

尚镇召开2018年锦尚镇村

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动员

部署暨业务培训会。镇两

委班子成员、派出所、边防

所、下村干部、村务工作者、

村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领

导小组和候选人资格审查

小组成员以及村主干和村

组织委员参与了会议。

会上，锦尚镇分发并学

习了《关于做好2018年村

党组织换届选举工作的通

知》、村党组织换届选举等

文件及工作流程图，并就村

级组织换届选举工作，开展

业务培训和动员部署，使与

会人员学懂弄通村级组织

换届选举工作要求，力促扎

实做好换届选举各项具体

工作。

会议强调三点意见：要

提高思想认识，树立全局思

维；要吃透工作方案，从严

从实把好关键环节；要强化

责任落实，形成工作合力。

锦尚镇党委书记要求全体

镇村干部要以严肃认真、依

法依规，高标准、高质量地

圆满完成换届选举工作，确

保选出群众信赖、本领过硬

的新一届班子，为建设宜居

宜业的滨海城镇提供坚强

的组织保证。

（记者 邱育钦 通讯

员 邱章铭 蔡奕境）

本报讯 5月11日，石狮市凤里

街道卫计办、计生协会携手凤里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走进石狮市慈爱

老人福利院开展“母亲节暨幸福工

程救助贫困”中医义诊服务活动。

活动现场，由石狮市凤里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组成的医师团队，主

要围绕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常见

病开展，内容包括血压测量、中医

把脉、艾灸推拿、刮痧拔罐等等。

医务人员不仅向福利院的老年人

们讲解中医养生之道及预防保健

知识，而且还为腰、腿、颈部疼痛的

老人们进行了调理。此外，卫计志

愿者们为老年人们派发礼物100多

份，并和老年人们聊家常。

据悉，当天有近50名老人体验

了中医理疗。这次活动，不仅让老

人们体验我国传统中医疗法当中

的各类特色疗法，也引导广大群众

从关爱老人、关爱母亲出发，学会

感恩，学会回报，促进家庭和谐、社

会和谐。

（记者 王秀婷 通讯员 杨云燕）

本报讯 近日，

灵狮村乡贤蔡尔义

先生率儿子蔡荣智

先生和儿媳蔡黄雅丽女士，在孙儿蔡子蔚举行舞象（16

周岁宴）志庆之际，率先响应灵狮村村委会移风易俗的

号召和动员，不操办宴席，乐捐13万元用于支持家乡公

益、养老、教育及慈善事业。

据灵狮村党支部书记蔡荣铁介绍，蔡荣智先生一家

在乡里乡亲素有很好的口碑，乐善好施，多次慷慨捐助

慈善资助家乡各项事业的发展。据悉，该笔13万元慈

善款分别捐赠给灵狮村敬老基金会5万元、石狮市第四

实验小学3万元、灵狮村委会1万元、下三落祖宇2万

元、灵狮村老年人协会1万元及容卿老年总会1万元，作

为家乡建设和发展的活动经费。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蔡荣挺）

本报讯 5月14日，玉湖社区党委与党建共建单位

石光中学党总支联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员主

题党日活动。玉湖社区和石光中学全体党员参加活动。

活动中，玉湖社区党委领导带领各位党员参观了

“玉湖社区革命传统教育走廊”和“玉湖乡贤风采走廊”，

让各位党员接受一次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随后

大家歌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并重温了入党誓

词，激发爱国情怀。同时，本次活动还邀请到了石光中

学的康文瑞老师为党员们授课，讲课主题为《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除此之外，为充分发挥玉湖社区党委和石光中学党

总支各自的党建优势，整合资源，积极作为，双方还在本

次的活动日开展党建结对共建活动，以此不断提高党的

建设质量，创建党建文化特色品牌，推进玉湖社区党委

和石光中学党总支党建工作更上一层楼。

（记者 陈嫣兰）
本报讯 5月15日，由石狮市检

察院、蚶江派出所、洪窟警务室青

少年社会教育活动中心联合主办

的“检察官警官志愿者进课堂主题

讲座活动”走进蚶江中学，石狮市

检察院检察官，蚶江中学法制副校

长蚶江派出所出民警及志愿者蚶

江中学家委们为该中学初一（1）班

的中学生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

当天的活动课分为班长、班级

安全员参加的法制教育讲座及进

班授课两个教学环节。讲座上，陈

巍虹检察官从刑法量刑角度，出平

湖副所长从治安处罚角度，从当前

的校园安全状况入手，通过真实案

例向同学们讲解了如何防范校园

暴力，让青少年同学们明白如何提

高自我保护防范意识，抵制不良风

气侵袭，防止校园意外伤害。志愿

者代表家委余萍主任从家庭教育

的角度，提出了殷切希望。勉励同

学们要珍惜校园的美好时光，远离

违法犯罪，做一名学法、懂法、守法

的中学生。

此次活动，通过与学校携手开

展法治进校园活动，进一步提高了

青少年学生的遵纪守法意识、安全

防范意识，从源头上有效预防和减

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发生，为共

同营造一个安全守纪、文明和谐的

校园环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记者 兰良增 通讯员 程育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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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昨日，在永宁镇下宅溪沙堤段，记者看到

数名环卫人员正在清理河道内的垃圾，据悉永宁镇聘用

20名村级河道专管员坚持每日对西岑溪、子英溪、下宅

溪、梅港溪进行常态巡查，做好河道常态化保洁、防止乱

排乱放等问题。

“这20名河道专管员每日都会汇报河道情况，发现

问题及时处理。”据工作人员介绍，永宁将持续推进河长

制工作，逐步改善永宁镇的水环境质量。

（记者 占婷 通讯员 郑圳煌）

永宁聘用
20名村级河道专管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