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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方式：写 600 字左右的推荐理由并录成 180 秒
左右的音频（也可邀请朋友录制），附上书的封面图。

投稿邮箱：zfkydb@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180
秒荐书”。

“成长是痛，不成长是不幸”，村上春
树的这句话一直是我微博的个性签名，推
荐给大家的这本《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
的巡礼之年》是我读了村上春树众多书籍
中感触最深的作品，我起码完完整整地读
了三遍。这本书于我来讲意义非凡，我买
过两本。一本现在还留在书架上，一本赠
给了好友。

书中多崎作说过的一句话让我印象很
是深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缺少色彩和个
性、空无一物的人，总觉得自己是腹中空空
的容器，里面根本没有可以称作内容的东
西。”在多崎作的世界里，他是没有色彩的，
而他的好友赤、青、白、黑、灰都是有色彩
的，这似乎让多崎作显得格格不入。

作为读者的我似乎也成为主人公多
崎作，特别是在一些阴郁的时段里，我也
会和多崎作一样用“腹中空空的容器”来
形容自己。相信听到这儿，很多朋友都能
够感同身受。尽管没有引人注目的个性

与特质，但自己又与周围的人不尽相似，
也会觉得身上还有并不普通的部分。这
种蕴含着矛盾的自我认识，在人生中处处
给我们带来惶惑与迷乱。有时很微妙，有
时相对深刻一些、强烈一些。

这本书关于成长之痛，莫名其妙被排
斥在朋友圈之外导致主人公多崎作失去
人生的信心……阅读这本书会让我们不
止一次地检视那些绽放过又枯萎的友谊
之花，让我们学会不管是无辜还是伤害都
不应该就此给自己贴上愚蠢、无趣的标
签，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颜色。

那书中的多崎作究竟是如何对自我
内心进行探究、对生命进行色彩探究的
呢？翻开这本书吧！你一定会找到答案，
你也一定会忍不住多读几遍去找寻属于
自己的色彩！

（推荐人：刘华珍 声音：刘华珍）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

（日）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当你不经意间，忽听有人朝着分明是男子汉的刘兰生呼
唤一声“兰妮子”，或许会一个激灵，立马睁大好奇的眼睛。

没错，这个颇似女娃的称谓，恰恰是刘兰生颇有来头的
乳名。当然，我关注刘兰生，并非冲着这个貌似八卦的乳名，
也不仅仅是因为跟他神交已久。此番欣然命笔，原因只有一
个，源自心底的一份敬重与挚爱，即敬重其人，亦挚爱其文。

去年的 5月里，很多时候，我都坐在电脑前，静静品读刘
兰生的《绿野清风》，其中好些篇章，甚至看了几遍。捧读这
部书稿，宛如徜徉于田野阡陌，呼吸着山水和泥土的气息，令
人澄明、愉悦而感动。而这一份感动，亦宛如生命过电，带给
人一种心灵震颤的自然与人性之大美，让你欣欣然热泪如雨
地咀嚼大爱乡愁，领受一场魂魄的涤荡与洗礼。

读懂刘兰生，或须先读懂兰妮子
从某种意义上说，欲读懂刘兰生，真正融入这部《绿野

清风》，或许先要读懂那个潜藏于他灵魂中的兰妮子。
为了求证兰妮子之乳名的由来，我特意微信刘兰生。

他说，这是他赣南老家的习俗，妮子，小女子也，男孩叫妮
子，寓意命贱，更易成活长大。

兰生原本命途多舛，哥哥一岁即夭折，兰生尚未降生，父
亲就已诚惶诚恐，请来算命先生卜卦。算命先生预言尚在母
腹中的他命薄，约定取名“栏生”，叮嘱出生后必须像猪牛一
样关在栏里，一百天内不得出家门半步。这还没完，兰生 2
岁时，母亲因生妹妹难产而殒，自此痛失母爱。他 6岁时，父
亲续弦，不意为兰生娶来一个刻薄的后母。虽有慈父呵护，
但老实巴交且日出而作的父亲，常常庇佑不了儿子。

我无法想象兰妮子彼时以泪洗面，翘盼父亲归来的那一份
无助、无奈与悲哀。可以肯定的是，兰妮子——这个被父亲及
一族至亲呼唤的小名，于刘兰生而言，已绝不是一个少时的符
号和称谓。唐代张祜在《何满子》里吟道：一声何满子，双泪落
君前。或许，一声兰妮子，刘兰生亦会怅然地“双泪落君前”。

我曾琢磨，刘兰生的这部书何以取名《绿野清风》？仅
看书名，好像松间明月很轻松，其实，它的内容很厚重。

兰妮子苍翠而厚实的生命底色
童年的命运色系，会濡染一个人的记忆，并成为生命中

最原始、最恒久的一层底色。这部书的第一辑“绿野清风”，
浸润着泥土的芬芳，散发着山水的气息。捧读它时，仿佛蓦
地打开了兰妮子的“内存”，他笔下的山川河流、树木花草，
绝不是单调而平面的铺陈，而是立体的呈现，与人浑然一体。

如开篇的《桃花湖畔》，不见桃花，却信手拈来，文中着意
抒写的心灵美和意境美，让人久久回味。《杨梅坪的春天》，写活了春雨如酥的妙
处，一切都朦朦胧胧，那个扬鞭赶牛犁田的老农，那一群上下翻飞啄食虫子的八
哥鸟，还有那几位或头戴斗笠在河边浣衣，或打着花伞、踏着石板路走向雨雾蒙
蒙山垅深处的村姑们，交织叠印，宛如一幅诗意流淌的水墨丹青。这一刻，你会
觉得，那个田垄上，应该还有位赏春客兰妮子。

刘兰生行文清新灵动，颇像大山里的溪流，汩汩流淌，跌宕多姿。静静地
徜徉于这条溪流边，你在不经意之间，便会感觉到两个或平行、或错落的视
角，一个是童稚而少小的兰妮子，一个是饱经风霜的作家刘兰生，前者活泼而
有趣，后者深沉而多思；前者常常看到山水草木的丰盈，后者却每每窥见生态
环境的破坏与保护。

尤其喜欢刘兰生这个篇章里的“吃货”系列，如《装虾米》《摘茶泡》《采杨梅》
《挖冬笋》《捡蘑菇》《捉泥鳅》《打黄糍》，等等。《圣经》里有句话，当上帝关了这
扇门，一定会为你打开另一扇门。失去母爱的兰妮子，石脑上的外婆一家却加
倍赐予了他另一重厚重如山、清澈如泉的爱，尤其是二表哥，堪为兰妮子捧读大
自然这本百科全书的导师。这些，便潜移默化成兰妮子生命中温煦的底色。

如斯，兰妮子世界的纯真、活泼，与刘兰生世界的怅然、忧思，便融汇缠绕在一起，
形成了这组散文独特的思想性和审美意象。

厚重的父爱巍巍然如蜡树岰大山
兰妮子丰盈而刻骨的生命体验和记忆，无疑是刘兰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珍

贵宝藏。这部书的第二辑“人间挚爱”中，他倾情抒写的一组人物故事，多是故乡厚
土的至亲与好友，他们皆经年累月蛰伏于作者心底，只需心灵一声呼唤，笔墨铺路，
他们就能立马醒过神来，接踵从字里行间中栩栩如生地走来，牵动着一缕清风云
烟；而我们，便陷落于这山涧溪水般汩汩流淌的故事里，心如潮水般奔涌。

提起父亲两个字，我就会想起朱自清的《背影》，还会想起自己的父亲。相比之
下，刘兰生笔下的父亲，恐怕是今生带给我最多心灵震颤、令我淌下最多泪水的父亲。

我曾给刘兰生发微信，问他故乡最高最难忘记的大山是哪一座？他回复我：应
是村子北面的蜡树岰。它高耸入云，林木森森，是固厚人走50里山路去宁都县城
必须翻越的大山。他在宁都中学读高中的3年里，为了筹措学杂费，几乎在每年的
寒暑假里都同父亲披星戴月、踩霜踏露，翻越蜡树坳大山，呼哧呼哧地挑着劈柴去
县城卖。渴了，喝几口路边的山泉水；饿了，坐在凉亭里啃着带去的冷饭团。

我明白了，在刘兰生的心目中，父亲就如巍峨的蜡树岰大山。
如《大爱无言》，是刘兰生影响最广泛、收入全国各种文学选本最多的一篇散

文，作品中抒写的那穿越阴阳两隔的虔诚与凄美，感人至深。还有《送父回家》，
作者以第二人称，深情抒写了送罹患重疾的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回归古溪
祖居。这篇入选中国散文经典的作品，我每每阅读，每每热泪盈眶，那一连串“小
时候”的排比句，如层层波浪拍击心海。

文学救赎，构架穿越时空的大爱乡愁
爱是一种力量，爱的叠加可以改变岁月的温度，托举生命的风帆。“人间挚

爱”这一辑，篇篇令人惊奇。一个从小缺失母爱、遭遇刻薄后母的孩子，反倒在爱
与恨的岁月穿行中，撇下了苦涩的“萧艾”，采撷了满怀馥郁的“岸芷汀兰”。

“挚爱”中令我印象深刻的，有写亲人的，亦有写乡邻的，还有写师长、同事、
好友的。二表哥这个人物，在这部书里给予我的感动，仅次于父亲。刘兰生在落
墨二表哥时，运用了《诗经》的重章叠唱的手法，使二表哥的脚步在我们的心上踩
出深深的履痕。闭上眼睛，我就能看见二表哥用竹扁担，挑着大米、干腌菜、霉豆
腐，还有书本等，汗流浃背地走在虎狼出没的山路上……

当兰妮子迈开人生的脚步，自古溪、石脑上，而固厚、宁都、南昌、赣州，一路
在红土地上孜孜跋涉时，我们欣慰地看见，他爬过的山峦，蹚过的溪流，穿行过
的岁月，依次兀立着父亲、外婆、舅母、二表哥、姨父、张校长、李老师、清明婆婆、

马大婶、卢大夫等一组大爱的雕
像，他们在不同的时间节点上，以
涓涓流淌的大爱，抚慰温暖着作者
及世人的心灵，从而拓展丰韵了作
者的襟怀和视野。

何为乡愁？词典大都解读为
怀念家乡的忧伤的心情，我以为，
乡愁不仅仅是忧伤的心情，也是一
种大爱。唯有大爱，方有忧伤，故
而，最深刻、最感人，也最有审美价
值的乡愁，便是人与天地自然的交
汇融合。在这里，刘兰生做到了。

孟子云，爱人者，人恒爱之。
其实，自古而今，人类最大的智慧
和美德，莫过于爱人。当我们从刘
兰生的《绿野清风》里品味、咀嚼了
深深植根于赣南红土地上的大爱
乡愁，并为此感动不已，掬一抔清
泪仰望星空时，我们亦欣喜地望见
了刘兰生携爱前行的身影。

《松间轻语》是江西知名作家李伟明先生
创作的一部主讲“反腐”“修身”的杂文集，2022
年世界读书日之际，该书由广东旅游出版社出
版发行。全书收录了他多年来在报刊公开发
表过的 82篇杂文，分两大主题，一是谈工作感
悟，主要围绕廉政方面的事例展述；二是谈生
活感悟，主要围绕生活及工作中的一些故事，
进而抒发作者做人做事的感悟和道理。这些
文章尽管篇幅不大，但语言朴实无华，字里行
间弥漫着浓郁的廉政传统文化气息，在作者娓
娓讲述中，读者很容易被其细腻的文笔和富有
哲理的语言深深吸引，同时读后又会让人引发
无限思考。笔者认为是一部融故事性、趣味性
和哲理性于一体的优秀集子。

廉政文化是一种清正廉洁的思想和信
仰，其本质是一种道德的教化，让党员干部和
群众自觉遵守社会道德做好对自己的约束。
文字作为思想和信仰的重要载体，以其独特
的传播方式展现重要的引导功能和价值。当
年鲁迅先生为了唤醒国人的觉醒，弃医从文，
创作大量激励同胞的热血文学作品，无不诠
释出文字的巨大力量。老百姓历来有着清官

情结，喜欢阅读廉政类的文学作品，观看廉政
类的影视作品，廉政文章尤其对党员干部有
着重要的教育警示作用，更应当多读、长读、
深读，这样有益于自身拒腐防变。积极参与
廉政图书的出版工作，宣传社会主旋律，更是
我们出版工作者有效贯彻新时代廉政文化建
设的实际举措。这种深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激励着我们不断寻找此类作品，并于 2021年 6
月策划出版了《清风文荟：赣州市廉政文学作
品选》，而当《松间轻语》的书稿出现眼前时，我
又为之一震。时光回流到 2021年与李伟明先
生的一次聊天，得知他正准备写一本寓教于乐
的廉政类图书，我听后怦然心动，不久即收到
他发给我的书稿，阅读书稿更加坚定了我出版
的决心，立即将这部书稿纳入出版日程，着手
相关工作。彼时伟明先生公务较为繁忙，我们
的沟通大多在其工作之余，时常借助网络深夜
长谈，现在想起还记忆犹新。

中国廉政文化源远流长，有许多杰出的
先人把廉洁二字看得如同生命般宝贵，更愿
为此奉献终生。《松间轻语》取材独特，正是围
绕廉政(官员为政）这个话题展开，并围绕权
力、职守、人格等方面，有针对性地列举了一
些真实案例，提出了加强官德建设的一些合
理化建议，阐明了做官先做人，从政德为先的
原则。伟明先生多年的纪检工作经历，加上
他深厚的文学功底，使得书稿文笔优美，语言
朴实精炼，既贴近生活，又深含教育意义。

讲好廉政故事需要有细节，细节往往最能
戳中人心，让读者留下思考的余地。《松间轻语》
积极营造一种以文化人，以文润德，以文养廉的
浓郁氛围，使清风正气得到弘扬，更希望崇德尚
廉蔚然成风。本书的独特之处是，所有故事来

自一名纪检工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所悟，
话题虽然严肃，但又不失温度，文字间更充满一
种真情，让我们面对日常生活时，拥有一种难得
的参照，亦可获得一次心灵的洗礼。

文章合为时而著。在全面推动新时代廉政
文化建设的当下，在从严治党，提倡廉洁从政的
今天，《松间轻语》无疑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廉
政作品，非常值得大家多多读，细细品。书中除
了以“反腐”为题的内容让人读后感触良多，以

“修身”为题的内容同样让人读后受益匪浅。这
部分内容不管是写物抒情，还是感时言志，处处
洋溢着作者的真情，折射出许多道理。

伟明先生从事记者、编辑以及纪检工作的
经历，让他善于观察生活中的细节，阅读《松间
轻语》后不难发现，作者正是从身边事、从细微
处入手，以其独特的视角判断，评析现实生活
细节中的是与非，语言朴实精炼，情感细腻丰
富。如《从遵守时间规定做起》一文，读后很容
易感同身受，引起共鸣。遵守时间是我们从小
应当养成的好习惯，其道理也无须笔者在此多
言，但现实生活中缺乏时间观念、不懂得或者
不愿遵守时间的情况却比比皆是，此文中的教
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何如此？这种现象
确实值得大家认真反思。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松间轻语》虽然
只是伟明先生的一己感悟，但作为读者和编辑
的我依然被他娴熟的文笔、充满温情的语言所
感染，他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察点洞察着
生活的美好和真谛，通过文字践行纪检工作者
和文化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值得钦佩。

（作者系广东旅游
出版社《松间轻语》策
划编辑）

以文促廉，以廉润心
——评《松间轻语》

□彭超

北朝时，有个叫作袁聿修的官员。北朝
的官僚体系很腐败，台阁郎官都不免接受贿
赂，但袁聿修却清正廉直，担任尚书郎十年，
从没有接受过别人一杯酒的馈赠。

《北史》里记载过一段故事，说的是袁聿
修有个叫作邢邵的朋友，他与袁聿修的关系
非常好，经常相互调侃开玩笑，邢邵还给袁
聿修取了个外号叫作“清郎”。北齐大宁年
间，袁聿修以太常少卿的身份到各地去巡
察，考核官员们的施政情况。当时的邢邵正
在担任兖州刺史，正好袁聿修也要途经兖
州。老友相见，分外高兴，临别之时，邢邵拿
出了一段白绸子，要作为礼物送给袁聿修。

老友之间相互送一些礼物似乎也是人之
常情，但尴尬的是，邢邵当时是一位地方官
员，而袁聿修却是承担着监察责任的巡察
官。于是，袁聿修拒绝了邢邵的馈赠，然后
对他说：“我今天从你这儿经过，你送我礼物
不合适啊。古话说‘瓜田李下’，古人对待一
些会引起嫌疑的行为也是非常谨慎的，希望
你能理解我，不要因为我没有收下礼物而见
怪啊。”经过袁聿修的提醒，邢邵也醒悟了过
来：这礼，的确送得很不合适。

《新唐书》里也记载过类似的故事。唐朝
时的书法家柳公权曾经担任过工部侍郎，有
一天他进宫汇报工作，唐文宗问柳公权：“最
近外边有什么新鲜的新闻吗？”柳公权听皇帝

发问，就跟他说：“最近外面流传着许多与郭
旼有关的小新闻，说他能当上邠宁节度使是
拍了领导马屁。”唐文宗听了，疑惑地说：“郭
旼是太皇太后的叔叔，在工作上也没有犯过
错误，由金吾卫将军转任邠宁节度使，也不算
什么大的调动，为啥还有这么多人议论呢？”
柳公权说：“以郭旼的工作能力和人品修养，
担任个节度使完全是合适的。人们议论的
重点是郭旼曾把两个女儿献给了宫里，所以
才得到了这个工作机会，不知这可是真的？”
唐文宗听了之后，连刚喝进嘴里的茶水都给
喷了出来，赶紧解释：“他两个女儿是进宫来
看望太后的，这是探亲，不是进献！”柳公权
说：“古人说走在瓜地里就别弯腰提鞋子，走
在李子树下就别伸手整理帽子，要不然就得
给人怀疑想要偷瓜摘李。如今正赶上郭旼
到新岗位上赴任的特殊时期，他的两个女儿
却进入了宫里，咱们自然知道他是正常转
岗，可下面那些老百姓或者基层官吏们怎么
知道呢？”听了柳公权的话，文宗立即派人将
郭旼的两个女儿送回了家。

《元史》里也记载过一段故事，讲的是元朝
时有个大臣叫作张雄飞，他一向来以正直廉洁
而出名，拥有非常好的声誉。话说张雄飞有五
个儿子，长子叫作张师野。张雄飞在中书省上
班的时候，张师野也在朝廷上班，不过他的职位
却与张雄飞差了十万八千里：张雄飞已经属于

宰相级别的大臣了，而张师野的工作岗位却非
常不起眼，甚至称得上是渺小，只是东宫的一个
宿卫，也就是负责太子安保工作的禁兵。

当时荆湖行省的平章政事叫作阿里海
牙，有一天，阿里海牙进了京城，去觐见太子
的时候一眼就望见了张师野，他很感慨：张雄
飞身居相位，却甘心让自己的儿子在这样一
个小岗位上打拼。一方面是佩服张雄飞的气
概，另一方面也是想向张雄飞示好，阿里海牙
便上了个奏疏，推荐张师野担任荆南总管。

张雄飞知道这件事后立马进行了劝阻，回
到家之后他便对张师野说：“今天有人推荐你
去地方上当官，你在东宫上班上了这么多年，
按理说也该升职当官了，但我现在身为执政，
如果你在这个时间段升了官，天下的人一定都
会认为是我徇私了。”说完，他又对着自己的五
个儿子说：“所以，我一天没有离开现在这个工
作岗位，你们就不要想着能当官。”

三国时期的曹植在《君子行》里提到：“君子
防未然，不处嫌疑间。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
冠。”说的是经过瓜田的时候就不要弯下身来提
鞋，免得被人怀疑是摘瓜；走过李树下面就不要
举起手来整理帽子，免得被人怀疑是摘李子。

无论是袁聿修还是柳公权，抑或是张雄
飞，他们身居高位，却依然能够保持头脑清
醒，主动远离有争议的人和事，从而避免瓜田
李下的嫌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大的智慧。

编者 说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
□邱俊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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