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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鼙鼓振聋发聩

扣人心弦催人奋进
荣光友

书房才是最好的
学区房
祝宝玉

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直面改革、反腐
倡廉为主题的小说，曾洛阳纸贵，风靡一时，
其中不乏精品佳作。我们有幸阅读了陆天明
的
《 省委书记》、王跃文的
《 国画》、张平的
《 国家干部》等长篇小说，
这些作品直面改革
开放的社会环境，栩栩如生地塑造了各色人
物形象，
既以惊涛巨澜书写他们的精神风骨，
又以细波微澜刻画他们的个性心态，在保守
与改革、
营私与为公、
腐败与反腐败等多种戏
剧矛盾冲突中，写出了正面力量的英气与一
个时代的正气，
令人强烈共鸣，
掩卷难忘。
作为一位描述近代历史风云的高手、以
作品的思想深度、独特视角和粗犷风格而引
人注目的著名作家周梅森，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来，逐渐将目光转到了当代，由
《人
间正道》和
《 中国制造》开端，先后推出了
《 至高利益》
《 绝对权力》
《 国家公诉》
《我
本英雄》
《 我主沉浮》
《 梦想与疯狂》
《 人民
的名义》等长篇时政小说。这些作品大都涉
及中国改革进程中的重大矛盾：激烈的官场
斗争和触目惊心的反腐败斗争。尤其是
《国
家公诉》
《 绝对权力》，以及今年 1 月出版

深

的
《 人民的名义》等作品，脍炙人口、过目难
忘，
引人沉思，
催人奋进。
大型文学双月刊
《 收获》，于 2003 年的
1 期和 2 期，全文刊登了周梅森的
《 国家公
诉》，这是一部有气势、有锋芒、有筋骨的作
品。最近我又仔细地翻阅了这两期杂志，该
作品通过一场
“ 纵火案”所导致的长山市官
场剧变，揭示出案件背后各种利益集团的倾
轧冲突，以及权钱交易等惊人的腐败现象，
并以办案为主线，塑造了不畏权贵、忠于事
实、忠于法律、一身正气的女检察官叶子菁
的人物形象。作为检察长的叶子菁，在调查
这起
“ 纵火案”时，无意中卷入了前市长和
前市委书记的斗争，办案遭遇了重重的阻力
……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到底是顾及身
家性命而明哲保身，还是忠于法律一查到
底？叶检察长选择了后者，坚决顶住来自上
级、下属、单位、家庭等的巨大压力和来自贪
腐分子的疯狂报复，她临危不惧，秉公执法，
在她和相关同志的共同奋斗下，终于将犯罪
分子绳之以法。该小说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
的印象。

读 来读去

何方角色悲怆里
林建致
《 射雕英雄传》 是金庸中期武侠小
说创作的代表作品，
拥有读者最多，影响
巨大，
它的发表确立了金庸
“ 武林至尊”
的地位。这部小说里，
有绝顶高手东邪西
毒、
南帝北丐和中神通五人。每一位都身
怀绝技，
独当一面，
堪称武林奇才。当然，
还有一批批正反角色穿插其中，情节动
人，
潮起潮落，
环环相扣。
中神通王重阳是全真派掌门，大派
之长，
也算能力强大，
颇为不易。王重阳
有正宗全真内功，先后身备先天神功和
一指禅，在华山论剑以高超武功和深厚
功力夺取武林第一的荣誉，带走争得死
去活来的
《 九阴真经》。他先装死骗过所
有人，
机智地击破西毒的蛤蟆功，给武林
一地阳光，
一段时间的清静。但
《 神雕》
里，王重阳心爱林朝英，却事业无成，没
能与心爱的美女风花雪月，壮志未酬而
死，
实际上是一个身怀绝技，
而无处伸展
手脚的典型悲剧性人物。
东邪黄药师，
作为一岛之主，奇门遁
甲，
八卦阵法等无一不精，
无所不通。在
武功上，
他身兼弹指神通、
功兰花拂穴手
和落英神剑掌等，
举止潇洒，
不为世俗所
困，
独来独往。他除爱妻冯衡和爱女黄蓉
外，桃花岛上所有大都是穷凶极恶的男
仆，
一律被弄成聋哑人，
为己所用。他手
段也是残忍之极，
任性而为，
就算以毒攻
毒，
也几乎毫无人情，
因此号称邪气十足
的亦正亦邪的一个代表。
西毒欧阳锋在西域，作为白佗庄庄
主，
从私生子欧阳克拥有许多美女身上，
侧面衬托出拥有大身家。欧阳锋以蛤蟆
功和能驾驭无数毒物，
又号称老毒物。他
心狠手辣，
欲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是书中
的重要反面人物，但许多次都能全身而
退，最后害人终害己，落得精神失常，不
知自己是谁。
《 神雕》里，
他毕竟自省出
来，
与洪七公一起相拥而死。
南帝是一灯大师。他原是大理帝王
家，
身世显赫。因沉迷武功，
与王重阳一
起探讨。为学先天神功，久未与瑛姑等女
妃共度温柔之乡。老顽童周伯通与瑛姑
因接触武功荒唐相爱，
生下一子，却被裘
千仞故意掌击成重伤。一灯大师原本侠
义心肠，
想牺牲功力救孩子，
却因一件肚
兜刺到伤心处，
无法自控，
以至孩子死于
为夺武功天下第一的名头下。
北丐洪七公，乃是第十八代丐帮帮
主，
身有打狗棒法和降龙十八掌等武功，
又是一个十足的吃货。他曾为吃而耽误
正事，
独断一指，
又号称九指神丐。他也
因贪吃美味认识郭靖和黄蓉，并传授武
功，后来被迫和甘愿地作为他们两人的
师傅，
起着举足轻重的串联和桥梁作用，
把郭靖造就为武林高手和大侠，重要性
不可或缺。
《 射雕》里，除五大高手外，也包括
其他人物，大都体现出人生不如意事十
之八九的深刻内涵和残酷的现实。诸如
郭靖先后失去父母，杨铁心夫妻分别十
几年重新相聚却一起西归，周伯通与瑛
姑分离独过，
杨康被毒死丢下穆念慈，全
真七子失去谭处端，江南七怪只剩柯镇
恶，
黑风双煞先后死去，
陆乘风等师兄弟
断腿，
裘千丈落雕而亡等等，
不少人物都
显现悲伤的一面，在许多情节里表达出
悲壮的因素。
因此，江湖算是一个刀山火海的世
界，
也有一个弱肉强食的事实。从另一个
角度，警醒和奉劝世人，在努力打拼时，
看轻和看淡名利，
减少病痛和颠沛流离，
珍视健康，延年益寿，经营好生活，抓住
幸福，珍惜和谐美好的日子，力争顺当、
红火的人生不被恶意搬走和残忍灭亡。
《 射雕英雄传》 金庸 著 中山大
学出版社

周梅森的
《 绝对权力》，同样是一部脍 人民检察院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侯亮平临
炙人口，富有启迪警示意义的长篇佳作：市 危受命，调任地方检察院审查某贪腐案件，
委书记齐全盛创造了镜州改革开放的历史 与腐败分子进行殊死较量的故事，非常成功
辉煌，同时也因失去人民监督，必然导致了 地塑造了侯亮平、陈岩石、沙瑞金、李达康、
权力腐败。一夜之间，市委两名常委和齐全 易学习、郑西坡等非常鲜活、呼之欲出的人
盛的老婆、女儿同时被省纪委双规。前来查 物形象，同时，还将高育良、祁同伟等贪腐分
处此案的是齐全盛的
“ 宿敌”——
—省纪委常 子在时空变换，职务升迁之后的渐变和突变
务副书记刘重天。就在这场激烈的斗争帷幕 “ 态势”的来龙去脉，描述得条理清晰，入木
拉开之际，一个诡谲阴险的阴谋也草灰蛇 三分。该作品用精彩纷呈的文字再现了新时
线，隐藏其中。女市长赵芬芳将这场斗争推 代、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反腐征程的惊心动
向了白热化……在该小说的结尾之处，贪腐 魄，深情地讴歌了反腐斗士的坚定信仰和无
市长赵芬芳面临查处之际跳楼自杀了；而勤 畏勇气，并最终揭示出党的领导干部应如何
奋敬业的常务副市长周善本，却因严重疾病 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这一宏大的政治主题。
随着由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的播
和过度劳累而殉职。如此豹尾，极大地增强
放，
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知名度影响力。
了小说的张力，
令人思绪奔涌，
刻骨铭心。
周梅森反腐倡廉的时政小说，直面改革
2017 年初，周梅森再次推出了当代大
型反腐题材鸿篇巨制——
—
《 人民的名义》， 开放的社会大环境，写出了激烈的官场斗争
为在这一领域的文学写作填补空白的同时， 和触目惊心的反腐败战斗，写出了我们这个
更是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时代正面力量的英气与正气，这是以人民为
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真实表达出了人民对于党和国家的美好前 导向的创作，
《 人民的名义》 周梅森 著 北京十月
景及社会公平正义的渴盼。
长篇小说
《 人民的名义》，讲述了最高 文艺出版社

另眼看世界
葛小明

《 视线》是也果的第三本散文集，正如 全的转变”，一句话总结就是，每个人都会
书的名字一样，这本集子延续了她独特的视 习惯自己讨厌的事情。
“ 浮生记”有 17 篇，文如其名，基本上
角，
冷静的叙述，
以及克制的抒情。她不卑不
亢地记录着这个世界，自己仿佛置身事外， 是在记录自己日常的经历和经验，只是它
们视角独特，没有敏锐的眼睛和笔是无法
又好像偶入其中。
《 浮生记》里一
全书收录散文作品 55 篇，分三辑：视 完成的。眼耳鼻舌身意，在
线、
浮生记、近距离。
“ 视线”主要取材于生 一呈现，看见的，闻到的，触摸到的，不真实
活中的小场景、小事物，但是却小里见大，别 的。第三节，写父亲的病时，作者动用了一
有洞天。
《 猫眼》就是这样，
从一个门里的小 些笔墨，一改往日克制的冷静，这里面有浓
“ 岁月踩上了他的脊背，我能看到
孔立文，
对外，对内，都在以某种形式观察着 浓的爱，
这个世界。还有猫眼一旁的
“ 福”字，
也有自 他身上每一根肋骨”。读到此句，父亲那饱
己的心思和生命。
“ 那个
‘ 福’笑着，
所有门 经沧桑后的清瘦形象跃然而生，不得不让
《 遮掩》，起笔就不凡，
“ 走过那个
上大大小小的
‘ 福’都是一种笑模样”。作 人动容。
者通过猫眼审视世界，这种视线，并不是每 晌午需要多少时间？我没算过”，这段光阴
个人都具备。在
《 倾斜的影子》中，
作者也同 里有作者的少女心，有隐约的羞涩，也有许
样多次提到了眼睛，所见所得所失，所物化。 多无法忘记的经历。从女性写作角度来说，
小说里的意识流在这里也有体现，作者用一 这篇文章写的很成功，有细节，有情节，有
《 一颗牙齿的纪念》把视
种近乎梦境的方式，来重塑这个世界，
“ 少 独特的生命体验。
了一棵树的夏天顿时让人无处躲藏”，近乎 线转向牙齿，从牙与煎饼的对立开始，到龋
诗性的语言，让也果的散文更富有想象力。 齿之痛，到换牙的一场场战斗，牙齿在作者
《 杀鱼》同样取材于生活片段，不同的是，作 笔下变成了士兵，忍受 痛苦，经历劫难，它
者将视角转到自己与鱼的互动上来，自己想 隐忍，它锋利，它无所不 往，它屡败屡战。
置身事外，却又无法释怀，杀鱼的过程就是 “ 我总试图用牙齿洞穿一切”，在这里，作
自己异变的过程，
“ 突然间，我发现我的先 者把所有视线和力量聚焦到牙齿上，它们
前充满了负疚与怜悯的情怀已经发生了完 改变着这个世界。

“ 近距离”篇，作者置身局中，从自己所
处的沂蒙起笔，点滴中洞察这个世界。
《去
汤头》里写到了历史，写到了山水，写到了
行走的人，
是游记，
又是景色对人的回忆。作
者善于捕捉，从一个日常的事物写起，然后
复活它，
重塑它，
让它属于另外的空间。
《从
厉家寨出发》写出了厉家寨的变迁，经历的
运动以及临港守护下的新小镇。
“ 坐落在原
野上的每一座村庄都是有来历的”，厉家寨
不止一个，在临港每一个庄子都是厉家寨，
它们经历了一样的沧桑和蜕变。散文家用起
伏的句子来描述这个世界，也果用
《 视线》
为这个世界添一笔色彩。
《 视线》 也果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我身边有这么两个事例。
“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是小李矢志不
渝的主张。为了让孩子接受优质的教育，
小李卖掉
老家的三居室，
投进这些年的所有积蓄，
于所在城
市第一实验小学的
“ 学区”内，买了一套二居室，
加上装修的花费，
兜里见底，
生活很是拮据。但是
为了孩子的
“ 未来”，他不怕苦不怕累，兼职了两
份工作，赚钱又给孩子报了 5 个
“ 兴趣班”，他两
口子整天绕着孩子转，
结果孩子的成绩并不理想，
在全班的中游徘徊。
另一个例子说的是小王。他虽然理科出身，
但
书生气很浓。据说他父亲老王就是一个老书迷，
给
他留了满满三屋子的书，他也爱书如命，
见到好书
就买，
现在他家光藏书就有十万多本。小王的儿子
上了本小区的一所普通小学，但这并未造成什么
不利影响，
在小王的榜样带动下，
那孩子也是一个
书迷，小小年纪就看了不少书，作文写得特别棒，
成绩也在上游。
我常拿小李和小王的做法进行对比，
总结出，
孩子成绩的如何不是上什么学校所能决定的，关
键是家庭的影响。
这让我想到金庸小时候的故事。在那个炮火
纷飞的年代，金庸的学习生涯一波三折，断断续
续，勉强完成了学业。他家也不属于优质的
“ 学
区”，但他家有几间书房，那里面有很多线装书，
有《 荒江女侠》
《 封神演义》
《 儿女英雄传》
《明
史》
《 水浒》 ……这些书，小金庸早早地就看完
了。不止是旧书，
金庸家里还到处是新文艺作品。
这些书对金庸的影响是一生的。
梁实秋说：
“ 书房，多么典雅的一个名词！很
容易令人联想到一个书香人家”。确实如此，
金庸
的祖父查文清，
是光绪丙戌年的进士，
做过丹阳知
县。后来不当官了，
回家编书。他编了一部
“ 海宁
查氏诗钞”，规模很大，有好几百卷之多，但是雕
版还没完工就去世了，
书也没印出来。这些雕版放
了两间屋子，
后来都成了小金庸的玩具。金庸从小
到大，
一路学霸。他数理化都很优秀，
英文、
国文更
是出类拔萃。后来有记者去查旧档案，
发现公民、
体育、国文等全部 15 门功课，全班同学平均都是
六七十分，
金庸平均成绩 82.9 分，
全班第一。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是不是好的
“ 学区房”有什么呢？只要自己爱学习，
喜欢读书，
家长把头带好了，
小孩是输不到哪里去的。

点读

回甘知味
侯洁如

读 生活

童年的读书生活
张现涛
道了好久。在他那里，我们读到了供批判用 画梦靥般的纠缠。
的
《 增广昔时贤文》。因感觉通俗易懂，
到初
尽管对阅读有着无尽的渴求，可童年的
中时曾抄写在了笔记本中。二大爷写得一手 农村里，有多少图书可以阅读呢？但只要找
好毛笔字，临近春节，邻居们纷纷买了红纸 到的都读，
《 毛泽东选集》
《 雷锋的故事》
送到他家里去。他总是乐于无偿服务，并把 《 隋唐》
《 中药学》
《 王子与贫儿》……也遇
我从小就喜欢读书，在我们老家的村里 这当成展示自己学问的机会。每当我们帮他 到了大厚本的人民文学 出版社的《 西游
可谓众人皆知。呀呀学语时，就在父母的教 牵着春联时，老人家总是笑眯眯地望着我 记》，不记得从谁那里借到的，一读就着了
“ 天子重英豪，文章 迷。尽管半懂不懂，可
“ 孙大圣”
“ 西天取
导下，学读家里土墙上张贴的
《 山东画报》 们，意味深长地念古诗：
惟有读书高”。看着老 经”的影像，迅速占据了自己的头脑，迷人
彩页上的大字
“ 首都体育馆”，算是启蒙吧。 教尔曹。万般皆下品，
直到 2013 年在北京才还愿，看到了真正的 人家遒劲的笔法，我暗暗发誓，长大后一定 的神话世界幻化成了自己的理想王国，时刻
首都体育馆。从童年时起，我对一切文字的 好好读书，也写一手好毛笔字，做个像他一 都想去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和如来佛祖那里
走一遭，如痴如醉，几乎到了茶饭不思的地
东西感兴趣，看起来此生注定要做个读书 样有学问的人。
到了入学一年级，见到最多的图书就是 步，
日里夜里全是它，
抱着图书不忍释手。
人。
可书毕竟是借别人的啊，于是想着无论
入小学前，我就接触到了图书。那时家 连环画了，那时叫小人书，是那个年代的特
里有一个不大的书箱，乱七八糟地放满了图 产。每当美丽的女老师秀英抱着成摞的小人 如何自己也要拥有这么美妙的图书。就每天
“《 鸡毛信》 缠着父母，
“ 西游记，西游记”地嘟囔。也许
书，
其中多数是父亲读初中、高中时的课本， 书来到教室，我总是高高举手：
—”这是最爱看的一册，百 看 那时集市上的书店里根本没有这本书，也许
“ 武松打虎”
“ 守株待兔”等故事，就是听父 《 鸡毛信》——
尽管不能识字。从
《 鸡毛信》里知道了 是价格比较高吧，总之父母没有给买。在一
亲讲过后，在课本中得到了验证。曾经狡黠 不厌，
地向父亲炫耀，得到了他赞许的笑。还记得 “ 黑狗”们都是坏东西，更为放羊娃海娃的 次父亲即将出差，母亲帮助收拾东西的时
我忍不住大喊
“ 给我买本
《 西游记》！”
里面有几本发黄的旧书，每页贴满了黑底白 遭遇担心。有时刚借来的小人书，放学的路 候，
“ 还给你
字的纸，那时当然不知道是拓片，因为好奇 上当然急不可耐，边走边看，据说也碰到过 或许是父亲心情不好吧，一声咆哮
《 东游玩》呢？”为此，
我记恨了他很长
—假积 买本
字的龙飞凤舞，曾经和弟弟用小刀照着字的 树上，被村里人嘲笑“ 屙屎看报——
《 小布头奇遇
我喜欢读书的事就出了名。不 时间。后来他给我和弟弟买了
轮廓挖下来，贴到墙上，现在看起来是非常 极”。不多久，
当然还要买，因为父亲的疼爱，经常给 记》等不少童话图书，使我们能够在阅读童
可惜的。白色的字依稀有
“ 捲起千堆雪”的 仅读，
字样，
想来是苏轼
《 念奴娇·赤壁怀古》手书 些零花钱，所以在我们村，我存的小人书算 话故事的同时，经常去对照书中的插图在作
的拓片。在书的空白处有一段行书的毛笔 是最多的，小伙伴们甚至包括大人都要向我 业本上涂鸦，从此奠定了我爱好文学、弟弟
《 三国演义》是买不起的， 爱好漫画的基础。到了针对我们兄弟的阅读
字，
大约内容是余什么时候在县城南关就读 借。但六十四册的
父亲煞费苦心地为我们订阅高规格的
时，
美以美会医院什么兄赠与等。揭开拓片 我的同桌有个哥哥在城内上班，经常带回一 兴趣，
《 美术》刊物，就已经是中学以后
纸，
下边可以看到发黄的书页上印着民国某 本两本的给他看，自然也可以借阅。但当我 《 当代》和
《 鸡毛
某年、
“ 徐世昌”等字样及印模，应是民国时 们闹矛盾的时候，他总是要我还回去，看过 的事了。■图为风靡数十年的连环画
的政报之类。如果这些书确是我家家传的， 的东西怎么还呢？为此很是苦恼过一阵子 信》封面与图画。
呢。
可见民国时期我们家还是有读书种子的。
自己买的连环画全部读过了，就要到离
冬夜漫漫，和小伙伴们常做的事情，就
是到我们村最有学问的读书人魏炳夺二大 家三里的集市上去，在那里众多的小人书摊
爷家里看他写春联，顺便看他家的书，厚厚 上，花二分钱就可以读一册，是多么幸福的
的大本，
好像是话本
《 小五义》之类的。之所 事情呀！同样是在集市上的书店里，我见到
以说他有学问，是因为那时的他就会说英 了摆放在玻璃柜子里琳琅满目的书，经常在
语，这在农村是不可思议的，像
“ 黑板”
“ 小 柜台前流连忘返，最羡慕站在柜台里的卖书
刀”
“ 橡皮”这些词，
我们就是跟他学的。后 人，顿时萌生了此生开个书店，做个卖书人
来知道，他曾经跟着父亲在徐州读过小学， 的念头，这想法到现在尚没有完全改变呢。
因家道中落而被迫返乡。有一次和村民吵 直到上了五年级，学校订阅了《 中国少年
“ 小虎子”
“ 知心姐姐” 占据了头脑，
嘴，二大爷一气之下说出了“ 朽木不可雕 报》，
也”的话，被村民们半羡慕半嘲讽地津津乐 阅读的档次终于提高了，才逐渐摆脱了连环

“ 知味”是
《 北京日报》在报纸副刊日渐式微
的情势中开辟的一个栏目。编者说：
“‘ 知味’的
出现，其实就是
‘ 逆流’，就像品茶的
‘ 回甘’一
样，
苦尽甘来，
说的味道，更是味道背后的省略号。
而他做的只不过是将这个省略号展开来，以人、故
事、情感的叙述形式，让它变得形象而又触感”。
编辑张逸良把
“ 知味”栏目一年中发表的文章精
心挑选，
组成散文集，
让读者从中体验到到回甘的
乐趣。
这本书是我在北京早高峰和晚高峰的地铁上
读完的。当我翻开第一篇的时候，
突然发现地铁不
挤了。通过读里面的文章，
能够让你在喧噪的环境
中静下心来，并且将你带入作者所描绘的情景之
中。这并不需要刻意的寻找一个环境，
茶馆或是咖
啡馆，
而是在任何地方。同时，
他们都能深入浅出，
将在一些地方发生的一些故事，或者将一些名人
轶事写出来，
无论是作者对地方的感怀，还是对名
人轶事的记载，
都能让你身临其境；
或是和作者在
他们描写的环境中散步，侃侃而谈；或是坐下来，
就像两个老朋友在一块喝茶聊天，听他给你讲述
一个他认识的名人或者听到的名人轶事。
尤其在读徐志摩纪念馆时，
有这么一句话：陆
小曼 1930 年 11 月 20 日下午 2 时 35 分的电文
为
“ 志摩到否？乞复。曼”。就这么短短的一行字，
八个字，
两个标点符号。脑海里展现出一个画面：
陆小曼知道徐志摩上了飞机，却还不知道已经殉
难，
或者心里有一丝丝的侥幸。在房间一筹莫展的
走来走去，
只盼着收到电报
“ 已到，
勿念。摩”。
每篇文章的作者，都是将自己所写领域吃得
很透的作家，有中国作协的作家、大学教授、报纸
编辑以及领域内专家，他们没有卖弄那些专业的
术语和专业的方式，而是采取平实的语言来表达
他们的思想，却对专业性的解读并不缺少一丝一
毫。这也是作者深厚的文字功底在支撑，
最终也达
到了这个效果，能让我们在喧闹的地铁上沉下心
来读下每一篇文章。
作者用简单的文字，将我们没有见过的地方
和历史久远的人物，还有一些风俗轶事勾勒得栩
栩如生，
让我们从文字表达的情境中流连忘返。可
以说，
这是娱乐至死时代中的一股清流。
《 知味》 张逸良 主编 台海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