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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NGQING DAILY 17■建设“书香重庆”
■打造书香之城
■提升城市品位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张波

阅读的魅力在于置身其中的代入感，再精进一
步便是感同身受的领悟感。

口述史作为历史著作的一个门类，以亲历者的
第一视角、讲述者的质朴文风还原历史彼时彼刻的
面貌，用生动鲜活的历史叙事实现阅读代入感和领
悟感的融合。口述史是历史声音的汇聚，以言说的
力量传递着历史智慧，探照我们未来的路。口述史
对我们来说其实并不陌生，《论语》《诗经》《尚书》《楚
辞》《荷马史诗》等我们熟悉的中外经典无不是口述
史的典范，传递着人类传统文化的时代伟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该如
何理解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事儿，如何增强改革开
放发展的定力，如何看待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世界？
回答这些时代之问的钥匙在哪里呢？

回答这些时代之问，我们要不畏浮云遮望眼，善
于拨云见日，把握历史规律，认清世界大势。

《改革开放口述史》便是一部关于我国改革开放
史的经典著作。该书选择改革开放30多年历程中
的重大决策和事件，以口述史的形式，让亲历者追忆
细节，让见证者感悟得失，让思想者升华经验，目的
是真实、生动、具体地再现历史。

汇声明史，聆听过去的声音。《改革开放口述
史》用50个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近百位见证者、
参与者的讲述，对标改革开放35周年为时间基线，
向阅读者全景呈现了“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
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人接力干下
去”，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发展的“关键
一招”就是改革开放。

一个个讲述者用话语携着春雷穿越历史的长
廊，向我们陈述着不舍昼夜的改革开放历程，诉说着
一段波澜壮阔的东方传奇：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
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而是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用勤劳、智慧、勇气干出来的！

汇声明思，探照前路的坐标。对历史最好的纪

念，就是接续创造历史。重读《改革开放口述史》，我
们用见证者的口述去升华对改革开放的认知，用亲
历者的回忆去感悟历史的抉择，用一路走来的笃定
信念和敢为天下先的行动树起探照前路的坐标。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共产党有一
条，就是要把工作做好，必须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
重读《改革开放口述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改革开
放的思想坐标：实践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
想上破冰，才能实现行动上突围。

重读《改革开放口述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改
革开放的行动坐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激活人的要素，激发人的
活力，满足人的需求，保障人的利益，是中国改革
开放的力量之源，达成了改革开放方法论与目的论
的统一。

重读《改革开放口述史》，我们可以清晰看到改
革开放的历史坐标：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
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口述者跨越并见证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
用实事求是的语言诠释着中国改革开放之路不是预
先设计好的大道，而是在勇于实践中“继承—学习—
试错—改革—完善—升级”之路。这不仅是一种历
史的警醒，更是一种历史的清醒。

《改革开放口述史》陈述着我国改革开放史诗般
进步的历程，也讲述着我们重庆在改革开放中的伟
大蝶变。

本书“我所知道的重庆设立直辖市的经过——
接受访谈时的讲话”的讲述者是重庆设立直辖市后
的首任市长蒲海清同志。他从改革开放的大视角细
述重庆直辖的历程，宛若一架时光机，带着我们穿越
记忆的隧道，拥抱曾经的梦想，感悟时代的变迁，深
刻理解重庆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共建

“一带一路”加快建设内陆开放高地的历史使命。文
中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一句话是，“重庆人彪悍、富有
智慧和创造性、淳朴，交朋友是可信的”，显示了重庆
人开放的胸怀。

阅罢《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代
一代见证者、参与者寄语每一位奋斗者：惟改革者
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

汇 声 聚 史 探 照 前 路
——重读《改革开放口述史》

□朱周斌

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
文学史中，《白鹿原》至今仍然是一部独具光
芒的小说。在这几十年的文学发展史中，涌
现了无数优秀佳作，但是，在关于中国近现
代历史的高度和深度的书写与思考上，《白
鹿原》堪称一座高峰。

《白鹿原》的故事从清朝末年开始，此后
从辛亥革命到新中国的成立，许多重大历史
事件，无一不在小说笔墨的笼罩之内。

毫无疑问，每一起这样的历史事件，单
独一件便足以成为任何一部长篇小说的描
写对象，将这么多历史事件融合在一起构成
一部长篇小说，几乎是难以想象、难以完成
的任务。但是《白鹿原》把这一难以想象的
任务成功地实现和完成了。

这些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或以鲜明突
出的方式、或以侧面烘托的方式，逐一登上
小说的舞台。例如，小说中对“四一二”反革
命政变的描写着墨尤多，把它对革命者的迫
害书写得触目惊心，让后人对革命者冲出黑
暗、用血肉之躯承担起革命理想的勇气，产
生了深深的震撼与钦佩之情。

非同一般的是，这样的书写实际上暗含
着作者对历史命运和轨迹的深沉思考，有着
含义深远的史家笔法，它暗含着对中国现代
历史的思考，是作者的匠心之所在。

如此宏大的历史，却并没有让小说陷入
各种头绪的拼凑与混乱之中，而是被有机地
融入到白家和鹿家两大家族的命运里。

小说叙事构思巧妙，举重若轻。它并没
有进行抽象、空洞的说教，而是以家族的视
野为出发点，宏大的历史不过是家族史的延
伸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小说既是一幅
中国近现代史的画卷，也是白、鹿两家的家
族史画卷。这是一部更加漫长的历史，它涉
及到清朝晚期，乃至于已经无法确切界定的
年代，一直延伸到小说所书写的历史时段。

小说让白家和鹿家这两个平凡而普通
的家族进入到历史的巨大变迁之中，他们对
自身生活的选择，不知不觉中成为历史的有
机构成，是历史必然性在推动着他们的命
运，而他们也用自身的行为塑造了历史的面
貌和底色。

白家和鹿家某一代人占据着白鹿原社
会中心的时代，对应的是中国社会某一形态
的历史时代。通过这种家族史与国家民族
发展史的对应关系，小说的叙述变得既清
晰，又丰富；既宏大，又具体；既真实，又极具
象征性。

大体来说，小说中的白嘉轩（以及他的
长工鹿三）和鹿子霖这一代人的青年时代，
对应的是上世纪初的历史，而他们的儿女白
孝文、白孝武、白灵、鹿兆鹏、鹿兆海以及黑
娃等人的青年时代，则对应的是国民革命到
解放战争时期。更老的祖辈也作为一种背
景，被恰当地穿插在这些历史叙述中。读者
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可以清晰地把握到宏大
的历史线索，同时又能真切地感受到两个家
族的命运变迁。

无论是国家民族的壮阔历史，还是家族
漫长的历史波澜，最终都要体现在人物的命
运中。《白鹿原》让人难忘之处就在于，一切
历史的书写最后都化为一幅幅鲜明的人物
形象，历史的画卷同时也是生动的人物画
卷。

以少年老成、宅心仁厚的白嘉轩和性情

偏狭、贪财好色的鹿子霖为代表，白、鹿两家
展开了白鹿原上延绵的家族史和国家史。
也许从一开始，读者会以为白家代表的是仁
义之风（白嘉轩的父亲叫白秉德）、鹿家则偏
向于趋利附势（鹿子霖的父亲叫鹿泰恒），但
是，随着小说的深入，这种刻板印象落空了，
在白、鹿两家的下一代，有了性格上的剧变。

小说中，白孝文从一个稳重的族长候选
人，变成一个为人所不齿的浪荡角色。与此
同时，鹿家下一代的两个儿子，鹿兆鹏成为
共产党员，鹿兆海则成为在战场上可悲地牺
牲的国民党军官。

这就有力地避开了人物形象脸谱化的
危险。每一个人物形象都有其独特的个
性。除了以上这些人物，其他主要人物也都
是如此。

白家女儿白灵从一个聪明、刁蛮的孩
子，成长为富有正义感和行动力的优秀共产
党员；长工鹿三的儿子黑娃从一个厌恶读
书、野蛮生长的穷小子，到成为农协积极分
子、又被迫落草为寇、进而又为国民党收编、
最后又投诚起义加入到革命队伍中，他的丰
富经历锻炼了他唤醒了他，他主动向朱先生

求学，成为朱先生最后的也是最好的学生。
当然，另一个让人难忘的人物就是这位

关中最后一位大儒朱先生，他的形象既神
奇，又入情入理，并且具有某种超越历史时
空的象征意义。有必要加上小娥，她身上原
始的生命力、她对男性人物的摧毁以及对她
自身的被侮辱和被摧毁，都让人无法不对她
的形象和命运给予复杂的感受。小说正是
通过对这些人物鲜明的刻画，让读者享受到
了饱满情感冲击的同时，又不知不觉完成了
对于历史的探索和思考。

距离小说《白鹿原》的完成与发表已近
30余年了。人们对文学的定义、期待和感
受，都已变得愈加复杂多元，其间也产生了
许许多多观念各异、手法多变、主题纷繁的
作家和作品。

但这一切都没有能够掩盖陈忠实《白鹿
原》那独具一格的色彩与光芒。随着时间的
流逝，随着历史在不断地被重写和研究，《白
鹿原》中所书写的历史和生活，《白鹿原》对
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追思与叩问，《白鹿原》中
所描绘的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历史全景图，将
会愈加为人们所看重和珍视。

·朋友之交，宜得删繁就简。
·好饭耐不住三顿吃，好衣架不

住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读。
·凡是怕人知道的事就不该做，

应该做的事就不怕人知道，甚或知道
的人越多越显得这事该做……你俩
记住这个分寸。

·人往往就是这样，一个人的时
候是一种样子，好多人聚到一起时完
全变成另外一种样子。

·世上有许多事，尽管看得清清
楚楚，却不能说出口来。有的事看见
了认准了，必须说出来；有的事至死
也不能说。能把握住什么事必须说，
什么事不能说的人，才是真正的男
人。

·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
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
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
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
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
就死了，死了一切就都完了。好好活
着，活着就有希望。

《白鹿原》中
过目不忘的经典句子

延伸阅读<<<

在人类发明出蒸馏法之前，葡萄酒就
是医药调配过程中选择用的酒精。实际
上，这也是唯一的选择。

所以，古代的药方，从埃及到希腊再
到罗马，全都推荐将药草浸在葡萄酒中，
以增强疗效。

而到了古罗马时，酿酒的艺术才真正
臻于完美，并且开始极力宣扬其对健康的
益处。抑郁？记忆有问题？感觉受挫？
来来来，喝点酒。胃胀气？便秘？小便不

利？腹泻？痛风？来来来，再喝点酒。被
蛇咬了？有绦虫？咱们不醉不归。

加图记录了一个治疗便秘的药酒配
方：将葡萄酒与灰尘、粪便、嚏根草（一种
剧毒植物）混合。你能想到侍酒师会做什
么说明吗？

“轻微的果香，混着微量的尘埃、粪便
与毒药。”

加图还建议，治疗小便问题，可以用
陈酒泡刺柏果，然后放到铅壶中煮沸。你
会从这个药方中获得额外的赠品：铅中毒
和铅中毒性痛风。

盖伦曾经有一段时间负责帕加玛的
角斗士的医护工作，他使用大量的酒来给
伤口消毒，包括将好几个受伤的角斗士的
肠子浸到酒里面，然后再放回他们的身体
中（这种极端的“酗酒”方式并没有受到美
国同行们的欢迎）。

古罗马并不是仅有一个盛大的酒神
节，有些罗马作家描述了饮酒太多带来的
负面影响，他们觉得这会明显夸大饮酒者
的人性缺点。在正式活动时，公开醉酒是
会引起公众不满的，比方说马克·安东尼

曾经有一次在参议院中宿醉到呕吐。
葡萄酒作为疗愈品的声名传出了罗

马，传到了黑暗时代的欧洲，传教士们依
然保持着将酒作为药物使用的传统。13
世纪的修士罗杰·培根曾经写道，酒可以

“保护肠胃，加强自然热量，帮助消化，防
止身体腐朽，给食物增味直到其转换进血
液之中”。

不过，培根还反对过度沉溺于酒：
如果饮酒过量，反而会造成很多伤

害：因为这会影响人的理解能力，对大
脑有不好的影响，让自然活力变得倦
怠，引发健忘，弱化关节，引起四肢颤抖
和视力模糊；它还会令心脏中血液的颜
色变深变黑，从而产生恐惧、战栗和多
种疾病。

看来培根对醉酒的感觉非常熟悉。
一直到 20 世纪，葡萄酒都保持着自

己在医疗储备中的位置，虽然遭遇了一些
艰难（禁酒法令一度非常严苛），但是最近
又胜利杀回医学领域，你能反复听到推
荐，说每天喝一杯红酒，可以减少罹患心
脏疾病的风险。

葡萄酒+灰尘可以治疗便秘？
——《荒诞医学史》摘登

巴渝阅读行

时间：2020年全年
地点：20所乡村小学、10个老年护

理机构
活动内容：作为推动全民阅读的

“下沉式”服务，重庆图书馆通过图书
馆员和优秀讲师组成的文化分队，将
优质图书和公共文化服务送到基层
民众身边。活动将走进我市 20 所乡
村小学以及10个老年护理机构。

少年儿童电子绘本创作活动

时间：2020年6月-10月
地点：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网

络平台
活动内容：活动鼓励少年儿童通

过阅读与创作相结合的方式，以电子

绘本创作征集的形式，展现战“疫”期
间涌现出的感人事迹和抗“疫”英雄们
的担当精神。报名及参赛由全市各区
县图书馆组织作品，统一报送至市少
儿图书馆，按照活动方案组织参加评
审。

《贫穷的本质》共读会

时间：6月21日14:00
地点：重庆书城五楼
活动内容：针对2019 诺贝尔经济

学奖得主作品《贫穷的本质 我们为
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举行共读会，共同
探讨和分享读书心得。

从“房树人”到曼陀罗——绘
画与心理

时间：6月25日14:00

地点：重庆书城五楼
活动内容：趣味分享心理学中通

过绘画了解自己内心的方法。

乐乐趣绘本故事会

时间：6月27日14:30-15:30
地点：重庆购书中心渝中大坪店
活动内容：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

对太空的探索从未止步。太空到底
是什么样的？让我们跟随《揭秘太
空》一起去探索。《揭秘太空》从欢迎
进入宇宙、我们的太阳系、太阳和其
他恒星、向太空进发、机器人探险家、
国际空间站、登月、太空探险家等方
面，全方位介绍了有关太空的知识。
通过阅读此书，小读者不仅能获得丰
富的知识，还能在阅读中享受视觉上
的美感，激发探索意识。

书香活动一览

（本栏稿件由本报记者 赵迎昭 整理）

《《白鹿原白鹿原》》
独具一格的色彩与光芒独具一格的色彩与光芒

根据《白鹿原》改编的电视剧。（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