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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为作家雪小禅
全新散文集。山西古建、
江南水乡、古韵泉州……
雪小禅行走在不同城市
的 光 阴 中 ，用 心 解 读 风
物、山水、人间至味，记载
着城市的孤独与寂寞、繁
荣与昌盛。每个人心里
都住着不一样的星辰大
海，每个人都行走在不一

样的光阴里。正如雪小禅所说，只要能走，就一
直在路上，看山川河流，看草木情深。行走的力
量让人愉悦，是换了城市、时间之后的生命活
力，是敏感，是创造。

该书是卡尔维诺的首
部短篇小说集，囊括了其
从 1945 年至 1948 年间创
作的三十篇短篇小说。这
也是卡尔维诺对于短篇小
说这一文学形式最初的探
索，因此该书被誉为“通往
卡尔维诺小说世界最清晰
的一条路径”。该书的创
作灵感，来自卡尔维诺在

二战最后阶段参加战斗的经历，书中还包括对
战后意大利全景的敏锐观察。

该书为作家韩少功全
新散文集。作品以一个文
学家的睿智通达，对这个
时代进行精准观察，回应
了时代之问。全书分为三
辑，第一辑“读大地”，收录
对自然、大地、社会、生命、
故乡等万事万物的精彩叙
事；第二辑“读时代”，收录
关于知识与经济、科技与

价值、历史与文化、中国与世界、乡村与城市等
转型时期的深刻哲思；第三辑“读自己”，收录作
者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处世智慧以及灵魂深处
最本真、最深情、最动人的点点滴滴。

中国人的生活美学传
统由来已久，《论语》中有

“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一
箪食，一瓢饮”“咏而归”的
名句。作者从体现华夏文
明精髓的“天·地·人”观念
入手，从诸子百家到魏晋
玄学、唐诗宋词，再到明清
小品乃至闲书杂册，发现
蕴含在美食、闲居、游赏、

器物中的活生生、活泼泼的，以身心同时践行着
的悠远的审美经验，并分析其内在的对情性、品
德与人性之美的追求，全面呈现中国人宏大多
彩、饶富趣味的生活美学传统。

这是一位历史学者的
写作实验。他以自己居住
的小区为重点，记录那些
不间断流动、不会进入历
史档案的景观、人物和语
言，将其纳入未来的史学
视野中。快速发展的时
代，我们身边的景观正在
迅速消失，非虚构成为留
住景观状态的写作方式，

它不仅是一种及时的记录，也为未来留下可供
参考的样本。重复并不平庸，琐碎亦有意义，在
捕捉流动性的意义上，人人都可以成为社会学
家和历史学家。

□周雅麟

在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和北
京携手张家口筹办2022年冬奥会的历
史背景下，2019年底，我国第一条智能
高铁——京张高铁伴随新时代交响横
空出世，她与近代中国人自主修建的
京张铁路嫣然对望，铺展在京畿大
地上。

为了讲好中国故事、铁路故事，中
国铁道出版社会同有关方面策划了

“铁路历史文化系列”书籍，笔者有幸
参与并撰写了《品读京张铁路》。该书
出版后，很多读者朋友纷纷交流阅读
感受，他们从书中“品读”出了历史气
息和时代声音。

一位已经退休的同事说自己去过
很多博物馆，却不知张家口原来有如
此厚重的历史，也不曾真正理解京张
铁路的生命价值。她立刻出发，去大
境门、堡子里、宣化古城、鸡鸣驿，还有
崇礼，追寻历史的脚步。

一个日常很少联系的发小讲：“我
一直坐着火车跑通勤，张家口到北京，
北京到张家口，从 5 个多小时的绿皮
车，到 3个多小时的红色快速列车，再
到1个小时的复兴号高铁列车，我国铁
路发生了巨大变化，铁路发展取得了

显著成就，我为祖国的发展点赞！”
张家口市图书馆的党宁看完书之

后感慨道：“如果有谁问我北京到张家
口的远近，我会说，那是一个从追赶到
引领的距离，百年的艰辛与光荣。”这
句话深情地传达了书的核心内容。

在我书房的墙上，有一方小小的
墨宝写着“文以载道”。一部文学作
品，特别是纪实文学，发掘写作对象
的核心意义，进行灵魂的探求、精神
的表达，是最重要的部分。结构、语
言、情节设置、穿插议论等，连同营造
的 美 感 ，都 是 为 这 个 重 要 部 分 服
务的。

《品读京张铁路》最重要的部分是
什么？是铁路与时代的关系，是铁路
对人民的意义。换句话说，一条“不一
样”的铁路，一定带有它所处时代的印
记；一定能给沿线地区百姓，乃至更多
的人带来福祉。

其实，最初我对这个重要部分，对
近代中国的很多细节，对智能高铁的
深刻内涵，认识并不到位，关注得也不
自觉，也是一边“读”，一边“品”，才不
断获得感悟和升华。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就
是深入地了解。是的，我一遍一遍地

“读”这条路。

从小坐京张铁路的车，后来又在
铁路工作多年。我知道110年前，北京
到张家口距离很远，驼马是交通工具；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坐火车是一件非
常荣耀的事情；改革开放后，铁路渐渐
融入人们的生活；到了高唱“属于我们
八十年代的新一辈”的时候，自己从家
乡上车，在熹微的晨光中向着北京去，
心中涌动莫名的憧憬。如今我喜欢在
高铁的车厢里随银龙深潜，凭虹桥飞
渡，于京张之间跨越国家百年的非凡
历程。我喜欢这条路上每一处山的深
邃、水的流转，每一岁草木枯荣四季轮
换，每一次壁立万仞，每一番豁然开
朗。喜欢之余，查阅资料，请教专家，
弄懂来龙去脉，有针对性地去博物馆、
车站、工厂、各种遗址遗迹、新建工地
收集资料……

有言道“品人间百味”。朋友问，
一条路也要“品”吗？是啊，多好的事
物不静下心来咂摸味道、咀嚼思考，都
无法得其真谛。

品读京张铁路图，知道它可以叠
加出无数蓝图，奠定了中国人谋求幸
福的基础；品读清政府给詹天佑的任
命书，可以梳理近代中国的历史脉络；
品读青龙桥车站，能够看到“东方巨
龙”静卧、前行、飞跃的姿态；品读那些

工业感很强的仪器设备，确信科学技
术连同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任何时
候都不能少；品读一座铜像，詹天佑变
得伟岸丰满；品读中国保留至今最古
老的铁路建设影集——《京张路工撮
影》，去探寻新与旧的连接、旧到新的
足迹，便收获意外的感动和惊喜。最
主要的是读懂时代、读懂梦想。

铁路是有时代担当的，京张铁路
带着特殊时代的烙印。近代中国山河
破碎、列强环伺、历尽屈辱，京张铁路
让中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暗夜里
看见光亮，在积贫积弱中奋起抗争，萌
生追赶的梦，成为中国铁路史上的一
个里程碑。时隔 110 年，京张高铁不
仅刷新着我们对于京张铁路的记忆，
更书写着“中国智造”的新时代传奇。
从高速时代迈入智能时代，京张高铁
标 志 着 中 国 铁 路 史 树 起 又 一 个 里
程碑。

一条路是有幸福担当的。在我
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国
家，铁路，不仅推动国家经济发展，而
且给予人民幸福的保障。一条铁路
不仅改变人们的出行方式，还改变着
人们的思维方式、视野宽度、幸福指
数，还有每个人心中属于自己的诗和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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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九

博物馆是一个奇妙之地，每件
器物都会给孩子开启一个时空。由
作家李北山撰写的“博物馆下午四
点半”系列文学读本是专为少儿读
者打造的“纸上博物馆”，目前出版
了三册 《玉蝉之谜》《石鼓迷阵》

《精绝古国》（青岛出版社 2021 年 9
月出版）。作者将文物承载的文化元
素及其背后的深厚历史以生动鲜活
的方式呈现于纸上，给读者带来一
次全新的阅读体验。

一对在博物馆院子里长大的小
兄妹，哥哥丁小丁，妹妹丁小乙，
再加上哥哥的同学由小甲和任大
壬，还有一只时间神兽小淘，在博
物馆行将闭馆之际，演绎出“惊天
大案”。沉浸在带有强烈玄幻色彩、
图文并茂的读物中，读者能感受到
博物馆的藏品都是有温度的、有生
命活力的。丁小丁一干人马穿越时
空 ， 上 天 入 地 ，“ 巡 天 遥 看 一 千
河”，一次次进行着奇幻探险。

故事中的人物个性鲜明、活泼
可爱。孩子的敏感好奇加上知识面
宽广，使得他们在时空隧道中不完
全是旁观者，而成为参与者，并在
关键时刻以过人的智慧，借助古代
武士、侠客和神兽的力量，绝境逢
生。霍去病、司马迁、赵充国等历
史人物，在书中与孩子们相逢，握
手言欢。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传说中“时
间谷”的概念。时间谷是丁小丁们
连通古今的舞台。在遥远时代，人
所处的世界与现在并非完全相同，
那里是一个神族、人族和兽族三族
共存的世界。这三个种族共同生活
了很长时间，彼此既和平相处，又
不时发生冲突。后来彼此达成协
议，不再往来，世界被一分为三，
三个种族被隔绝于不同的时空纬
度，形成传说中的“大流散”。在这
个纷扰的过程中，旧世界有一块小
小的土地被遗漏了，它掉入时间的
缝隙，成为一粒时间胶囊，不属于
任何一个世界，也不受时间控制，

成为一个独立的时空纬度，游离于
旧世界和新世界之中。这为丁小丁
们提供了波澜壮阔的舞台。

与传说中的“仙界一日人间一
年”正相反，在这个神奇的时间谷
里，人间一刻钟，这里却是数周或
数月，能演绎出一个高潮迭起、峰
回路转的悲欢离合故事，故事中的
重要道具，就是博物馆中的国宝藏

品。所以，故事的发生往往都是在
博物馆闭馆前的片刻时间，神秘大
幕悄然开启，大漠孤烟、驼铃叮
当、刀光剑影、人喊马嘶……因了
神兽小淘，丁小丁兄妹和他们的朋
友神游了商朝、西周和西汉，在原
始丛林、皇宫庙堂、沙漠古国中展
开了一系列冒险，在冒险旅程中解
开一个又一个谜团……闭馆之前，
他们从历史纵深处抽身而出，平安
返回现实的博物馆中，随同众多参
观者一同离开。

“博物馆下午四点半”系列读
本中的三部作品，每一部都完整而
独立，又彼此呼应，其中的一些重
要情节和人物，有机穿插，都围绕
着神秘的时间谷展开。书中的故事
似 《一千零一夜》 般奇幻，神通广
大的神灯变成了神兽小淘。它是雪
白圣洁的精灵，有着自己的小脾
气。其实，小淘是怪兽丛林中的首
领，愤怒之下能吞噬万物，包括它
自己。它还能控制时间，可以让时
间倒流，让过往的故事重新排列组

合。这样一来，时间谷里的故事就
大开大合、玄幻神奇。神兽小淘其
实是博物馆中的一尊青铜器，出神
入化的法力使得整座博物馆都灵气
四溢。

“博物馆下午四点半”系列读
本从博物馆出发，抵达历史的深
处，拒绝无厘头杜撰。虽然故事是
通过想象构建的一个个神奇世界，
但在这个世界登场的许多人物都是
历史中真实存在的。在作者笔下，
陈列在博物馆中的珍贵文物，成了
小说人物中的生活物品；《诗经》
里的歌谣和 《山海经》 里的异兽，
与懂得宇宙航天器、熟悉互联网的
丁小丁们共处同一时空……作者引
领小读者循着中国的书法、绘画、
青铜器、石刻等文物的线索，抵达
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处，感知艺术之
美、文化之魅。这些故事不仅关乎
孩子的成长，更是关乎寻找——故
事中的每个人都在寻找，寻找自
己 ， 寻 找 生 命 的 意 义 和 文 化 的
真谛。

从博物馆出发抵达历史文化深处
——读“博物馆下午四点半”系列文学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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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七月

一条京张路，百年铁路史。
周 雅 麟 的 新 作《品 读 京 张 铁

路》，作为“铁路历史文化系列”书籍
之一，讲述跨越百年的传奇，领略历
史文化的魅力，探看中华民族经历
的艰难与奋进、坚强与自信。

以京张铁路为主题的书不少，
而周雅麟的这部书风格独特，是全
景式的展现，却不是单调的资料堆
积；描述了沿线各地的历史变迁，却
并非简单的风物串联。作者以普通
人的视角，用灵动、传神的文字，深
入浅出地对一条路、一条路的延伸、
一条路的发展进行解读，写出了“不
一样的京张”。

作者在序言中说：“有字的书写
在纸上，无字的书铺展在大地。”《品
读京张铁路》恰恰是用富有个人风
格和独特思考的文字在纸上写作的
大地之书。静心阅读，就会看见不
一样的钢轨，穿越一个世纪的风雨
在眼前铺展开来，就看到“不一样的
跋涉、不一样的风景”。

全书结构精巧，每个章节的主
题篇目各有侧重，又相互勾连。如
第一章“蓝图如画”里的《相看两不
厌》《妙手绘丹青》《此路有多远》《龙
行八达岭》，既独立成篇，又由内在
逻辑统一起来。又如“瞬间永恒”一

章里的《西直门历经沧桑》与《清河
水流淌千年》，《宣化府钟声清远》与

《张家口风雪更迭》，犹似楹联，意义
深远。这种谋篇布局的含蓄凝炼、
浑然天成，在给人提示内容的同时，
也自带美感。

作者的语言是灵动的。比如写
张家口的风：“詹天佑初到张家口，
印象最深的是风。那风刮得呜呜作
声，黄土翻卷，沙尘漫天；刮得人站
不稳，眼睛看不清。他们紧紧抱着
标杆、仪器，生怕被刮跑。”写北京北
站：“2009 年那个暮春的傍晚，满城
的月季开得如火如荼，丁香树在街
边暗香浮动。环路转弯处，经过改
造的车站通体透明，端庄时尚，坐落
在那儿，有一种璀璨。”比如对青龙
桥小站的刻画细致入微，对“经纬
仪”“姜妮车钩”的描述准确而易懂，
对火车头、钢轨桥隧的诸多比喻贴
切合理，形象生动。比如在《隧道的
故事》中，用颇有气势的语言、并列
排比的段落，历数中国铁路隧道建
设的经典，彰显国家实力的增强。

本书是有温度的。《品读京张铁
路》让我们感受到作者用充沛的思
想感情触摸中国人自主修建的第一
条铁路，用发自内心的喜悦迎接中
国第一条智能高铁，用深情的双眸
凝望过去，展望未来，传承中华民族
自强不息的精神，传递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珍惜、向往。站在官厅水库
临近老怀来站原址的岸边，便想象
水下铁路的逶迤和车站的清秀，深
情感叹“京张铁路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和许多古迹一样，在历史的长河
中，经受过冲击，经历了变化，不断
调整和修炼，为了实现更大的社会
价值，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价
值”。看到舒展的“人”字在夜空下
闪闪发亮，便“有一种浩瀚的诗意在
心中腾起”。面对京张高铁开通，

“感觉它像一个长跑运动员，历经山
高水远，全力以赴冲向终点”，自己

“隐隐激动，甚至提前到了终点”，深
感“一条铁路的本质意义，是一个国
家有能力给人民提供生活的便利、
追寻的方向、幸福的可能和保障”。
作者的情感也蕴含着思考：“回望古
今，可以笑傲百年风云。但是，仅仅
回望是不够的。”表达普通人也要有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情怀，有警醒
和忧患的意识，知道“创新创造，我
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多年往返于北京和张家口
之间，在火车上看窗外熟悉的山水，
看大地变换的四季，看这条“不一
样”的路以及路上奋战的人，心中涌
动着无限的热爱。京张铁路是中国
铁路史上的里程碑，她愿自己的文
字匍匐在里程碑周围，告诉后来的
人们这段路的故事。

《品读京张铁路》也是一本京张
铁路史志，但不同于一般的史志。
作者在掌握大量资料、史料基础上，
加以自己的品味、思考，再简明扼
要、形象地讲述出来，不同于一般的
史料记载。比如，“人字形线路”是
京张铁路的得意之笔。书中通过画
图、问答等方式，轻松畅谈，担任了
十分到位的“讲解员”。比如写宣化
车站，从山环水绕、塞外盆地和“左
扼居庸之险、右拥云中之固”的地理
特点，从飞将军李广镇守战国上谷
郡以来的风烟变迁，引出车站的设
计理念与具体兴建，梳理车站的“大
事件”。

对专业知识进行深入浅出的科
普性讲解，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本书讲述铁路，兼顾文学性和专业
性 ，堪 称 入 门 级 的 铁 路“ 百 科 全
书”。作者以京张铁路为主线，带动
和辐射了全国铁路更多领域，用朴
实、精炼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很多
铁路常识和科技成就，并赋予它们
历史的厚重、象征的意义。比如史
诗般书写了钢轨的发展变迁，映照
出铁路乃至国家，从近代到新时代
的发展变化。比如展示铁路桥的前
世今生，彰显新中国桥梁建设的“高
歌猛进”“浓墨重彩”。比如撩开八
达岭长城高铁站的层层面纱，解密
这个地下精品工程的建设和运营，

全方位讲解京张高铁如何集高铁技
术之大成，如何具有领先的“智能
化”内涵。

“了解历史中的人和事，使人感
到清爽，也感到厚重。”周雅麟在后
记中说，原来在路上走，看到贫瘠土
壤里开出的独特花朵，只是欣赏和
赞美。现在撰写此书，宛如蹲守花
开，认真去看京张铁路的花，怎样积
累养分、孕育种子、深植大地，然后
一点一点用力，向上拱，终于破土而
出，看到了积累和创造的过程。

从书中，我们也真切感受到作
者从积累到创造的过程。全书从京
张铁路、京张高铁探查之精微，拓展
到全国铁路发展之恢宏，触碰沉睡
的历史，讲述鲜活的故事，给予文化
的启迪，尺幅千里、收放自如，点线
结合、气韵贯通，做到了文学价值和
史料价值的有机结合。

“看一看中国铁路图，那红色的
干线像血脉相连；那蓝色、黄色、黑
色、绿色，各种颜色标示的线路，像
五彩的丝线在山峦丘陵穿梭，像神
奇的蛛网越过江河湖泊，像植物在
大地上茁壮成长，生机勃勃。”跟随
周雅麟品读京张铁路，是一次对日
益蓬勃壮大的铁路网的溯源和展
望，是一场跨越百年的古今对话，是
对最美铁路人、中国奋斗者的诚挚
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