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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离不弃的乡土本色不离不弃的乡土本色
□ 雷庆锐

♛推荐理由：
《我的名字叫红》是土耳其作家

奥尔罕·帕穆克的长篇小说。作品讲
述 16 世纪末，离家 12 年的青年黑终
于回到他的故乡——伊斯坦布尔，迎
接他归来的除了爱情，还有接踵而来
的谋杀案。 一位细密的画家失踪
了，奉命为苏丹绘制抄本的长者也惨
遭杀害。苏丹要求在三天内查出结
果，而线索，藏在图画某处。作品以
巧妙的后现代叙事，用一件发生在伊
斯兰世界的谋杀案件作为故事主轴，
以貌似侦探小说的结构性线索展开
故事，实则是在讲述一段古老的奥斯
曼艺术史的往事，由冲突、痛苦、共存
三个不同的层面入手，借古喻今，探
讨生命与艺术的存在意义及信仰的
冲突，呈现给读者的是关于“文明冲
突”的理性思考以及关于全球化语境
中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历史性解读。

帕慕克写作《我的名字叫红》共
花了6年时间。除了用大量时间读书
外，他还观看美术作品。帕慕克在那
些故纸堆里游荡，他发现了许多有趣
的事情，并将有趣的事情写进了他的
小说中。

《我的名字叫红》获得欧洲发现
奖、美国外国小说独立奖、法国文学
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
都柏林文学奖在内的欧洲三大文学
奖项。

““ 时 机 管 理时 机 管 理 ””颠 覆颠 覆““ 时 间 管 理时 间 管 理 ””
□ 孙珺

女作家雪归（原名杨秀珍）从创作初
期就致力于描写和诉说高原的乡土故
事，她的创作题材多以她所熟悉的青藏
高原河湟地区的城镇和农村为描写范
围，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父老乡亲的
生存状况、处事原则、情感方式进行全
景式的细腻描绘，以期展示他们真实的
生存境遇和命运轨迹。

雪归的文学理想是探讨高原乡民普
遍遭遇的精神处境，直抵他们的内心世
界，从而展现他们共性之下的差异与个
性。她的文学创作少有理念的痕迹，从
不表现严肃的思想性和营造宏大叙事
的深邃历史感，而是以多维的视角展示
高原农民本真自然的凡俗人生和日常
生活，以及蕴含其中的“真”与“诚”。在
她的笔下，“安村”是一个高原地域文化
的表征，无论是“安村”的男人和女人，
还是村子里的街道庭院、鸡鸭羊狗，每

一处都透露着平常的人情。在每一个
琐碎复杂的日子里，人们守候着日升与
日落，守候着自己平凡的生活。在这些
看似寻常的守候与等待中，却包含着高
原农民生活的温情与丰盈，同时也蕴含
着他们诸多无法言说的悲欢与隐痛。
如《不是麦子就是豆子》中貌似古怪而
愚笨的“二爸”，心怀创业大志却在生活
中屡遭各种挫折与打击，最终不得不远
走他乡，虽然在乡亲眼中的“二爸”一事
无成，但他顽强的性格却呈现出一种

“惊人的美”；《飞翔的日子》中沉默执拗
的父亲和善良坚韧的母亲，为了使儿女
能成为“公家人”而拼命无怨地在贫瘠
的土地上劳作终生；《春尖尖》中辛劳勤
恳的寡居母亲为了“在庄稼地里寻找她
和几个孩子的衣食”而“土里来泥里去，
将整个身子给了高原的土地”。

文学的生命其实就在于作家独特的

创作个性。多年来，雪归一直悉心守候
着文学的净土，在创作心态上拒绝盲目
追求时尚，她专注发现和洞察父老乡亲
的精神世界，在创作中坚守着自己的道
义和直觉，对于他们不同的人生境遇与
选择不急于认同或否定。她始终将人
的复杂性与乡土、现实的复杂性结合在
一起进行审视，没有简单化地处理乡土
与现实的复杂问题，而是在解剖高原农
民的生存境遇和心理世界中，完成了对
于人的蜕变和土地蜕变的双重揭示。
她在乡土生活和风俗画面中寄托了重
大的社会命题，即社会的变迁过程以及
此中人物的命运。

雪归的作品总是充溢着一股清新自
然、原始淳朴的乡土气息，她将多向度
的乡土情感与文化观念熔铸在多重的
乡土叙事当中，怀着对农民和农村深沉
的爱，以亲身参与、亲眼所睹的感受抵

达农民心灵的深处，表现高原农村的真
实面貌。读这些作品，能够真切地感受
到作者在每一个故事中所寄寓的那份
真情实感和不离不弃的乡土本色。同
时，她在呵护乡土的情感中升华，站在
一个更自觉、更冷峻的制高点上，以传
统文化代言人的身份，描述、叙说、质
疑、反思着这方土地的变迁。她笔下的
乡村人永远置身于乡土，不论顺境或逆
境，得意或失意，均被那浓得化不开的
乡情所牵扯和羁绊，看似孤立的个体背
后都是一缕缕扯不断的乡土之情。可
以说，雪归用绵密的情感、细腻的文笔、
扎实的民间文化资料积累，构筑了属于
青藏高原地域文化的一座心灵之塔，河
湟谷地成了她笔下一个巨大的文化意
象，高原乡土的文化底蕴是雪归表现乡
村人内心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切入口，也
是解读其创作的一把钥匙。

这是一
个时间碎片
化 的 时 代 ，
过 去 ，我 们
提倡时间管
理 ，教 你 如
何按照时间
制定工作计
划 ，如 何 争
分夺秒地完

成工作。理论很美好，但实践起来却很
困难。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缺乏足够
的意志力来执行工作：习惯晚睡晚起
的你总是没毅力早起工作；工作中的

小插曲再三地扰乱你的注意力……你
一次次鼓起勇气去执行时间管理的计
划，又一次次被最终结果打脸，留给你
的只剩下强烈的挫败感。

你有没有想过，问题的关键不在于
你缺乏意志力，而是你没有顺从你的天
性，掌握科学的方法，正确使用时间。《时
机管理》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时间不
是用来规划的，时间是用来选择的！相
对于针对任务的时间管理，时机管理更
重视对人的分析，强调将人与任务完美
地结合起来，进而提升效率。

作者丹尼尔·平克连续四次入选“全
球 50 位最具影响力的商业思想家”榜

单，被管理学大师汤姆·彼得斯称为商业
世界的“哥白尼”。

谈起如何利用时间让生活工作更
高效，很多书教你 what（做什么）和 how
（怎么做），但这本书却告诉你最应该
学会的是when（什么时候做）。平克用
经过 700项研究，涉及经济学、人类学、
社会心理学的科学结果，检验人们经
历过但又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为了让
你更准确地掌握如何运用时机，平克
还提供了在一年中、一天中、一件事情
的进程中、一群人的协同中找到最佳
时机的六大手册，供你随时查看，轻松
使用。

工作和生活中充
斥着各种时间管理方式
方法：待办清单、日历番
茄、时钟等，但是好像并
不能解决问题。在《时
机管理》中，作者丹尼
尔·平克提供了一个崭新
的视角：时间不是用来规
划的，而是用来选择的！

地 铁 里 的 书 香地 铁 里 的 书 香
□ 王 军

在北京乘地铁上下班，从书包里捧
出一本书，总有一种特别幸福的感觉
——好朋友又相见了。

是的，书是最好的朋友。百无聊赖
之时，只要捧上一本书，一切都充满了意
义。特别是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里，
乘地铁上下班如同经历一场春运，一个小
时能赶到单位已是幸事，一日往返，差不
多就有两个小时待在了车厢里。在如此
逼仄的空间里，何以解忧？在我的经验
里，哪怕被挤成了“金鸡独立”，只要还能
展开半页书读下去，那就是幸福时光了。

在地铁里把一本书读完，总得花上
一段时间。每一次，读上若干页，车就到
站了。将书合上，脑海里总会留下一些
挥之不去的思绪；再上地铁，再打开书，
将这些思绪延续，心中的疑问或能找到
一个答案。如此朝思暮想，不亦乐乎？

我们的生活，有太多的时间是被计划
与安排的，往往是在挤地铁上下班的时候，
我们才真真切切地跟自己待在了一起。工

作与生活的节奏是越来越快
了，能跟自己单独相处的时间
是越来越少了，所以，我很珍惜

待在地铁里的时间。在疾驰的列车里，
发发呆，想想事，再捧上书包里的“好
友”互诉衷肠，亦算是在这个密不透风
的世界里，得到了一次心灵的呼吸。

我不愿做玩手机的“低头族”，因
为屏幕里的信息是此时此刻的，而我

需要换一换脑子，想一想彼时彼刻。有
此有彼，才能寻得一个思想的空间。

我们已无法拒绝由数字化技术所引
领的这一场基础设施革命。我们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与这场革命同样重要的，是
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一些基本价值，其
中就包括中国读书人恪守了两千多年的
信念——“君子必慎其独也”，以及支撑
这一信念的基本方式——“笃信好学”。

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朱熹章句：“不求诸心，故昏而无得。
不习其事，故危而不安。”学与思，如同饮
食与消化，只顾“大吃大喝”而不用心消化
吸收，必然是“昏而无得”“危而不安”。

捧着手机，在互联网世界里“冲浪”，
我们失去的往往是消化吸收的空间。那
一个又一个的“浪头”袭来，是容不得你去冥
思苦想的。可是，冥思苦想是多么重要啊！
只有经历了这一过程，许多问题才能“水落
石出”，知识才会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

手机里的“美丽新世界”容易让我们
陶醉，甚至不能自拔。在数字化世界里，一
切都在缩减——感动被缩减，成了表情包；
价值与意义被缩减，成了点击量……屏幕

里的超级链接将我们引往并弃置于一个个
无法预知的角落，碎片化的信息在无情切
割线性思维的逻辑。我们似乎读到了太
多东西，可又觉得什么也没有读到。悖
论由此产生：人类发明了看似最容易沟通
的工具，其结果却往往是难以沟通。

所以，我们必须为自己的心灵安排
一个独立的空间，这个空间必须存在于
数字化世界之外。而要营造这样的空
间，读书是最为理想的方式之一。

无论是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一个
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个孤独的
可以遐想的空间，这是自由的底线，人类
社会的发展不应以这一底线的丧失为代
价，否则，就会走向进步的反面。而读书
所捍卫的，正是这一神圣的底线。

所以，不能不读书。尽管是在地铁
里，是在如此拥挤嘈杂的环境里，只要打
开了一本书，我总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
的空间，感受到心灵的成长。

一次，在地铁一号线，我站在车厢里
看书，边看边做着批注。突然，一位老阿
姨从我前面的座位上站了起来：“您是在
看书啊，看书，一定要坐下来看！”老人家
固执地给我这个年轻人让座，我百般推
辞，却不能成功。

刹那间，我感到这个世界溢满了书
香。这位老人是以这样的方式向我郑重
提示，对读书的敬重是如此伟大的传
统！这个传统没有中断，也不会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