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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秋和

先说一人，人民铁道报总编辑毕锋，

一位从事30多年新闻工作却自认还年轻

的好记者。他的作品获得过20多次国家

级和省部级新闻奖，他还获得过长江韬奋

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新闻出版

行业领军人才、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全

国“四个一批”人才等荣誉。

再说一路，便是世界屋脊上具有重要

意义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一期工程东

起青海省西宁市至格尔木市，于 1958 年

开工建设，26年后建成通车。二期工程东

起青海省格尔木市，西至西藏自治区拉萨

市，于2001年6月29日开工，2006年7月1

日全线通车。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

条铁路，尤其是格拉段 1142 公里，90%在

海拔4000米以上，最高海拔达5072米。

毕锋所在的人民铁道报社为了及时

报道二期工程的建设情况，开工伊始时就

决定在格尔木建立记者站。毕锋主动请

缨去驻站，从此他和这条路结下了不解之

缘。这种结缘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曾记

得前些年我们在西藏召开全国记者会

时，很多与会者晚上头痛得睡不好觉，

其实是大脑缺氧反应。毕锋却在这里一

次驻站 4 个多月，之后十多年一直追踪

报道这条高原铁路，先后 14 次登上雪域

高原，横穿无人区，9 次跨越唐古拉山，4

次采访全线，成为在“生命禁区”这条铁

路线上留下最多足迹、报道青藏铁路最

多的记者之一。

最后说一本书，便是毕锋记录中国高

铁建设发展的呕心沥血之作《追风逐

梦——中国人的高铁故事》。该书是中宣

部对其作为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

批”人才给予支持出版的一部最新力作，

从中我们能够感受中国高铁铿锵有力的

脉搏跳动，聆听高铁建设大军战天斗地的

坚实脚步，了解中国高铁延伸到祖国四面

八方的艰辛过程，欣赏各族儿女因高铁开

通带来幸福的欢快歌声……

中国高铁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

成功的一张靓丽名片，不仅改变着中国人

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而且也成为走出

国门、闪耀世界的中国品牌。中国人建设

高铁的过程中有很多感人的故事，毕锋在

书中只讲述了一部分，但这足以使该书成

为人们了解中国高铁之所以取得成功的

一本知识普及读物，成为揭开中国高铁从

无到有、从追赶到领跑的奥秘，进而掌握

中国高铁如何从北京延伸到祖国各地、再

到如何走出国门的一把钥匙。

我在和毕锋闲聊中得知，毕锋最初到

格尔木，就是想报道好青藏铁路的建设情

况，因为这条线路是从“生命禁区”穿过，

肯定会碰到一系列前所未遇的世界性建

设难题。那里四季高寒、缺氧、强紫外

线。当地民谣说：“到了昆仑山，气息已奄

奄；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上了风火

山，进入鬼门关。”环境的艰苦和恶劣，可

想而知。为此，毕锋在采访中多次冒着生

命危险冲到建设和抢险的第一线，去大书

特书铁路建设者们不畏艰苦和牺牲的精

神风貌。毕锋在氧气稀薄的昆仑山、风火

山、唐古拉山上采访，和建设者们一样“缺

氧不缺精神”；在昆仑山发生 8.1 级地震

后，通讯中断，别人都纷纷下山避险，他为

了收集第一手素材，却迎着危险往山上

赶；面对余震不断，他坚持在震区采访抗

震救灾，晚上把宿舍的瓶子都倒立在地上

及窗台上预警用，睡觉不敢锁门，为的是

能及时发现震情随时冲下楼避险。后来

证实，在这次地震后的10多天里，昆仑山

一带大小余震发生了1000多次……

毕锋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他笔下的

律师、博士、艺术家、国企高管、机关干部、

民企老总、工程师、铁路工人、列车员……

各行各业、各个岗位的一系列人物带着自

己的故事走进这本书中。这些人物与中

国高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

了一个个他们与中国高铁息息相关的故

事。这些故事通过毕锋画龙点睛般的叙

述娓娓道来，人物活灵活现，或生动有趣，

或感人肺腑，或令人肃然起敬……

例如大学毕业生张亚希，由于父亲常

年在高铁建设工地，她幼时的生活中常

常缺少父亲的呵护，因此偶尔会有思念

和抱怨，但她大学毕业后却主动来到父

亲的工地，与父亲一起并肩战斗，成为第

二代高铁人。

例如京张高铁项目部领工员刘建林，

不忍心70多岁的母亲留在老家做空巢老

人，毅然将母亲接来。这位孝子从此背着

母亲建高铁，转战在各个高铁工地上，尽

职尽责尽孝的精神感染了周围的人们，此

事已被传为佳话。

例如北京奥运博物馆员工田恩祯，这

位漂亮姑娘的父母在北京，她也在北京工

作，自从嫁给了一位帅气的天津小伙后，

手中拿着中铁银通卡，几乎每天乘坐高铁

往返京津，这种双城生活是因为高铁提供

的便利和快捷。

例如上海某基金公司总经理冯思科，

他坐过绿皮火车，硬座、软座、硬卧、软卧，

以及高铁的一等座、二等座，他自认为是

中国高铁发展的见证者和受益者，他和担

任高铁列车长的妻子相识相知相恋是因

为一条围巾的失而复得，从而成就了一对

俊男靓女的甜蜜爱情。

例如中铁物资集团东北有限公司董

事长季利平，他从自己参与建设中国高铁

的过程中体会到，高铁改变生活是一句实

实在在的心里话，因为有了高铁，人们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越来越多，他认为铁路要

走出去，要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

中国的高铁。

例如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总建筑师周

铁征，他认为建筑是凝固的音乐，高铁站

应该建设得既有颜值，更有内涵，在四

通八达的铁路线上，千万个大大小小的

火车站就好比项链上的一颗颗珍珠，他

还要继续精心打磨好高铁线上的珍珠，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亮眼的惊喜。

……

高铁的建设者、管理者、从业者及各

行各业的人们与高铁有关的故事非常之

多，毕锋摘取了其中 30 多个有趣的故事

集结成了这本有趣的书。

毕锋有一句口头禅，好记者永远在路

上。30多年来，他在三九天到漠河采访，

冒着零下40℃、滴水成冰的严寒，照相机

都冻得罢工了，钢笔圆珠笔芯的液体都凝

固了，只好用铅笔记录。三伏天在三亚采

访，体验最南端粤海铁路渡轮50℃高温下

的机舱工作，尽管汗如雨下，仍然一丝不

苟拍照。风沙最大时，他到距离最远的新

疆喀什，感受一线职工坚守大漠戈壁的品

格，风餐露宿是新常态。春水漾漾时，他

到东极抚远，探访铁路人迎接照射到共和

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曙光，那冉冉升起的太

阳，让人由衷自豪……

共和国幅员辽阔，每时每刻都发生着

新奇的、平凡的故事。毕锋是善于总结故

事、讲述故事的优秀记者。他所写的中国

人的高铁故事，是将生活中这种千变万

化、千姿百态情况下发生的有趣故事梳理

出来，奉献给了广大读者。

揭开中国高铁从追赶到领跑的奥秘
关键词 青藏铁路 毕锋 高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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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文灏

这是一部看上去不那么“曹文轩”的

作品。书名为《少年的凝视》，有趣的是，

凝视的主体并非只有作者，还有他的好友

——我国台湾作家桂文亚。正如曹文轩

在序言中写道：仅有文字，不能倾其所

感。当摄影艺术与文字艺术相互纠缠时，

这便为读者照亮一束光，我们看待这世界

的形形色色，需要怎样的眼力和灵性。

书中的24幅摄影作品、24篇散文、24

张插图，与其说是曹文轩对桂文亚摄影作

品的“命题作文”式的解读，不如说是两双

凝视的眼睛在这一时刻充满默契地对

望。曹丕说“文人相轻”，在该书中，我恰

恰看到了“文人相合”。

24幅摄影作品可追溯至

20世纪80年代初~90年

代末。曹文轩说为了这

24 篇文章，至少用掉了

加起来足足可以写出一

部长篇小说的光阴。这

是对挚友毫不“低就”的

喝彩，也是借“他山之

石”编织自己的“生命启

示录”的共鸣。

《乡野》《落叶》《影

子》《猫》《孤独》《碑》……这些主题并不陌

生，也是大多数具有文艺气息的人常常热

衷表现的对象。然而艺术的奥妙在于：不

怕表现已经表现过千百次的对象，只怕不

能表现出一种新的关系——只要有新的

关系，一切重复都不为重复，反而会成为

新的创造。透过桂文亚的摄影和曹文轩

的文字，我真切地感受到，这世间的美与

恶、雅与俗、热情与麻木总还是有一定范

畴的标准。每一个主题，曹文轩一如既往

地用优美的文字潜心提炼，或是引经据

典，或是真情流露，或是以亲身经历表达

自己的感同身受。在《影子》一文中，作家

借用自己童年时与玩伴的故事加以解读，

在几分怅然中体味人与影子的关联，原

来，那个拥有忧郁悲悯的人文关怀的曹文

轩从未走开。而在加入美学和哲学的阐

述后，他的文字变得更加厚重，那凝视的

双眸便不单单来自于少年了。

在《茶园》《夕阳》《田园》中，曹文轩

说：“中国的天自是中国的天，中国的地自

是中国的地，中国的生活方式自是中国的

生活方式，是绝改不掉的。”中国传统文化

所拥有的那种恬静与柔和的情调足以让

奔波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的人试着放

慢脚步，哪怕只是品尝片刻“闲”与“静”的

悠然。

《擦鞋童》《走向苍茫》《永远的十字

架》中，当画面定格，桂文亚透过对宗教、

风俗、世情的认知，让这些来自异域的生

活片段更显肃穆。曹文轩这样描述那幅

摄于1993年危地马拉亚特兰大湖的《永远

的十字架》：“你坚如岩石，力如山火，情如

海潮一般活着时，你是

想不起死亡来的。”寥

寥 数 语 如 此 铿 锵 有

力。我们是如何看待

死亡的？曹文轩借这

幅摄影作品谈道：“纵

然充满了恐惧与悲哀，

在天空下，在旷野里，

那颗疲倦不堪、苦楚难

言的心，在那一刻得到

了 暖 和 春 风 般 的 抚

慰。”坚强也好，温情也

罢，虽然表述不同，但面对这样一幅描述

生离死别场景的画面，二位作家其实都是

在表达“珍惜生命”的价值取向。

书的末尾，桂文亚以“摄影人语”代后

记。她借康丁斯基的一段名言作为题记

——色彩是键，眼睛是锤，心灵是琴弦，艺

术家便是那只需要敲键而引起心灵变化

的手。这段话既是她对曹文轩为自己的

摄影作品撰文而致谢，也是以此激励自己

继续用敏锐的“眼睛”去凝视这个世界。

艺术家（作家）用艺术的手法看待客

体总是带着主体的思考和判断。《少年的

凝视》并非刻意地传递二位作者的人生观

照，我读到的是一种由观察而牵动的思

考，而这观察，也绝非仅来自眼睛。即使

绝大多数人并非艺术家，但在读完这本书

后，或许你们也会有和我相似的感触——

对世界的凝视，何尝不是亦在凝视自己。

凝视世界，何尝不是凝视自己
关键词 曹文轩 散文 摄影 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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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幻的深处是关怀
关键词 幻想文学 杨鹏 成长 治愈

○王乐芬

杨鹏的“幻想大王奇遇记”系列是一

套具有抚慰和治愈功能的优秀幻想故

事。作品主人公孙小空是一个普通的

孩子，除了特别爱幻想，其他一切都平

淡无奇：不丑不俊，不高不矮，学业成绩

挣扎在及格边上。但是，这个普通的孩

子，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妈妈被称

为“白骨精”（白领+骨干+精英），爸爸是

作家。作为优秀家庭中的一员，孙小空

显然不够优秀。

于是，孙小空的烦恼和压力，映照出

了大部分普通孩子都曾有过的真实心路

历程：憧憬成为学习超人，像好朋友白谷

静那样有过人的头脑，但现实却很“骨

感”，一不小心就考试不及格；想看电视

打游戏，过个没压力的周末，但每个周末

都被满满的培训班占领，学得好是培训

班的功劳，学得差意味着要报更多的培

训班，总之就是要不停学习……

一个非天才型的孩子，生活不就是

这样吗？经历这种童年的孩子，未来会

怎么样？他们有终身学习的意愿吗？

有敢于开拓新天地的勇气吗？有立足

世界的能力和自信吗？现实越逼仄，眼

前越狭窄，能拯救心灵的只有阅读，只

有幻想。

该系列将阅读与幻想完美结合，作

者用文字将孙小空这样普通无奇的孩子

置于光怪陆离的想象时空，经历了一次

次奇幻的冒险之后，又将他安全送回现

实——但其实，他跟出发时已经有所不

同，因为他的灵魂深处多了一些东西：

勇气、善良、责任、坚守、聪慧……于是，

读者读到了孙小空的成长，也读到了许

多普通孩子的成长。

以《一万个分身》为例。很多孩子都

幻想过，如果能像孙悟空拥有无穷无尽的

分身，那该多好。故事中的孙小空就拥有

了这样的能力。于是，他可以天天睡懒

觉，可以在上课时间出去闲逛，可以享受

分身排队带来的“零等候”待遇，也不用做

作业和练琴了……总之，拥有分身的好

处，孙小空都体验到了。由于分身能干，

孙小空从之前的“学习困难户”变成了学

习尖子、钢琴能手，每次考试满分、各种比

赛获奖……

但是，故事在悄然变化，作品将思考

的触角伸及了存在的意义：既然有如此完

美的分身，还要本尊干什么？优秀的孙小

空替代了平凡的孙小空，平凡的孙小空真

的毫无损失吗？属于分身的各种奖项，孙

小空有受之无愧的真才实学吗？当幻想

成真，凭什么驾驭全面超越本人的分身？

所以故事最后，作者借分身 1 号告诫读

者：“天资再好的人，如果不认真学习、刻

苦训练，也是废物一个。”但更高明的是，

作者不仅在讲故事、讲道理，他还一直鼓

励普通的孩子：学会发掘自己身上的美好

能量，就可以蜕变为更好的自己。甚至，还

可以做英雄——比如，拯救整个地球。这

些鼓励，同样是隐藏在跌宕起伏的故事里。

故事中的孙小空，尽管畏难、胆小、爱

偷懒、才能平平，但始终善良、正义、有担

当，永远保持旺盛的想象力。这一点太重

要了，这证明他一直是个真正的孩子，而一

个真正的孩子，才有成长的无限可能性。

在阅读孙小空的故事过程中，总有一

些种子在悄悄萌发：普通人也可以做英

雄，只要你善良、正义、有责任感。于是，

无数个像孙小空一样的普通孩子或成

人，在阅读的同时，都被温暖和治愈了。

故事的奇幻和天马行空，只是五彩斑斓

的外壳；而故事深处的光亮，却是对童年

成长的温暖关怀。

“幻想大王奇遇记”系列

（全17册）杨鹏著/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集团 2019 年 3 月版/

20.00元（册）

《100个孩子眼中的战“疫”》王瑾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4月版/

32.00元

推荐理由：该书容纳了100个孩子的作文，这些孩子最小的是7岁，最大

的是15岁，他们书写自己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些作文里

有逆行的白衣战士奉献生命的无畏，有一线防疫志愿者的辛勤付出，有普通

民众疫期生活中的团结和斗志。孩子们用质朴真诚的情感和语言，表达了对

民族伟大脊梁的敬意和深情。

《何捷老师的百字作文系统》何捷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20年3月

版/38.00元

推荐理由：该书是作文教学思想与教学研究与指导的教科书。以

“百字作文”这一创新的作文教学形式理念作为基础，通过介绍“百字作

文”的形式，阐述写作的方法，详细介绍“百字作文”作为作文教学思路的

重要性。辅以“百字作文”修改技巧、准则和课堂实录，为教师提供可供

遵循的具体建议。

数学与大自然有怎样的联系？
关键词 数学语言 知识 大自然

○张九庆

作为一名大自然和趣味数学题的双重

爱好者，梁进教授的新书《大自然是个数学

老师》激起了我浓烈的兴趣。数学教授眼

中的大自然，有何独特之美呢？梁老师说

“大自然是个数学老师”，其实是想让我们

用数学的眼光来观察、理解和思考自然。

比如书中A篇开始引用唐代诗人王之

涣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

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让我想起

一道初等趣味题。假设地球是完美的圆

（半径6371千米），诗人王之涣（假定他的

眼睛离地面1.6米）站在

地球表面，他的视线前

面毫无遮挡，他能看到

地球上离他最远的距离

是多少？如果王之涣想

看到离他500千米的地

球点，他要站在多高的

位置？这是一道用直角

三角形勾股定理就能解

决的问题，经过眼睛与

地球某点作一条切线，

切线长度就是他视线所

及的最大长度。答案有些出乎意料，前一

问的答案只有4.5千米，后一问的答案接近

20千米。我们都知道诗人是用夸张手法

来阐明登高才能望远的朴素哲理，如果我

们增加一种思考方式，比如用数学方法来

理解王之涣的诗歌，别有一番趣味。

如果说A篇的数学是入门级、初阶、普

及型的，那么B篇的数学则是精英级、高

阶、研究型的，数学涉及范围也从显而易见

的大自然进入到更为复杂的、隐秘的大自

然，比如彩虹观察视角、行星运动规律与万

有引力、随机运动、热传导等。其中，“鱼的

游弋方式”让我想起汉乐府《江南》：江南可

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

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

北。为此，我曾编过一道初等数学趣味题：

按照作者的描述，画出这条鱼的运动轨迹，

假如莲叶是完美的圆形，半径为R，莲茎细

到可忽略，鱼运动的最短轨迹是多长。我

们可以将此题进一步演绎，数学计算就会

升级。比如，考虑莲叶下水的流速和鱼在

静水中的平均游速，计算鱼完成此轨迹的

时间。上述问题是在平面几何范畴内设计

和计算的。如果把运动轨迹延伸到立体空

间，再考虑到水的阻力和鱼自身的重力，计

算鱼完成此轨迹消耗的最小能量。计算难

度陡升，变成了梁老师

在书中讨论鱼在锯齿

状游动时最佳角度的

问题，拥有高等数学知

识才能解答完成，而我

已经无能为力了。这

正如“驴行者”在登山

中遇到了险峻的断崖，

没有好的攀岩装备和

强的攀岩能力，是无法

顺利完成攀升或者下

降的。用数学的说法就

是，对那些能够攀岩直上的强“驴行者”而

言，轨迹函数在此不连续，成为间断函数；

或者，弱“驴行者”只能绕道而行，轨迹函数

曲线在此出现拐点。

梁老师创作过《名画中的数学密码》一

书，力图用抽象的数学剖析具象的绘画艺

术。在《大自然是个数学老师》中，作者秉

承相同的理念，任务却艰巨得多，因为大自

然中的密码比绘画艺术中的密码更加丰

富、复杂。相信该书会引起更多读者特别

是青少年读者的兴趣，能够在日常生活中，

尝试用数学的视角去观察大自然，用数学

的语言与大自然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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