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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国 好 书中 国 好 书 ”” 月 榜月 榜

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中国好
书”评选活动已持续了近7年，其主旨是通过好书推介传递正能量，推动和引
导全民阅读。这里介绍的是2020年5月“中国好书”榜上榜图书。

《故宫六百年》，祝勇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

《钱的千年兴衰史：稀释和保卫财
富之战》，金菁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汉武帝和他的时代》，姜鹏著，上海
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行为经济学：洞察经济生活中的非
理性行为》，王付有著，中国工人出版
社。

《大自然是个数学老师》，梁进著，长
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书内书外：沈鹏书法十九讲》，沈鹏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古路之路》，陈果著，天地出版社。
《酸食志》，要云著，北京联合出版公

司。
《逆行天使》，许诺晨著，浙江少年儿

童出版社。
《花开有声》，王洁著，安徽文艺出版社。

在自家庭院里生长的玉米苞上，
将金黄的、红紫的、橙色的玉米穗编
织成不同的发型，再用园中的小野花
点缀在发辫上，一个个鲜活、动人的
美少女就在玉米地里“生长”出来了。

这是早上起床我在朋友圈里看到
小区邻居发的摄影美图。此时已是七
月下旬，正值玉米收获季节，邻居把
丰收的喜悦赋予新的创意，给充满田
园气息的生活带来了艺术的灵光，令
人惊喜不已。观图生情，我遂填《破
阵子》 词一首，以示褒赞，以展襟
怀。“养眼田园春色，丰收在望憬憧。
苞谷棵棵呈满粒，青帐婀娜款款风。
欢愉葱郁浓。//慈爱多生慧眼，巧思
创意新萌。金穗编织鲜少女，点缀芬
芳情景融。院庭万绿红。”

玉米是禾本科的一年生草本植
物，原产于中美洲和南美洲，现已在
中国、美国、巴西及其他许多国家广
为种植，成为全球重要的粮食作物。
与传统的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相比，
玉米具有很强的耐旱性、耐寒性、耐贫
瘠性以及极好的环境适应性，因而非常
便于种植。

我小时候也在家中菜园里种过玉
米，南方很少大面积种植玉米，能亲历
玉米从发芽、长叶、拔节、开花到灌
浆、结苞、抽穗、爆粒，由一粒小小的
种子长成两米多高挂着四五个苞米的青
杆全过程，喜悦之情不禁油然而生。在
那个缺衣少吃的年代，玉米成为孩子们
的最爱，还没等它长成熟，上部的嫩茎
就会被掰下来，像甘蔗一样被啃食；等
到再长高一点，玉米底部裸露的根须也
会被一根根偷吃掉。那种腻人的清甜、
诱人的味道，至今难忘。

玉米全身是宝，玉米粒是北方许多
地区的主粮，也可压榨做食用油，秸秆
和玉米棒还可做饲料。有人说，一根玉
米穗对应一颗玉米粒；也就是说，一个
苞米棒子上有多少根玉米穗，就会有多
少颗玉米粒。玉米穗含有粗纤维、粗蛋
白、多糖和粗脂肪等营养物资，具有养

生保健作用，故民间有“一根玉米须，
堪称二两金”之说。用新鲜的玉米穗煎
煮出的水，味道甘甜，清冽爽滑，有泄
热通淋、平肝利胆之功效，夏季常被当
作凉茶饮用。

据媒体报道，一些地区的农民艺术
家能用玉米秸秆制作工艺画，用玉米皮
编织手工艺品。以前，每逢玉米丰收，
北方农民大都把堆积如山、无处安放的
玉米皮和玉米秸秆一烧了事；如今，许
多地方开始聘请专业手工艺技师，给当
地妇女进行玉米皮编织、秸秆画制作和
手工玉米串珠加工培训。这一举措既解
决了秸秆焚烧污染环境问题，还带动了
当地就业增收，为脱贫致富作出了贡献。

把生活过出艺术的味道，这是中国
农民的智慧。2018年7月24日，我曾赴
黑龙江省北安市调研，有幸知晓了当地
农民的稻田艺术创作才华。时任市长冯
云是一位人文情怀浓郁、文学功底深厚
的地方官员，他告诉我，当地的稻田画
已成为乡村文化的一大特色。他还专门
给我看了一张稻田画摄影美图：农民用

三种彩色水稻为“颜料”，以辽阔的稻田
为画布，绘出了人们庆祝丰收的喜悦图
画。画中的花鼓女婀娜多姿，大头郎憨
态可掬。原来，这是北安市主星乡朝鲜
族民众为庆祝“初伏节”专门在稻田里
绘制的巨幅图画。冯市长还专门赋诗助
兴：“骤雨初歇暮云长，柳枝拂面晚风
凉。婀娜一现花鼓女，精怪如昔大头郎。
高天变幻涂异彩，大地依然理新装。今
夕忘却红尘意，欲枕蛙鸣醉稻香。”

主星乡是中国最北端的朝鲜族自治
乡，地处通肯河畔，是北安市的水稻主
产区。“初伏节”是朝鲜族的一种民俗
仪式，每年入伏的第一天，当地朝鲜族
民众都要制作打糕等传统美食，穿上民
族盛装，载歌载舞，欢庆丰收，祈愿幸
福。自 2016 年始，主星乡每年都举办

“初伏节”活动，参加活动的群众除表
演朝鲜族歌舞、品尝朝鲜族美食、展示
民俗商品和民俗文化外，还开展摔跤、
跳绳、拔河、荡秋千等独具民族特色的
体育活动，一派祥和欢乐景象。

据冯市长介绍，该市东胜乡也有绘

制稻田画的传统。近年来，东胜乡以万
亩蟹稻基地为基础，统筹乡村文化、田
园社区、自然生态、循环农业协调发
展，构筑起了科技、生产、休闲体验
与健康养生为一体的农业综合体项
目，已建成的现代农业水稻生产示范
基地有万亩蟹稻田。稻黄蟹肥时节，
但见：金稻波涌易染灿烂秋色，画卷
舒展难绘幸福生活；东方白鹳飞传丰
收喜讯，塞北民众竞歌全面小康。

如 今 ， 北 安 市 主 星 乡 的 “ 初 伏
节”已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名录，冯云市长也于 2019 年 8 月荣
升北安市委书记。2020 年 7 月 16 日是
入伏的第一天，按惯例，北安市应举
办第五届“初伏节”庆祝活动；受新
冠肺炎疫情影响，不知今年有没有举
办？如何举办？甚为挂念！

尽管经济学理论以理性为前提，
但现实中许多具体的决策看起来却并
不那么理性。例如，性价比最优的商
品未必会受消费者喜爱，很多人会为
了用上一张优惠券而花更多的钱来凑
单。本书讨论的就是这些在日常消费
场景中普遍存在的非理性经济现象，
以心理学与经济学有机结合，从行为
分析理论来解释那些看似荒诞的经济
行为背后的客观规律。全书语言幽
默，通俗易懂，列举的案例贴近普通
老百姓生活，读起来轻松有趣，使读
者在会心一笑间加深了对理性、对人
性的反思。

非理性消费
荒诞行为的背后

说到地球边疆，那是我在 40 年前的提法，
特指地球的南北极地区，这里人烟稀少，甚至
在南极地区就没有常驻居民，远离经济、文明
中心，故称为地球边疆。

虽然北极地区长久以来就有人类居住，但
是直到十七世纪以后才开始完全进入人类视
角，而南极地区虽然在古希腊时期就被称为

“未知的南方大陆”，但是在1820年才真正被发
现，距今不过200年整。

人类在探险、发现地球边疆的过程中，付
出的代价是异常艰辛的，无论猎人、船员、探
险家、旅行者、淘金客、邮差、训犬师……等
等，都从不同侧面留下了文字记录，其中不乏
伟大的探险家，比如第一位到达北极点的美国
探险家佩尔里、第一位到达南极点的挪威探险
家阿蒙森，以及英国极地探险家斯科特、沙克
尔顿，等等。这些日记、探险笔记不仅仅记录
了探险的全过程，亦成为人类极地探险的宝贵
财富，更成为人类极地探险的启示录：比如阿

蒙森的探险著作，揭示了这位极地探险的规划大师探险活动系
统的准备，周密的计划，对因纽特人生存技术充分了解、对品
质优良的装备、合适的服装以及雪橇犬相处方式的把握，还有
从小对滑雪板的熟练使用。在许多方面，阿蒙森都是一个完美
主义者和开拓者的化身，他和队友为眼部设计的皮革护目镜，
使所有的队友没有一个人出现雪盲。

英国探险家沙克尔顿，虽然横穿南极大陆探险失败了，但
是他依靠坚毅的耐力和毅力，与另外5人划救生艇到东北方约
1400公里的南乔治亚岛去求救，居然完成了这次冒险横渡，翻
越了南乔治亚岛南岸的险峰，到达北岸斯特姆耐斯捕鲸站。从
1914年8月8日出发，直到1916年7月末，经历几次营救失败
的沙克尔顿终于用一艘智利拖轮，把在象岛上待援的22名队
员接了回来。正是由于沙克尔顿的坚强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
神，才使全体人员平安得救，随同沙克尔顿考察的地质学家普
里斯特利事后评论说，“如果是处在逆境，那就跪下来，恳求
上苍把沙克尔顿赐给你吧。”

2010年，我在俄罗斯短暂培训时，曾经有机会前往圣彼得
堡参观极地博物馆，在琳琅满目的展品中，有一张照片使我久
久不能忘，那就是1961年，苏联医生列昂尼德·罗格佐夫在苏
联南极新拉扎列夫站越冬时，突发阑尾炎，而站上只有他一名
医生，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就有穿孔的危险。为了保持清
醒，列昂尼德不得不对自己实行局部麻醉，让他的队友举着镜
子，他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进行阑尾切除手术。手术很成
功，列昂尼德·罗格佐夫几天后就恢复了工作。

以上只是南北极探险和科学考察中的3个实例，但非常有
代表性。埃里克·席德豪斯把几十个这样的极地探险实例进行
收集，把成功和失败进行整理、归纳、分析，他认为这是人类
极地探险启示录。结合他自己是一名亚轨道航天员、铁人三项
运动员、离心机操作员、飞行员和作家于一身的特性，基于极
地探险与载人火星任务有许多相似之处，写出了《火星探险中
的生存与牺牲——极地探险启示录》。

这本书不是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中译本也只有薄薄的140
页。之前也读过不少极地探险和航天科技的书籍，但是该书把
探索地球边疆和前往星辰大海中能够遇到的诸多问题一一展示
出来，读来有耳目一新之感。作者在书中多次强调，百年前的
极地探险和即将开展的载人火星探险，都是前往未知世界的大
冒险，“如果载人火星任务
要成功的话，那么那些负责
火星计划的人就应该从过去
的历史中吸取教训，阅读那
些生活在最后一个真正探险
时代的人们的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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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星探险中的生存与牺牲：极地探
险启示录》，[加]埃里克·席德豪斯著，
中国宇航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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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南方多地洪水滔滔，
江河暴涨，田园淹没，城乡受灾。我
虽远在北方，却不能不时时惦记南方
的雨情、水情、灾情，因为那里有我
的故乡，曾经养育我的土地，还有许
多的亲人。不料，7月7日，我的手机
瞬间传来一个内容相似的微信和视
频，屯溪老大桥所在的横江洪水迅
猛，浊浪滔天，这座始建于明代的老
桥像一株老树经受不住狂涛的冲撞，
终于桥墩毁损，桥体冲断，轰然倒塌
……如今现代化的信息传播速度惊
人，我人在北京，几乎同时，竟然目
睹了老大桥被洪滔撕裂的瞬间，那坚
固的桥墩土崩瓦解，坠入翻涌的洪流
浊浪之中——目睹此情此景，笔者情
不自禁老泪纵横，这是多年没有过的
事啊。

关于这座古老的石桥，网上近
日频频出现它的身世介绍：它名镇
海桥，俗称老大桥，位于安徽黄山
市屯溪区，雄跨横江 （属新安江水

系），东连屯溪老街，西接黎阳古
镇 。 始 建 于 明 嘉 靖 十 五 年 (1536
年)，迄今已为两岸人民默默地服务
了 484 年。桥长 133 米，宽 15 米，
为六墩七孔石质拱桥，桥墩呈等腰
三角形，分水头石头翘起，造成船
头状，可以有效地減轻上游来水的
冲击。

提起老大桥，它是融入我的童
年的难忘记忆。倘若打开我 6 岁前
后的记忆匣子，那里面有几张泛黄
老照片，其中一张便是老大桥。

小时候，我家住在老桥西头，
踏着青石板的小道，跨过石桥，便
是店铺林立的屯溪老街。后门不
远，即是清澈的河道，对岸可见一
座高耸的宝塔。我常常跟着母亲，
看母亲蹲在河边洗衣裳，有时也顽
皮地朝河水扔几块石片，看河水搅
起的一串串涟漪。那蹲踞在河道中
的老桥，像个饱经沧桑的老爷爷，
始终静默地凝望着两岸人家和擦身
而过的舟船竹筏，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那不时涌动的浪花，也搅动
我的童年的梦影。

我和长兄先后进了老桥头山岗

上一所教会学堂——名叫天山小
学，是传教士开办的免费学校。小
学依山而建，由山麓向不太高的山
顶盖起一幢幢中西合璧的漂亮校
舍。依山而上的石阶，夹峙在繁茂
的树木之间，有一座小教堂和花木
扶疏的幽静小花园。我俩每天都要
在老桥往返，那磨得光溜溜的石板
上该是留下了我和哥哥的足印吧。

在我的模糊的记忆里，老大桥
不光是交道要道，还是个热闹集市。
清晨，桥头的石板桥栏旁，便有四
乡的农人挑着担子背着竹篓，来这
里叫卖。除了四时果蔬，早春时节，
最多的是刚刚采摘的新茶，屯溪四
周是有名的茶乡。另外，扎成一束
一束的新鲜竹笋，绿色的青柿子和
类似核桃的坚果——香榧子，也很
常见。到了年节前后，农家自制的
印儿粑花色也多……你瞧，我的童
稚的眼睛里摄取的全是好吃的东西，
这也是故乡的诱惑吧。

不过，比较而言，老大桥泛黄
的照片中有一张却格外清晰，似乎
永远定格在历史的空间，那即是抗
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1946年的

春节，那时我6岁了。
那是抗战胜利后迎来的第一个

春节，比任何一年都格外火红。人
们的心情无比振奋，尽其所能筹划
各种庆典活动。家家店铺张灯结
彩，明灯高悬，映着青石板的老街
如同白昼，还有成群结队的舞狮
子，踩高跷、划旱船、蚌壳精、耍
龙灯，把狭窄的街道挤得水泄不
通。入夜，老大桥对面的河滩上扎
起的焰火，在噼噼啪啪的礼花中，
绽发出百鸟朝凤、百花盛开的绚丽
图案。这时一支马队从夜色中进入
街市，那一匹匹马上驮的竟是寺庙
里的菩萨雕像，披红挂彩，威风凛
凛，也格外令人生畏。菩萨游街的
盛典十分隆重，前面有打旗执幡的
开路，后面是吹吹打打的乐队，左
右还有护卫菩萨的。他们一路放鞭
炮，一路奏乐，浩浩荡荡地穿过城
中的大街，引得无数人驻足观看，
许多店铺也事先备好香烛鞭炮迎候
各路尊神，少不了还要给些香火
钱。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好
一个热闹的人神共娱的除夕之夜。

记得我家对门一家年糕店，除

夕之夜把打年糕的石臼搬到街上，
几个年轻力壮的伙计抡着木头捶子
不停地轮番打年糕。徽州人的年糕
是把煮熟的糯米倒进石臼槽里，然
后用木捶反复捣烂，不一会儿又粘
又柔软的粘米团就可以做年糕了，
这时，抻出一块放进木制的模具
中，敲打压实，便是形状各异的年
糕，当地叫糍粑。在一旁围观的我
们，也分到一团热气腾腾又香又甜
的年糕，高兴得合不拢嘴。

那年除夕之夜，小城欣喜若
狂，到处张灯结彩，人人喜上眉
梢。欢快的鞭炮响了一个通宵。经
历了八年苦难和屈辱的中国老百

姓，似乎在这些五光十色的焰火
中，寄寓了全部的欢乐和憧憬。此
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比故乡更热闹
更富有民间特色的除夕，那真是充
满欢乐的除夕啊！这一切，老大桥
该是记得吧！

最近，我收到家乡的亲戚频频
发来的微信，得知黄山市政府已经
决定在洪水退后修复老大桥，并且
呼吁河道两岸的市民寻找古桥构件
基石以供重建。相信不会太久，这
座铭刻在游子心中的老桥，必定以
其古朴坚韧的形象在原址昂然屹
立，也将时时唤起人们对于2020年
这场洪灾的记忆吧……

魂 牵 梦 萦 老 大 桥
□□ 金 涛

往事漫忆

点 缀 芬 芳 情 景 融
□□ 苏 青

7 月 23 日，我国“天问一号”探测器发
射升空，开启火星探测之旅。载人登陆火星
是人类在太空领域的下一个宏伟目标。基于
极地探险与载人火星任务有许多相似之处，
作者大致遵循任务顺序，由发射到返回，与
极地探险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节点相对应，
从任务规划、队伍领导能力、乘员选拔与预
防性手术、隔离与医学保障、抵达与返回、
生存、牺牲、返航等八个方面，分析探讨和
总结归纳了人类极地探险的经验教训，为未
来载人火星探索任务提供详细的借鉴参考。

2020新春之际，武汉笼罩在不明
原因的病毒阴影之中。危情之下，
一群逆行的天使，不顾个人安危，
不计报酬，坚守岗位，投身于这场
前所未有的战役之中。本书刻画了
那个特殊时期，众多性格鲜明的医
护工作者和一线基层工作者的感人
事迹。这道由众多身影汇集而成的
逆行之光，铸就了一座温暖而坚实
的白色方舟，载着武汉乃至全中国
人，度过了瘟疫的劫难。作品人物
群像立体生动，故事可歌可泣，价
值观清晰而明亮，是一部现实主义
题材的儿童文学力作。

逆行之光
铸就坚实白色方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