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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的知识图解

“从抚顺一上火车，他看到列车员很

忙，就动手干了起来。擦地板、擦玻璃、收

拾小桌子、给旅客倒水、帮助妇女抱孩子、

给老年人找座位……”关于雷锋，我们最

熟悉的就是他“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

火车”。即使在今天，雷锋这种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精神依然让人特别感动。然

而，由于2006年南京彭宇案的负面影响，

如今对于倒在地上的老人“扶不扶”竟然

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争议性话题。我想，

假如雷锋在现场，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将

老人扶起来。即便是遇上了不怀好意的

“碰瓷者”，雷锋的善举也会让其无地自

容。

没有哪一种生命比活在人们心里更

长久，没有哪一种精神比引领人的成长更

永恒，“雷锋精神”就是这样。学雷锋行善

如细水长流，我们应该让雷锋精神成为照

亮人生的价值坐标，成为一代代年轻人的

不懈追求。这本由湖南雷锋纪念馆组织编

写，由余旭阳、邹文主编的《雷锋年谱》是

一部记述雷锋从1940年出生到1962年因

公殉职 22 年生平事迹的编年体著作。为

了做到客观真实和精准，编者从地方到部

队，走访、搜集资料，多次与雷锋生前故

旧、专家学者一起研讨、甄别史料，经过近

百次修订，客观还原了雷锋 22 年的人生

历程。

这本书是一本研究雷锋成长经历的

重要工具书，为读者全面深刻了解雷锋的

一生提供了重要资料。全书以湖南雷锋纪

念馆馆藏资料为主要依据，以全国公开出

版的历史文献资料为参照，翔实充分地展

示了雷锋的生平、经历和实践活动，以及

思想发展轨迹、精神形成脉络，反映了他

从旧社会苦难孤儿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的转变。关于党对雷锋的培养和关心，雷

锋在1958年创作的诗歌《党救了我》中谈

到，“党把我这个孤苦伶仃的穷光蛋送去

读书/从少先队员成长为共青团员、共产

党员/我永远是党的忠实的儿子，人民的

勤务员。”

本书善于组织运用史料，考据征引，

去伪存真、互为佐证，同时独辟蹊径，穿插

日记内容，让人能触摸到更有温度的历

史。以1962年22岁的雷锋为例，通过他这

一年因公殉职前的表现，我们可以发现雷

锋之所以成为雷锋的秘密。那就是除了党

的培养之外，雷锋特别善于作总结。看了

电影《洪湖赤卫队》，雷锋在日记中写道：

“我决心永远向韩英学习，为了党，我不怕

上刀山入火海；为了党，哪怕粉身碎骨，永

不变心。”2月27日，他被工程兵十团评为

1961年度“五好战士”后，雷锋在日记中告

诫自己：“千万不可以骄傲。”这样的案例

在雷峰日记中不胜枚举。如果我们也像雷

锋一样“吾日三省吾身”，那么成为更好的

自己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没有人天生就是英雄，雷锋也不例

外。除了自身长期不懈的努力，我们也应

该了解：雷锋在家乡有疼爱他的六叔祖

父、六叔祖母、堂叔雷明光等帮他度过了

苦难的童年时期；有格外照顾他的乡长彭

德茂曾亲自送他上学；有经常言传身教的

县委书记张兴玉给他讲“螺丝钉”的道理。

这些平凡人物身上的细节、小事对于雷锋

精神的孕育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这些

细节、小事被遗失或误传，那么于雷锋精

神研究将是莫大的损失。

雷锋何以成为“雷锋”？
■ 邓勤 “要读懂一棵树，须经历一场头脑风暴。树，既

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也是多方齐力的产物。”弗朗

西斯·阿雷，一位伟大的树木专家，对“树迷”们这

样说道。树木以特定的外形特征与林木间具有的

协同作用而区别于其他植物。据估测，地球上共有

6万至10万种树木。我们走出家门，在花园深处与

槭树相遇，在公园之中与巨杉相会，在街道边与悬

铃木相交，在山林中与松林相逢……翻开《树的邀

约》这本书，打开这份“请柬”，我们就能走进生命

中的棵棵树木。

作者维克托·库塔尔，法国作家、记者。他致

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热爱树木与森林，坚信每

个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本领与能力。这是一本适

合全年龄段看的“树的知识图解”，它用简单易懂

的手绘插画，为读者呈现树的全景图，不仅详细

解析了分布于全球的 75 种常见树木，还介绍了

树木背后各种令人惊叹的冷知识，无论是成年人

还是青少年，都可通过这本书，以新的视角重新

认识大自然。书中所有知识点都配了清新细腻的

插图层层解析，让人可以从一名识树“小白”变身

为认树专家。

树之为树，它有精妙配比，树根从土壤中吸收

的水分占树木总重的80%到90%，抽去水分的树，

总体由氮、氢、钾这三种元素构成。树有完美体格，

它的核心在于木质，可以长得很高大。芽是万物之

始的力量，树上的每一棵芽都具备形成新枝、叶片

和花朵所需的全部物质条件。树木有供应其生长

发育的管道系统，用行动出色，保证树木水分和营

养物质的循环。在目力所及之外的树木根系，还远

未倾吐完它的秘密。

树在自然界起枢纽联结的作用，扮演重要的

生态学角色，不仅使动物有物可食，有处可居，还

能净化大气，形成美丽风景。树木在人类社会活动

与经济活动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使人们能相逢

交会，遮阴纳凉，抑或是单纯欣赏其叶蓁蓁的美

丽。欧洲冷杉树皮含有能用于工业生产的单宁，生

产松节油，陈年发黄的木材拥有很好的共拔性能，

常被用于制造乐器，尤其是管风琴的音管；桤木的

声学性能极其优良，是吉他制作中最受欢迎的木

材之一；落叶松初春能从树皮上收获白色且黏稠

的小颗粒，可作为口感清甜的口香糖来嚼。

关于树木和森林的最新研究成果令人十分振

奋：森林中的树木有着与生俱来的交流能力，能分

享各自经历。其根系尤其是菌根形成一种地下网络

系统，使警报消息得以相互传递。若是害虫或某种

病原生物入侵，树木能侦察到其中的危险并给同类

发送电脉冲形式的警报，通过分泌毒汁或生产抗体

来让入侵者保持距离。树木对经历的创伤有记忆能

力，以便其合理调整未来的生存策略；树还很讲礼

貌，树冠间会留一定的缝隙，称为“树冠羞避”，诠释

着“自由止步于他人之所”的立世箴言。

据估算，有超过10亿的人口直接仰仗森林生

存。人类还一直做着有关森林的梦，古往今来树木

都是诗意的象征与神话的符号，是人类历史中含

义最为丰富、流传最为广泛的主题之一。树木可终

身生长，不断朝上，不断接近天际，这一笔直的意

象唤起生命不息的感触；每年树木都会落叶，直至

顶着光秃秃的树冠，新的一年来临，它又会披上新

装，开启新的循环。生生不息的树木，代表着一个

家族、一个民族乃至一种信仰的发展壮大。

树的这些特质令人着迷。如今，这种庞大的多

年生有机体处处可见，大家有幸与越来越多的树

木相伴。然而，我们会有一天厌倦它们吗？当然不

会，漫长的时光使树木成了一座座纪念碑，它们以

其复刻般的精确，伫立在我们的道路上、照片中、

地图上，以自己的独特之处、用它们的性情点染我

们的生活，联结我们的回忆，与我们一同成长，直

到地老天荒。

作为一个喜欢读书看报的人，我很怀

念那些远去的报刊亭。

我所在的城市不大，一共有60余家

报刊亭，分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这60多

家报刊亭，我几乎都去过，它们所在的地

方，也许我不知道叫什么路、什么街，但是

每一次，我都会准确无误地找到它们。

有些报刊亭，我是特意找过去的，可

能是因为这个报刊亭规模比较大，所销售

的报纸、杂志种类也比较多。有些报刊亭，

我是因为其他事情路过偶尔看到，然后顺

便过去看看，买上一份报纸或一本杂志。

对我来说，一个地方的餐厅可以不去吃

饭，超市可以不去购物，但是只要有报刊

亭，我一定要过去看看。

我相信我是报刊亭主人最喜欢的那

种人，因为我几乎从来不会空手而归。报

刊亭里，总能找到我想要的报纸或杂志。

那时候的报刊亭，所售卖的报刊其实

都差不多，最靠外的位置，往往摆着一大

摞《故事会》《读者》《知音》《家庭》《特别关

注》《南方周末》……这些都是最受读者欢

迎的报刊，经常是上午刚摆出来，下午就

已经销售一空。

后面的简易书架上，则摆放着像是

《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纯文学刊物。

作为纯文学读物，它们的读者或许不是那

么多，但十分稳定，这些杂志也不愁卖不

出去。

不过也有一些报刊亭，经营者独具慧

眼，会订阅一些难得一见的刊物，让我刮

目相看。这样的报刊亭，即便离我住的地

方很远，我还是愿意隔三岔五过去看看，

说不定就能够给我一个莫大的惊喜。

报刊亭的报刊，可以说向来都是雅俗

共享，既有阳春白雪，也有下里巴人，这也

是它魅力的所在。

我家附近曾经有一家报刊亭，我自然

就是他的老主顾之一。去得多了，我和报

刊亭主人也就成了朋友。有时候我出差几

天，报刊亭主人也会主动把我需要的报刊

留好，等我回来拿。

按照报刊亭主人的话说，每家报刊

亭，都会有一些奇怪的读者。我家门口的

这几报刊亭，有一个读者，来得不是很频

繁，十天半个月才来一次，但是每次来，他

都会“狮子大开口”，五花八门的报纸、杂

志都要，既有通俗读物，也有纯文学报刊，

最后抱着一大摞报刊满意而归，像是抱着

自己最珍爱的宝贝。

每次看到他抱着一大摞的报刊，笑容

满面、步履坚定地回家，我都像是在欣赏

一道动人的风景。

这些分布在城市各处的报刊亭，犹如

城市一个又一个的文化地标，看似微不足

道，却用报刊的书香与文化的韵味，装点

着这座城市，为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

提供着精神食粮，也抚慰着他们的心灵。

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网络

来了，智能手机来了，信息爆炸了，短视频

盛行了，读书看报的人越来越少了，曾经

的报刊亭，也逐渐“门前冷落车马稀”，乏

人问津，直至消失不见。

有些事物，虽然逐渐消失，却仍旧活

在我们的记忆里，曾经带给我们的温暖，

也一直都在。远去的报刊亭，就是如此。

《树的邀约》

[法] 维克多·古塔尔 著 洪越 译
出版社: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品方:后浪
出版时间: 2022年4月
ISBN: 9787559659279

近日，电视剧《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

绢案》正在热播，原著《显微镜下的大明》

随之热销。这是一本由马伯庸所创作的关

于明朝历史的非虚构性历史书籍，严谨并

具有科普性质。

很多作家写历史，往往喜欢采用宏大

的叙事模式来进行讲述，或是写王侯将

相，或是写那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人

物，但是对于当时普通百姓的生活事迹却

着墨甚少。正如马伯庸在序言中所说的那

样：“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

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即使

是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沸鼎

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会细致入微地描

写。”因此，在该书中，他打破常规，并没有

从人们所熟知的重大历史事件入手，而是

讲述了 6 个深藏于各类史料中的明代基

层政治事件。

这部书里的6个事件，放之于浩瀚的

历史长河当中可谓毫不起眼，即使放在明

朝，也算不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它们

只是聚焦在明代社会的一府一县乃至一

村之内，记录的都是明代社会最底层平民

的真实生活状况。例如，作者在“徽州丝绢

案”中描述了万历年间一项不公正的税收

政策在徽州府引发的旷日持久的混乱，从

而导致的乱民、县官、州府乃至上到朝廷

等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而在“婺源龙脉

保卫战”当中，则是讲述了婺源县一场持

续了 64 年的经济争端，反映了一个县级

官员是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

害的。……

马伯庸在书中娓娓道来，但透过小人

物们的历史生活轨迹和非常细小的历史

事件，读者又可以透视出明朝社会的典章

制度与经济文化等内容，可谓见微知著。

同时读者们在阅读当中也明白了一个道

理：那就是想要读懂一个朝代，就不能只

将目光集中于朝堂之上，更要了解当时的

社会万象和最底层百姓的生活状态。

此外，相较于传统的历史书籍，《显微

镜下的大明》用语十分通俗易懂，甚至使

用了一些当下流行用语。马伯庸在众多的

史料和艰涩难懂的论文中挖掘出了这些

不起眼但却十分有趣的历史事件，并用谐

谑的语言将这些故事讲述给读者，同时，

在描写这些事件时，还采用了设置悬念、

臆想对话等方式提升了故事的趣味性，使

人读起来趣味盎然。

在人们的传统印象中，历史是高冷的

学科，许多有趣的历史事件都随着时间的

流逝而湮没。但马伯庸将一些被人们所忽

视的历史事件完整而不失趣味地呈现在

读者眼前，也将明王朝的衰落之态描绘得

淋漓尽致，还向读者普及了宝贵的历史知

识，难能可贵。

作者流畅通俗的语言，也是笔者认为

的此书最大的优点所在，史料中的人物通

过通俗生动的语言变得鲜活了起来，给对

明朝历史并不十分了解的读者带来了很

好的阅读体验。而且，由于书中故事都是

作者查阅了大量史料和学界研究后梳理

出来的，所以，本书通俗的语言并不会让

人在阅读历史故事时产生违和感。反而透

过马伯庸生动形象的语言，读者可以通过

他所编织的一个又一个细微的细节，串联

起一个纷繁复杂的明王朝，而这正是一个

最真实的明朝。

于细微处见真章
■ 邱俊霖

读书讲究季节，夏季读史书，秋季读散

文，冬季读小说，春季，也有许多符合季节

特点的好书值得反复寻味。

年少时爱读《柳林风声》。书里的春天

“好得叫人不相信”——到处都能看到小鸟

在造巢，花在含苞，树叶在发芽，所有的东西

都快快活活、生机勃勃的，春天的气息带来

神圣的、使人感到不满足和渴望追求什么的

精神。“请相信我，年轻的朋友，这世上没有

任何事——绝对没有——比在船上捣乱更

值得去做了。”初生牛犊不怕虎，人不轻狂枉

少年。《柳林风声》的童话告诉我们：年少时

那些奋不顾身的冒险精神，在历经千锤百炼

后，我们能更勇敢地面对大千世界的恶与

险。春播的种子会收获果实，年少时像《绿山

墙的安妮》一样，怀揣一个梦想，朝着梦想努

力的人，也会收获生活的多姿多彩。

春天来了，它唤醒地下的种子、枝头的

嫩芽、含苞的蓓蕾，给了它们闯荡的勇气。汪

曾祺《人间草木》里的植物们此时正热热闹

闹吧，春雨既足，风和日暖，城春草木深，野

菜破土而立，野草夹缝而生，公园里樱花盛

开，道路旁槐花挂满枝头。众生平等，花草树

木和人一样忙碌，它们的生命也要靠奋斗。

《植物的奋斗》一书里有这样一段话：“每一

棵植物，从一粒小小的种子开始，就得为生

活而奋斗。”植物们从种子发芽开始，在干涸

的地下找水喝，进行光合作用自给自足，还

要赶着在春天里长叶、开花，穷尽一生去结

果。春季读一些花草树木相关的书籍，与枝

头的一朵花、路边的一株野草笑面相迎，大

自然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肯定。

花季少不了浪漫，春日也不可无诗。春

日读诗，首选《诗经》。“春日迟迟，卉木萋

萋。仓庚喈喈，采蘩祁祁。”这般诗情画意的

田园生活怎能不令人心向往之！春季，还可

以读一读《泰戈尔诗集》。“因为春天年年回

来，圆月别后重逢，花儿每年回来在枝头红

晕着脸，很可能我的辞行只为的要在回到

你身边。”泰戈尔的诗描写宇宙、孩子和爱，

亲切温婉，足以解消一切疑虑。诗人们把希

望印刻在每一行诗的注脚里，纸页翻动间，

心弦被拨动，就会觉得人生处处充满希望。

春始万物动，圣人也不例外。孔子喜欢

春游，更喜欢在春游时寓教于乐。春日里，

不妨读一读《论语》，从孔子的“人生向善

论”里，获取乐观奋斗的信心。人至中年，越

发喜欢一切删繁就简，诚如季羡林在《天真

可抵岁月长》里写道：“人生最难得的清醒，

便是返璞归真。”一年之计在于春，干脆就

趁着一切更生的春天，重新定义人生。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人生的方向更加明确——

质朴无畏，至纯至善，用天真抵挡时间，令

人生“饱满而天真”！

读书要配合季节的特点，读书也要配

合生命的阶段。如春夏秋冬四季一样，人生

的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也是四个季节。

在不同的季节读适合的书，在书中获得追

求梦想、肯定生命、启发希望、确定方向的

感悟，这便是读书带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应季读书
■ 朱雅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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