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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立冶是开始的意思袁叶群芳谱曳
曰院野立袁 始建也遥 春气始而建立
也遥冶随着立春的到来袁新一轮的二
十四节气将开启遥 历经冬日的蛰
伏袁万物都将重新焕发生机袁一切
美好也将渐次绽放遥

东风送暖 梅花合让柳条新

我国古代将立春分为三候遥一
侯东风解冻院春风自东而来袁大地
开始解冻袁万物开始复苏曰二候蛰
虫始振院蛰藏之虫袁因气至而皆苏
动之矣曰三候鱼陟负冰院鱼当盛寒袁
伏水底而逐暖袁 至正月阳气至袁则
上游而近冰袁此时水面上的冰块好
像被鱼 野背着冶 浮在水上袁 故曰
野负冶遥

元稹将这三候融入到叶咏廿四
气诗窑立春正月节曳一诗中遥 野春冬
移律吕袁天地换星霜遥冰泮游鱼跃袁

和风待柳芳遥 早梅迎雨水袁残雪怯
朝阳遥 万物含新意袁同欢圣日长遥 冶
全诗欢快明亮袁表达了作者对于春
天来临的期待之情袁也寄托着野一
元复始尧万象更新冶的良好祝愿遥

张九龄在 叶立春日晨起对积
雪曳中就写道院野忽对林亭雪袁瑶华
处处开遥今年迎气始袁昨夜伴春回遥
玉润窗前竹袁花繁院里梅遥 东郊斋
祭所袁应见五神来遥冶王镃叶立春曳诗
亦云袁野泥牛鞭散六街尘袁生菜挑来
叶叶春遥 从此雪消风自软袁梅花合
让柳条新遥冶虽然天气还是很冷袁可
是立春到了袁 天气就要转暖了袁青
竹尧梅花这些不畏寒的植物长得更
欢尧开得更盛袁播种五谷的日子就
要到来了遥

雪霁春归 便觉眼前生意满

立春节气拉开了春天的序幕袁

承载着中国人的美好希望遥野诗家清
景在新春冶袁 文人墨客历来喜爱咏
春袁留下了许多以此为主题的诗词遥

唐代诗人韩愈的叶早春呈水部
张十八员外窑其一曳 便是其中颇负
盛名的一首遥野天街小雨润如酥袁草
色遥看近却无遥 最是一年春好处袁
绝胜烟柳满皇都遥 冶诗人如同水墨
画家挥洒着画笔袁隐隐泛出了那一
抹野遥看近却无冶的青青之痕曰而透
过雨丝遥望草色袁更给早春增添了
一层朦胧之美遥

野律回岁晚冰霜少袁 春到人间
草木知遥 便觉眼前生意满袁东风吹
水绿参差遥 冶宋代诗人张栻在这首
叶立春偶成曳中捕捉大地回春景象袁
眼光敏锐袁诗语生动遥最后一句野东
风吹水绿参差冶以绿波荡漾把视野
引入水天相接的境界袁给人以开朗
畅快的感觉袁 激励人们积极向上袁
悠然自得的同时又有无穷遐思遥

《求同存艺》

罗易成著袁 生活窑读书窑新知三联书
店 2021 年 1 月版遥

叶求同存艺院 两岸手艺人的匠心对
话曳作者对两岸 6 组 12 位手艺人进行深
入采访袁以手工艺的介绍尧手艺人的人生
经历尧挑战尧心得尧成就尧情感等为维度一
层一层挖掘袁 描绘并展现他们在坚守和
追求精湛技艺道路上的异同遥 两岸同胞
同根同源袁 这使得两岸传统手工艺有诸
多相通之处曰 而两岸同胞的人生经历和
所处环境各不相同袁 每一组手艺人的故
事对比着看又别有意趣遥 全书以传统手
工艺种类分为陶艺尧传统漆艺尧版画尧石
雕尧铸剑和编织六章遥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叶祥瑞
宝莲曳袁 是江西籍知名作家李伟明
先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袁这是一部
以野文旅+武侠冶为视角的新类型
小说遥 全书讲述了宋末元初袁民族
英雄尧南宋丞相文天祥在南方坚持
抗元袁兵败被俘后袁慷慨就义遥文天
祥就义后袁留有几件珍贵的东西被
称为野祥瑞三宝冶袁各级官府尧武林
门派尧 江湖匪盗都想将之据为己
有遥当初在赣南追随文天祥的义侠
陈子敬尧刘溪等为守护它们袁隐藏
在宝莲山袁并以它作为核心根据地
与各路力量斗智斗勇袁继续开展抗
元斗争遥

叶祥瑞宝莲曳的书名袁因文天祥
字宋瑞和故事发生地在宝莲山而

得此名袁 该书自 2020 年 4
月出版后相继入选 2020 年
世界读书日赣州市民野每月
精读一本书冶书单袁上市后
更是吸引了众多读者袁特别
是一些武侠爱好者袁由此改
编的同名微电影也在 2020
年 11 月成功上映袁 观众反
响热烈遥 截至目前袁该书已
实现六次加印袁登上出版社
年度销量榜榜首袁还被江西
省委中心组尧赣州市委中心
组列入学习推荐书目袁成为
一本极具亮点的图书遥 本书
不仅在赣南反响良好袁在珠
三角地区同样受到关注袁佛
山人民广播电台 叶祥瑞宝
莲曳图书后袁主动联系出版
社袁 将该书录成有声读物袁
分普通话和粤语版袁计划在
电台连续播放遥 下一步叶祥
瑞宝莲曳还计划拍成电视连
续剧遥

李伟明先生热爱写作袁其作品
见于全国约五百家报刊袁 我与他
相识于一场图书研讨会袁 这次担
任该书的编辑袁深感荣幸袁编完此
书袁 感悟颇多遥 这本书共二十五
章袁作者文笔娴熟袁语言通俗袁情
节跌宕起伏袁引人入胜遥 从事编辑
出版工作袁 我们时常会从别人的
文字里读到坚持袁读到耐心袁读到
感动曰不管世事变化沧桑袁如何跌
宕袁 支配人的精神袁 是不屈的意
志遥 书中以陈子敬尧刘溪等为代表
的抗元侠士们袁正是在光复大业尧
救天下苍生于水火的意志下袁坚
守信仰袁 即使在追随文天祥兵败
后袁仍能忍辱负重袁坚守初心,读后
让人感动不已遥

书中的正反人物袁都有鲜明的
性格特征袁 描写到的正面人物如院
陈子敬的运筹帷幄尧 深思熟虑尧沉
着冷静曰刘溪的谨慎稳重曰刁八月
的豪情仗义曰蓝火龙的缜密又不失
童趣之心曰 萧绿荷的俏皮可爱曰叶
南潭的深明大义噎噎描写到的反
面人物如院 刘梦凌的老谋深算曰黎
富达的阴险狡诈曰 屠梦冲的莽撞曰
巴如台的蛮横曰 钟明亮的心狠手
辣尧不折手段噎噎都在作者的描写
下栩栩如生袁活灵活现遥

作为一种文旅型的武侠小说袁
书中对自然景色的描写相当细腻袁
尤其对宝莲山各地的景色描写着
墨较多袁 让读者在品读故事的同
时袁 又能欣赏到各种旖旎的风光袁
感受各种风俗特产袁激发大家到宝
莲山探秘尧旅游的热情遥 这种以武
侠加历史的故事宣传赣州文化旅
游资源袁形式新颖袁也足见作者对
本土文化的热爱袁立意甚远遥

江湖的明争暗斗又岂是那么
容易就平息的遥 叶祥瑞宝莲曳文末
结尾袁钟明亮的突变袁元朝廷的反
扑袁 江湖其他各种势力的穷追不
舍噎噎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困境袁
光复大业之路更是任重道远袁陈
子敬他们该何去何从钥 最终的结
果会是怎样钥 想必读者们都会心
生悬念袁 也许只能等作者后续再
来解答遥

文章千古事袁 得失寸心知袁面
对当下社会野快餐式冶和野碎片化冶
阅读方式的嬗变袁伟明先生利用工
作之余的有限时间袁能沉心创作一
部长达三十多万字的小说袁其创作
精神让人可钦尧可佩遥 让我们共同
期待他的后续之作浴

渊作者系叶祥瑞宝莲曳编辑冤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渊法冤让-多米尼克窑布里埃著袁南京大
学出版社 2021 年 1 月版遥

米兰窑昆德拉是当今极具影响力的作
家之一袁但由于种种原因袁无论是学界袁还
是普通读者袁对昆德拉的过去了解甚少遥而
传记作家布里埃的这部传记袁 为我们了解
昆德拉的家庭尧昆德拉的创作袁尤其是昆德
拉的存在状态袁提供了珍贵的资料遥布里埃
将昆德拉个人的艺术尧文学尧政治与精神历
程置于大写的历史中加以考察袁 同时借助
与昆德拉有着直接交往的人提供的一些公
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珍贵资料袁 为读者
展现了一个鲜活尧完整的昆德拉遥

一座山的江湖，几代人的坚守
要要要叶祥瑞宝莲曳书评

阴彭超

从此雪消风自软
梅花合让柳条新

阴韦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