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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陕西
作家、 陕西日报
高级记者张斌峰
的散文集 《秦岭
笔记》 由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出版
社出版。

张斌峰曾作
为驻站记者在安
康工作 1 年多 ，
采写并发表了大
量安康题材新闻
作品 。 《秦岭笔
记》收录了 31 篇

散文，真实而深刻地记录了作者行走在“第
二故乡”安康山水之间的所见、所思、所想，
新闻之外，下水作文，哲思理趣，文化苦旅，
既有关于秦巴山区河流、湖泊、山脉、溶洞、
树木、云、月、星、雪等自然景观的描述，也
有关于生态安康文字、故乡、孤独、快乐、生
命等的反思与遐想。 作家力图通过情、景、
理相融相通的艺术手法，对中国传统文化、
民族精神、 人生之道等进行哲学层面的阐
释与解读。

而作家本人所在的陕西， 更是华夏文
明的发源地， 这里有着 7000 多年文明史、
3100 多年建城史和 1100 多年的建都史 ，
遥望丝绸之路的陕西， 既有过往历史的繁
华，也包藏着无数的古今传奇。秦岭就是这
么一道神奇山脉的存在，在地理学家眼里，
它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 长江黄河
的分水岭；在动物学家眼里，是古北界和东
洋界的划分线；在气候学家眼里，是北亚热
带和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在作家眼里，秦岭
和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父亲山、母亲河。
在陕西遥望回眸秦岭，就像一场穿越之旅，
提醒着你中华文明的辉煌。走进这片山脉，
看看山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一个色彩斑斓
的世界。

（梁真鹏）

《秦岭笔记》

年过七旬
的方琛是安康
史 志 专 家 ，其
新著 《安康史
话 》耗时五年 ，
由西安出版社
出版发行。 《安
康史话 》 系汉
滨区首届文学
艺术创作政府
奖 扶 持 项 目 ，
被专家学者誉
为 “纵览安康
历史的百科全
书 ”“一部浓缩

版的安康通史”。
该书从安康概况 、沿革史话 、战争史

话 、红色史话 、人文史话 、城治史话 、经济
史话 、物产史话 、汉江史话 、民俗史话 、文
旅史话 、 历代人物等方面介绍了安康
2000 余年的历史演变 ， 记录了勤奋刚毅
的安康人民在颠沛流离 、拓荒垦殖 、战天
斗地的艰辛历程中 ，锤炼出坚韧不拔 、勇
于战斗 、 不怕牺牲的劳动品质和精神风
貌 ；展示了安康上下数千年 、纵横两万里
的壮阔历史画卷。 全书近 40 万字， 是一
次集方志之系统性 、资料性 ，史学的概括
性 、简约性 ，文学的可读性 、故事性于一
体的有益尝试。

编著者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把
《安康史话 》编成有新意 、有独创的史册 。
例如 “人文史话 ”中的 “古代文学 ”“当代
文学 ”， 勾勒出安康文学史的滚滚长河；
“经济史话”按照古代、近代、当代经济，贯
通安康经济发展史的基本脉络； 尊重多说
并存的史家风范， 对车厢峡等争鸣意见均
录，供后世参考借鉴；《附录》中的“考据”，
经过烦琐复杂的考证， 把安康的历史由公
元前 312 年追溯 300 年至前 611 年， 修订
了前志的不足。在结构编排上，体现了作者
30 余年史志编纂的丰富经验， 聚合有度，
清新流畅。

（凌子越）

《安康史话》

《英美文
学的哲理诠释
和错译矫正研
究》 是安康籍
翻译家罗长斌
的最新研究专
著。 本书通过
对英国文学和
美国文学的翻
译研究， 论述
了文学译者的
历史地位和价
值、 文学翻译
能力的培养 、
深度解读原作
与译文质量的
关系、 文学翻

译的原则、译语修辞手法、文学译本注释
的特殊价值和认知作用等影响翻译质量
的议题，并且结合错译矫正研究提出了提
高文学翻译水平的可能路径和方法。 这部
专著是作者基于翻译美国长篇小说《兔子
归来》、爱伦·坡短篇小说和英诗的实践经
验，历经二十多年潜心打磨而成，书中所
有译例都有作者的译文作为范例，写作视
角独特，将哲理性、理论性和实践性融于
一体。

（陈曦）

《英美文学的哲理
诠释和错译矫正研究》

要说起读书往事来，就不得不说童年那段偷
书读的经历。 那时候应该不到十岁，随着识字增
多，渐渐不再满足于翻看小人书的我，总是如饥
似渴地到处找课外书来阅读。

有天出外打猪草，路过村后的土窑洞，据说分
队之前是大队的饲养室，其中一间几个知青曾暂住
过。 我好奇地爬在门缝往里瞅，半天才看清里面的
土灶和落满尘灰的案板， 靠门口的位置是土炕，土
炕上居然码着几排书。 我顿时两眼放光，还有几本
散落在炕沿下， 离门最近的一本厚书似曾相识，封
面上红下黑，我歪着脑袋看字，这不是我朝思暮想
的《红岩》吗？ 在姑姑家曾看过《红岩》的小人书。

我尝试着把镰刀伸进去勾地上的书，可镰刀
把太短，我只得四处找工具，最终上到硷畔的泡
桐树上，掰断了一截长树枝，长树枝伸进门缝里，
先把书拨到墙根，再一点一点挪出来，等伸手拿
到书，心里却怦怦直跳，顾不得满头大汗，我迅速
把书藏在猪草底下急急地跑回家。 过了两天，我
又假装从窑洞前经过，长树枝还丢在原地，似乎
并没人发现，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掉在地上有三本书，看过《红岩》后，我又先
后从门缝勾出了《四世同堂》和《呐喊》。 有一次正

看得聚精会神，父亲走到身后都没有发觉，父亲
伸手拿过书，我惶恐地站起身，嘴里嗫嚅着：“我
借同学的！ ”父亲觉得是正经书翻了翻又递给我。

把三本书看完后，我大着胆子伸长杆子勾土
炕上的书，可够不着，我不断调整姿势，最后手也
伸了进去，只听“哐当”一声，我吓得跳了起来，惊
恐地四下张望， 远远近近只有树叶 “哗啦啦”地
响。 原来年久失修的木门，一块门板松动了掉下
来，这下也用不上长树枝了，我猫着身子就可以
钻进去，这次我挑了一本《三国演义》和几本《少
年文艺》，出门后扔掉了长树枝，仍不忘小心翼翼
地把门板装好。

马上过年了， 我把看完的书揣在棉袄里，靠
近门口，卸了门板，可穿得太臃肿，怎么也挤不进
去，只得脱了棉袄裹着书先塞进去，自己再往里
钻，可等我要站起来，却碰到一堵软乎乎的墙，抬
起头，却看到老队长福印伯层层皱褶的脸，我惊
叫一声，下意识地弯腰要钻出去，后背却被一双
如钳的大手抓得动弹不得。

出乎意料的是福印伯并没有大发雷霆，他先让
我穿好棉衣，随后让我把看过的书都挑出来，等我
挑了二十多本摞起一尺多高， 福印伯狐疑地看着
我：“你能读恁多？ ”那天福印伯把我拽回家，让我坐
炕上捂脚， 抽了一阵旱烟就喊虎子哥去找我父亲，

我一下子从被子里蹦起来，哭丧着脸：“伯伯，你饶
了我吧，我再也不敢偷书了！ ”“娃儿别怕！ ”婶子把
我搂进怀里，瞪着福印伯：“你看把娃吓得！ ”父亲一
溜小跑进了福印伯的院子， 棉布门帘掀开了一角，
露出父亲铁青的脸：“你这兔崽子，看我不打断你的
腿！ ”福印伯一把扯住父亲：“你坐下来！ ”父亲只得
坐下来， 福印伯给父亲说知青留下的那些书：“看
来，他们不会再回来了，我看那些书就搁你家保管
最好！ ”福印伯说着，看了一眼炕上忐忑的我：“这娃
爱看书，放我这里糟践了！ ”说完喊了虎子哥进来：
“明天你跟峰子把饲养室里的书都搬到他家……瞅
瞅峰子，你再看看你……”福印伯气愤地抬起脚，虎
子哥早一溜烟跑了。

那些书足足有两百多本，为了保管这些书父
亲专门定做了一个大木箱，我读完一本，都要交
给父亲放回箱子里，父亲说等着知青叔叔哪天返
回来，还要完璧归赵。 转眼三十多年过去了，那个
大木箱还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房里，因为太过于陈
旧，母亲和妻子几次想扔掉，都被我阻拦了，她们
只道是留着木箱是对父亲的一种念想，其实她们
哪里知道，这个陈旧的木箱里，还装着一个懵懂
少年不寻常的读书往事。

收到旬阳散文作家赵攀强先生馈赠的散文
集《母亲的升子》，时令已进入了寒风凛冽，白雪
皑皑的冬天。 虽然天气异常寒冷，但是因为收到
了这部精神的食粮，给我在小镇的冬天注入一束
春天的暖阳。

我迫不及待打开这部散发着淡淡墨香的书，
全书分为五辑，即：亲情 ；乡愁 ；往事 ；随笔和游
记。 映入我眼帘的第一篇散文就是用来取为书名
的散文《母亲的升子》。 “升子”是过去农村称量粮
食的一种计量农具，它由五块木板组成，底座为
一块正方形木板， 四周为四块梯形木板组成，口
大底小，一升大约可以盛装三斤左右的粮食。 这
种称量粮食的简陋家具，像秤杆子一样，在物质
文化生活不断繁荣的今天，早已没有了它的用武
之地，退出了历史舞台，成为一段岁月的有力见
证。 攀强将这篇散文列为开篇之作，原因是这篇
散文在 2017 年《陕西日报》“秦岭”副刊显著位置
采用发表后，该文屡次被大中院校当作语文考题
和初中语文同步练习使用并推广。 由此可见，这
篇一千多字的短文，可以算是经典范文了。

散文《母亲的升子》通过家里来了客人———
表姐，母亲用“升子”在邻居家借粮款待客人，到
母亲用 “升子 ”还粮 ，借粮时是平平的一升子麦

面，还粮时是满满一升子麦面，不但如此，母亲还
粮还的是又细又白的特级面粉， 而不是一般面
粉。我说，特级面粉还给人家有点可惜。母亲对我
说，邻里之间要互敬互爱，人敬你一尺，你敬人一
丈，我们要时刻记着别人的好处，滴水之恩要涌
泉相报啊!看起来这傻傻的举动，却道出了母亲待
人的善良与宽厚。 还有文中说了大哥结婚那天，
家家户户都来恭贺，一个困难户送不起礼，就送
了一瓶清水充当柿子酒， 有人将此事告诉了母
亲，母亲只是微笑着说，就在礼簿上写下一瓶酒
好了。 轮到这个困难户办喜事的时候，按照作者
的意思，也送一瓶清水算了，可母亲没那样做，她
却送出去一瓶真的柿子酒，这且不说，还外加一
升子玉米。 这在缺粮少油的艰难岁月，是何等珍
贵的人间情意啊!

通过还粮，还礼，这些农村上司空见惯的事
情，以及母亲在这些事件中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
态度，表达出母亲以德服人，以德报怨，豁然大度
的宽阔胸襟。

而在另一篇散文《母亲的捶布石》作者借物
抒情，通过对两块石头颜色青黑，大小相等，呈正
方形，表面光滑，能够照出人影，重量大约都在百
斤以上，捶布用的石头的描写，追忆曾经勤劳淳

朴和爱干净的母亲。 “母亲就会将那些衣物折叠
整齐，平放在捶布石上，蹲在旁边，右手扬起棒槌
反复捶打，左手捏住布料边角转换位置，捶好正
面，再捶反面，捶完这件，再换那件。 ”在这篇文字
里，字里行间，我听到了作家对母亲抑制不住的
怦然心跳；一缕缕挥之不去的赤子情怀。

母亲的心灵手巧，母亲的勤俭持家，通过在捶
布石上捶打洗干净的衣服，表现了母亲在生活中的
能干贤惠。 譬如：“母亲跪在席上，穿针引线，缝制棉
被。 剩下的废布条，母亲从来舍不得扔掉，而是细心
收集起来，用糨糊贴在木板上，一层布条，一层糨
糊，层层叠加，然后晾干，村里人称为“打褙子”，主
要用于做鞋底。 母亲担心刚做的布鞋磨脚，也用棒
槌在捶布石上捶打新鞋的生活细节；还有母亲听到
我在骗人，出来嚷我说，火心要空，人心要实，做人
要像捶布石那样，实实在在，以后千万不能说谎骗
人了。 ”等等这些话语，这些细节，都再现了母亲在
世时留在作者记忆深处，光彩夺目的片段。 这些片
段，历久弥新，时时处处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角
落闪现，那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与弘扬的勤
劳善良的可贵品质啊！

在该书第二辑乡愁中，我们从《村里的老油坊》
由盛到衰的过程中，深深感悟到的是，什么时候都

要以诚信为本，以诚信立身。 否则就会搬起石头砸
了自己的脚，自食其果。 在第三辑《难忘的深山夜
宴》中，我们可以在回味上一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
国农村的物质生活相当贫困落后，交通闭塞，文化
生活匮乏，有的人户甚至连盐都吃不起，可就在这
样艰苦恶劣的条件下， 老百姓待人热忱厚道的禀
性，却丝毫不受影响。 文中那位已进入不惑之年的
老乡，虽然是个光棍汉，穷得只剩下一张床，一床被
褥，无法叫人上床休息，可依然杀鸡煮上腊肉，拿出
甜秆酒招待下乡干部。这种待人真心实意的劲头是
装不出来的，那是乡里人对待远方客人最真情的流
露，最淋漓尽致地表达。

从第五辑大量的游记文字中，我们看到的都
是《山水太极城》《陕南的雾》等介绍咱们陕南安
康的文字， 每篇文字都流淌出作者热爱家乡，热
爱亲人的真挚情感和自然表达。 都是作者亲临其
中，感人肺腑的文字，其素材裁剪比较合理，取材
得当，但有些篇什的思想主旨，还可以再提炼再
挖掘一些，就会让作品更加丰满和日臻完善。 当
然，这只是我个人私下的妄自揣测，与作者进行
一下探讨而已。 衷心希望攀强的散文作品锦上添
花，写出更精，更美的大散文来，为读者奉上更加
营养骨血的精神食粮！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
声残，夕阳山外山”。 手头的《城南旧事》不知翻过
多少遍，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斩获。 坐在书桌前的
我仍显得意犹未尽，鲜活的人物形象还在脑际持
续跳动，那些悲情的命运让我无奈又感伤，随着
一首《送别》响起，主人公英子的故事落幕，她在
依依不舍中告别了自己的童年。

《城南旧事》 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扛
鼎之作，这部书脍炙人口，收录了《惠安馆》《我们
看海去》《兰姨娘》《驴打滚儿》《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五个短篇故事，描写了主人
公英子 3 岁到 13 岁在北京城南的童年时光。 全
书以朴素的笔触真实记录了北京城南的市民生
活，那些经常出现的口头俚语，那些建筑物，房舍
胡同的描写，或是换洋火的老婆子，打糖锣的老
头子等人物的刻画， 处处透露出浓郁的 “京味
儿”。 作者以儿童的眼光和口吻写大人的世界，透
过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成人世界的悲
欢离合，用孩童特有的天真，去表现人世间复杂
的感情。 整部作品都贯穿对成长内涵的诠释，对
童年生活的依恋。

以爱之名的奔赴。 爱是一种牵挂、一种付出，
无论亲情、友情、爱情都深谙爱的含义。 《惠安馆》
中的疯子秀贞是懂爱的人，她把爱给了穷学生思
康，却在怀孕后惨遭抛弃，生下的女儿小桂子又
被家人无情地丢掉，她因受不了双重的打击而精
神失常。 但在她时好时坏的思绪里，一直记得思
康和她的小桂子，她的愿望就是找到女儿后去思
康的家乡，一家人长长久久地生活在一起。 最终
秀贞在英子的帮助下得以出走，却死在了这场勇
敢奔赴里， 飞蛾扑火般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我们看海去》中偷东西的男子也是懂爱的，他把
爱给了他的家人，为了弟弟能够继续学业，为了
家人能够吃饱肚子，这个贫穷但无计可施的青年
只能放弃尊严、名誉、道德去做一个令人不齿的
盗窃者，把灾难留给了自己，最终他在被便衣警
察抓住后身陷囹圄，令人扼腕痛惜。 兰姨娘更是
懂爱的人 ， 早年烟花柳巷的经历将这个女人
锻造成一个大胆果敢坚强的女人，后来赎身嫁入
一个生活富足的家庭， 有了年长很多的丈夫，但
因受不了虐待逃到了英子的家中暂住。 在这时她
认识了进步青年学生德先，随后相爱，在德先的
指引感染下，兰姨娘最终剪掉头发，穿上布衣，勇
敢地牵着德先的手去奔赴一场充满荆棘、新生的
旅途。

他们都以爱为名、怀抱着希望去追逐可能拥
有的幸福，在这场看似光明的奔赴中，有人死去，
有人变成了囚犯，有人走向未知。 但他们都是善
良的人，有着干净的灵魂和追求，即使知道前方
是一条不明的路，但是为了亲人、爱人仍然竭尽
全力，甚至奉献自己，这是何等的悲哀？ 又是何等

的牺牲？ 人世间总有许多无可奈何的事，我们既
不能主宰也不能阻挡，是与非、对与错、黑与白似
乎也不再清晰，但是就在那说不清、道不明的灰
色地带里却呈现出真实的人性、真实的道德和真
实的生活。 它就像一本教科书，在展现人间百态
的同时，也教会我们用爱、用宽容、用祝福的眼光
去解释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那一页页的经历可
能并不温柔、并不美好，甚至充满纠结和矛盾，但
那就是我们成长的佐证，带领我们一步步迈向人
生。

人的一生都在离别。 从幼年到成人，我们不
断的相逢、又不断地别离，每一次地挥手都使我
们成长的履历上又增添了一笔。 《城南旧事》里每
个故事的结尾都是别离， 但是别离不是逃避，而
是为了成长，为了成熟，为了不断地向前。 文章中
有这样一段话“做大人，常常有人要我做大人。 ”
宋妈临回老家的时候说：“英子，你大了，可不能
跟弟弟吵嘴！他还小。 ”兰姨娘跟着德先大叔上马
车的时候说：“英子，你大了，可不能招你妈妈生
气了！ ”蹲在草地里的小哥也说：“等到你小学毕

业了，长大了，我们看海去。 ”人不会永远停留在
过去，即使那不是人们的主观意愿也会被生活推
着前行。 亦如书中的英子，每个离去的人都在潜
移默化中催促了她的成长。

最终，“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
子”，父亲病重去世，庇护着家庭的参天大树轰然
倒塌，这让英子重新认识了自己和家人。 “瘦鸡妹
妹还在抢燕燕的小玩意儿，弟弟把沙土灌进玻璃
瓶里。是的，这里就数我大了，我是小小的大人。 ”
个体的觉醒也预示着彻底的成长， 从那一天起，
英子告别了小学生活，告别了自己的童年，告别
那些尽情享受父母之爱、天真无邪的日子，进入
到有思想有责任有担当的沉甸甸的生活中，她要
承担起作为长女的义务， 代替父亲照顾弟妹，安
慰母亲。 在一次次的离别伤痛之后，单纯稚嫩的
英子悄然长大，懂得了成长的含义。 即使心中有
着万般的惆怅和哀伤， 也义无反顾的走向成熟，
去慢慢蜕变成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成人。

童年是柔软而美好的，但成长却是现实而残
酷的，尽管时常伴随着悲欢离合和孩子难以理解
的复杂世界，但童年依旧是纯真的，是值得永远
铭记的。 当时光拖着你的脚步亦步亦趋地迈向成
熟，那些童年的往事也会像断了线的风筝慢慢远
去。 但是无论风筝飘向何方，只要我们顺着心灵
的绳索去寻找，就会发现，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人
和事已然变成璀璨的星辰，永远留在我们记忆的
天河中。 童年就是生命中那道永恒的白月光，纯
洁、真诚、善良，它寄托着我们心灵中最深切的温
柔、最童稚的内心和最美好的感情。 虽然不能驱
散前行路上的每一次坎坷和黑暗， 却足以抚慰、
疗愈、守护我们因成长而迷惘的、彷徨的心灵。

在市慈善协会的热情资助下，残
疾人作家王庭德的长篇纪实文学 《这
个世界无须仰视》 迎来了第二版的第
12 次印刷。 面对这散发着爱的光芒、
善的力量的崭新图书， 我终于找到了
一把打开心结的金钥匙。

王庭德于 1981 年生于旬阳农村，
不满一岁时因为高烧而成为肌无力侏
儒，身高只有 1.16 米。 他自幼父亲去
世、母亲出走他乡，从小沦为孤儿，靠
乡亲养大，初中毕业后四处打工。但他
从不放弃学习与写作， 于 2013 年由西北大学出
版社出版发行了自传体长篇纪实文学《这个世界
无须仰视》。

该书由于具有很强的励志作用，深得读者好
评，受到省作协、省慈善协会等方面表彰，被列为
中国高校精品图书、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和农家书
屋馆配图书，他本人也跻身于全省文艺创作“百
人计划”。 市图书馆以他的粉丝为班底，成立“王
庭德书友会”，面向青少年开展读励志书籍、讲励
志故事活动，由于社会公益效果良好，该书自修
订再版后，已印刷 11 次，仍然供不应求。 市慈善
协会为了满足作家做公益活动、励志报告的文化
需求，拿出善款资助他重印《这个世界无须仰视》
1000 册。

8 年来 ，看着 《这个世界无须仰视 》那么多
的粉丝 ，以及此书一年一年经久不衰的阅读活
动 、一批一批热度不减的热心读者 ，一次次地

加印 、一拨拨的签名 ，让我看到了身边著作的
走俏和热销 。 无数次面对他那艰难行走的背
影 、微笑而来的神情 ，我就把他看成了中国版
的民族英雄保尔·柯察金 ， 看成了我们这个时
代的精神偶像路遥 ，看成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地
标式人物张海迪。

这一切，绝不仅仅因为他是个残疾人，也不
仅只因为他是位作家，更不因为他是个残疾人作
家。 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自带能量，他名字前边的
那些标签、他头顶上的那些花环，一文不值！ 正因
为如此，我一直在为一个百思不解的问题寻找答
案：这本书，究竟为什么会长期走红呢?

在市慈善协会为他资助印书的捐赠仪式上，
从崔光华会长的热忱讲话、 作家的激情答谢、书
友会、读者们的阅读分享，让我看到了促使此书
走红的力量。

一是自强的力量。 一个没人送伞的山乡孤

儿，如果不是自强、自立，他王庭德早就在风雨中
趴下了。 正因为自强是一种精神战胜物质、梦想
创造未来的神奇力量，作家才长出了超越躯体的
精神高度，长成了让我们仰视的“励志哥”!

二是学习的力量。 如果不是自小好学，他可
能会流落他乡、苟且此生；如果在初中毕业之后
不再苦学苦写，并用心血和汗水写出了自己都难
以料想的长篇纪实文学，他可能会是个因残病而
坐享施舍的懦弱之人，绝不会是因为一本好书而
受人尊重的强者，更不会是因为写作而让众人追
捧的人生榜样!

三是感恩的力量。 如果没有感恩之心，那种
欲哭无泪的苦难童年， 定会让他王庭德扭曲心
灵，成为“问题儿童”，而不是少年楷模；如果缺乏
感恩之情，那么多的苦难故事，可能会让他王庭
德因为怨天怨地而把此书写成怨妇的哭诉，而不
是如此暖心的温情之书、如此亮净的养心之作!

四是慈善的力量。 在王庭德那灰暗
的童年，是慈悲的爷爷给了他仰望星空
的目光，是灵慧的八哥给了他穿透雨雾
的亮色；在王庭德的少年岁月，是善良的
老师给了他知识的营养，是民警的爱心
给了他生还的希望；在王庭德的成年以
来，是慈善协会培训了他的生存技能，是
慈善人士给予了他的创业机遇、就业平
台。 试想，如果不是爱心的光照，他王庭
德咋会走出山村、走到今天，并在安康城
里安居乐业? 如果不是心有善根立志从

善，他绝不会成为励志作家、道德模范和公益达
人，并且拥有数以万计的忠诚粉丝!正因为有了慈
善的力量，他才能用爱心回报社会，因献爱广结
善缘，从而拓宽人生之路、拓展成长空间，以侏儒
之躯登上了令常人仰视的人生高度! 正因为有了
慈善的力量，人间才充满公平正义，这个世界才
无须仰视!

正因为慈善的力量是自强之力、 学习之力、
感恩之力的力量源泉，《这个世界无须仰视》才会
自带能量，成了助人自强、激人学习、教人感恩的
励志书，才有了暖人的光度、迷人的魅力和扣人
心弦的吸引力， 才是我们爱不释手的可阅读之
书，才成了我们安康长期走红的地方名著。

我完全相信，有了王庭德的自强毅力、学习
能力和感恩意识，有了社会各界的热情支持和爱
心传播，《这个世界无须仰视》在安康大地还将走
红，并持续走红。

安康 书评

作家 书评

作家 感悟

读书 时光

从 生 活 细 节 中 流 淌 的 深 情
———读赵攀强散文集 《母亲的升子 》

□ 叶柏成

告别童年的白月光
□ 任雪姣

是什么力量让这部书长期走红？
□ 李焕龙

读 书 琐 忆
□ 魏青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