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科普书，更是一部外科史，它围绕着心脏外科发展各个阶段的一系列
人和事展开叙述，在故事发展中展示了人类挑战心脏禁区的独特科学历程——

4

开卷书单

《心外传奇》：像小说的医学史
□李清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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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想到十年以后我
仍然要面对当初的问题，
要完成还是要完美？
《心外传奇》这个故事
在被我打磨了十年，主要
内容翻了一番之后，我仍
然觉得它只是一部完成
品，距离完美还有很远。
十年前，因为有几个
章节留下了一些遗憾，所
以我一直都想将那部分章
节推倒了重写，结果就是
几乎全部章节都重写了一
遍，我相信十年前读过旧

版而这次又拿到新版的读
者就算不多，也肯定有一
些，希望这些改动能让您
觉得再次拿起《心外传奇》
不算浪费了宝贵的时间。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
位没有什么天赋的写作者，
直到某天我读到一个句子，
创作能力无所谓是否拥有，
而取决于你创作了什么。
那么，我对自己说，就先把
这个故事写出来再说吧。
就像理想中医学的完
美状态，应该是彻底征服
疾病，让所有人都能活到
一个理论上的极限寿命，
而后无疾而终。然而，在
现实世界里，医学的水平
只能处于某一个完成阶
段，比如当某一种特效的
药物或手术出现之后，相
关疾病可以通过药物或手
术治愈或缓解了，那么我
们就可以认为这类疾病暂
时被征服了。
但治疗领域往往是按
下葫芦浮起瓢，一个矛盾
被解决的同时，也意味着
又有一个更难解决的矛盾
随之出现，
比如说当烈性传
染病被控制时，
平均寿命延
长，癌症就成为了主要矛
盾；当心梗被解决时，心衰
又成为主要矛盾……如果
仅以人生终点来衡量，
似乎
医学所做的所有努力都是
徒劳无功，
也无非就是把死
期往后拖了些时日，
终还是
要败给死神，
那么这一切努
力究竟值得吗？

为了推动医学研究的
进步，有些人献祭了自己
的生命，有些人赌上了自
己的职业生涯，正是这些
先驱的付出才换来了今天
我们所熟知的医学的样
子，尽管现代医学仍然不
算完美，它不能让所有人
满意，不会每次都治疗成
功，但如果我们从书中能
够得知，几十年前甚至一
百年前的医疗状况更加糟
糕的话，是不是就会对现
实医疗世界里的不完美报
以必要的包容呢？
这些疑问，可能会在

本书中得到解答，但有些
读者也很有可能在得到了
一些问题的答案之后，又
会产生更多的疑惑，这些
问题，可能就要靠自己通
过别的途径解决了。
回到医学科普写作的
初衷，由于医学相对的专
业性，在公众与医学领域
之间一直都有一堵高墙
在，科普写作就相当于为
公众推倒这堵墙，但医学
科学也不是停滞不前的，
新的知识层出不穷，因此
无论科普写作如何繁荣，
专业壁垒都将存在，随着

禅宗墨迹精粹丛书（共 5 卷）是
一套以历代禅宗高僧墨迹为主的
书画丛书。本书为丛书第一卷，主
要收录杭州永福寺、径山寺、净慈
寺各馆馆藏书画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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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故事绘》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 编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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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至 2021 年 8 月，
人民日报社文艺部与中国美术
家 协 会 合 作 ，推 出“ 脱 贫 故 事
绘”栏目，约请全国艺术名家倾
情创作，描绘脱贫攻坚战中的
动人故事。
本书含系列连环画 35 套，
分为 6 大篇章——自强篇、贡献
篇、奉献篇、创新篇、心声篇和
楷模篇。

清言小品集《菜根谭》
□王喆

龙头新闻 APP
妙赏频道
更多内容请关注

《菜根谭》是一部融合了儒、
释、道思想，以心学、禅学为核
心，集人生智慧与修身养性于一
体的清言小品集。以“菜根”为
书名，取“人常咬得菜根，则百事
可做”，寓意人生经历锤炼磨砺
才能造就完美的品德和才识。
书中以亦骈亦散的文字手法，格
言警句的表现方式，阐述了洪应

本报地址：
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1号

邮编：
150010

总编室：
（0451）84616715

在目录中提取每条首句，便于读
者翻阅查找。清言小品，言简意
赅。运用亦骈亦散的文字手法，
格言警句的表现方式，阐述洪应
明对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等的
理解与认识，对仗工整，易于记
诵，值得一再品读。
该书评论古今，臧否人物，
杂谈事理，感悟人性。溯源书中
用典，解读专业术语，注释疑难
字词，切实扫除阅读障碍。译文
紧扣原文，力图明白晓畅。在理
解文意基础上，点评中加以事例
佐证，拓展了阅读的广度和深
度。

广告部：
（0451）84655043

《白色记事簿》/ 陈
拙/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2022 年 1 月

瑶
□瑶

《白色记事簿》上的﹃生死场﹄

名专业医护的亲笔记述， 位患者的真实人生——

林
□颐

学出版社 /2022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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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 桥 笔 记》 鲁/晓 敏 广/西 师 范 大

读鲁晓敏《廊桥笔记》

廊桥之美与廊桥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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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三全本

《菜根谭》/孙林 译注/
中华书局/2022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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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光 瑞 彩 —— 黄 檗 翰 墨 精
粹》
释月真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诗经》里就有“造舟为梁”的说
发展起来的，存在从浙闽山区往中
法。中国的古桥，悠久且优美，不仅
原传播先进桥式的可能。
具有交通功能，也传达审美的旨趣，
廊桥的历史研究，留待专家们
和谐地调节了建筑风景与建筑群体
继续推论。普通读者如我而言，我
的意境。
更喜欢欣赏廊桥之美，沉浸在传统
我从前读茅以升先生的《桥梁史
文化的氛围里，并为廊桥背后的人
话》、陈从周先生的《说桥》，
就很为书
与事牵动心弦。
中谈及的中国古桥梁所吸引，
其中尤
浙江庆元县黄水长桥、江西铅
以廊桥为最美。长虹卧波，鱼沼飞
山县澄波桥、安徽休宁县云溪桥、
梁，为乡人行旅遮阳蔽雨，为湖山江
福建屏南县千乘桥、广西三江县程
水生色。可惜两位先生的书中谈及
阳桥、甘肃渭源县霸陵桥……这些
廊桥的部分不多，
更倾向于实用技术
千姿百态的廊桥，无不让人望美而
的桥梁或景观设计的专业讨论，
所以
生叹。廊桥是水上架空的建筑，我
听闻这部集大成的《廊桥笔记》出版， 们的设计者和工匠们竟然可以在
我迫不及待地抢鲜阅读。
有限的形制里无限地腾挪转换，变
该书作者鲁晓敏是浙江松阳人， 幻出各种各样的美。这些廊桥经
松阳有许多保存完整的传统村落，
廊
常置身于涧泉潆洄的山川胜地，它
桥、古村落、老房子是鲁晓敏一直关
们的存在方便了人们的生活，为周
注、
努力书写的对象。
《廊桥笔记》就是
围的风光更添一份景致。
鲁晓敏长期调研的结果，
联袂吴卫平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廊桥的建
摄影，
文图并茂，
情景交融。全书分为
造与维护，殊非易事，它通常是由乡
四个部分：
何以廊桥、廊桥之境、美哉
绅带头筹募四方捐款，
再花费数年时
斯桥和廊桥遗梦。从廊桥的历史及
光修葺而成。桥的形制和纹饰，
参考
影响进入，
接着叙述全国廊桥的分布
当地的图腾崇拜，
寄托着人们的生活
情况，
继而描述各地廊桥的特色与独
理念。这些桥的桥头，往往立有碑
特魅力，
最后阐析这些廊桥的历史文
文，
讲述造桥的由来。鲁晓敏特意指
化意义，
强调保护廊桥的重要性。
出了募捐人名单里那些只有姓氏而
作为一位非桥梁专业人士，作
没有名字的女性，让我恍惚想起了
家在搜集翔实资料和实地考察的基 《祝福》里的祥林嫂，
她们是怎样虔诚
础上，一并呈现了良好的文学水准
地奉献自己那微薄的钱财而渴盼着
以及人文角度的思考。
微渺的希望啊？为了造桥，
引出多少
关于廊桥起源的考证，说明了
风波甚至械斗；为了造桥，多少人散
鲁晓敏写作的历史维度。他认为， 尽家财肝脑涂地；为了守桥，一个家
廊桥营造技术的传播，遵循中国文
族的一代代，殚精竭虑日夜拂拭，洞
化的辐射型而呈现了一条“马蹄形” 若观火防范未然，与时间抢时间，一
长线：两汉时期，廊桥的火种从成都
代代留守在方寸之地，
人桥俱老。
平原出发，进入甘肃文县，诞生了
这些廊桥在它们的所在地仍然
“阴平桥”，继而传入河南洛阳、开
为当地人造福，行路，休憩，交流，聚
封，在唐宋时期进入浙江，接着进入
会，看风景。这些廊桥成了风景的
福建、江西，甚而传到更远的西南地
一部分，用明月装饰看它的人的梦
区。鲁晓敏谈及不同的看法，也有
境，桥下的水没有干涸，从古到今，
专家认为，编木拱梁桥的桥式是在
在静默流淌的时间里，廊桥一定见
浙闽山区一步一步，由简到繁独立
过、听过许多的故事。

明对修身、处世、待人、接物等的
深刻理解与认识，书中既主张积
极入世、心怀天下的进取精神，
又宣扬亲近自然、悠游林泉的隐
逸旨趣，同时也提倡参悟禅机、
空灵清净的超脱境界。对于爱
好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来说，可
以从此书中获得为人处世、修身
养性、职场生存技能等方面的有
益启示；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
可以通过它了解选拔人才、经营
企业的理念，以及如何提升管理
者修为的实用指导。
全书分修省、应酬、评议、闲
适、概论五大类三百八十二条，

水涨船高，专业的医学知
识与公众之间，永远需要
勤勉而诚恳的翻译和孜孜
不倦的摆渡人。
在文艺界，本来就有
相当一部分职业作家是弃
医从文的，但这些人其实
较少将医学本身作为写作
对象，这大约就是留给我
们这类身为医生的业余作
家的用武之地。人的一生
是有限的，但知识却是无
限的，所以如果这本不完
美的《心外传奇》能在您的
知识拼图中占有一席之
地，
将是我的荣幸。

发行部：
（0451）84671553

白色记事簿，一本医护手
中的记事簿。全书从医护视
角，记录了医生和病患如何应
对疾病与生死的艰难时刻，以
及医生真实的心理与日常，带
你了解普通人无法接触的生
死场。一本白色记事簿，承载
着 生 命 的 喜 怒 哀 乐 ，生 死 爱
恨。
“ 医院奇闻录”纪实系列，
引发无数粉丝共鸣的高口碑
之作。
真 实 ，专 业 。 白 色 记 事
簿，一本医护手中的记事簿，
一线医护工作者的亲身实录。
口腔科医生、新生儿科医
生 、呼 吸 与 危 重 症 医 学 科 医
生、精神科医生、儿童血液肿
瘤科医生、妇产科医生、外科
医生、重症监护室护士、康复
科护士等，从医护视角，记录
医生真实的所见所闻，带你了
解普通人无法接触的生死场。
极具现实意义的故事。
故事中的患者罹患白血病、阿
尔兹海默症、渐冻症、抑郁症、
胰腺癌等重病，他们度过艰难
人生的经历，会给予我们直面
困难，
努力生活的力量。
“医院奇闻录”纪实系列，
引发无数粉丝共鸣之作。这
里有击穿每个人的故事，没有
那句
“本故事纯属虚构”
。
9 名专业医护的亲笔记
述，15 位患者的真实人生。躲
在身体里的“妈妈”、不能动的
“ 女 王 ”、变 身 为 少 年 的“ 少
女”、背负“家族诅咒”的老奶
奶……被浓缩的人生，藏匿着
生命的秘密！医院里的日常，
有不为人知的深情。
作者陈拙，做过 9 年内容，
经历过杂志、报纸、门户网站、
客户端、新媒体，尝试过各种
媒体形式，涉及学术、文化，喜
欢的还是和经历丰富的人聊
天、发掘故事，尤其是非虚构
的真实故事。能直接或间接
地生产更多更好的内容，发掘
被忽略、遗失的好故事，捕捉
那些带劲的亲身经历。

定价每月45元

零售每份1.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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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纹样》
田威
湖北美术出版社
本书为《荆楚文库》中的一本，
主要内容分为“荆楚纹样与中国纹
样”
“ 古代荆楚纹样”
“ 近代荆楚纹
样”
“民间荆楚纹样”
“联接与传承”
“图例”六部分。通过文字论述和
纹样图像资料互证，梳理出荆楚纹
样的种类、分布、特点，探索荆楚文
化中的纹样以及传统纹样如何在
当代文化语境中得以传承与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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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孩子的七堂艺术课》
王新
广西师大出版社
这是一本融合了中华古典诗
词和世界经典名画的美育读本，一
个博导父亲的美育实践，汇成了七
堂滋养性灵的艺术欣赏课。这是
一次打通孩子艺术感官的奇妙之
旅，更是一本给父母和老师的美育
伴读指南。

黑龙江龙江传媒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