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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国选书
之睡眠专题

睡眠已经成为一个困扰很多人的日益
普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高压力、高负荷
的学生、上班族而言，失眠问题层出不穷。
作者详细介绍了失眠认知行为疗法的 7 项
安眠训练 ：睡眠日志、睡眠习惯检查、刺激
控制法、睡眠限制、腹式呼吸、正念与认知
疏导法、认知调节法，旨在帮助怀疑自己
有睡眠问题或已有睡眠问题的读者发现
失眠的征兆和根源，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
和思想，从根本上克服失眠的难题。

        （王卉整理）

对 于 这 个 突 然 的 决
定，书记杨明劳感觉不妥，
他 急 忙 走 到 何 振 鹏 身 边
说 ：“去西府的事情要不
再商量一下？”

“没时间了。”
“ 这 么 多 人 恐 怕 不

好 弄 ! ”
“没事，你放心，不会有

事的。”
“车从哪来？”
“我和县汽车运输公司

联系，租一个大客车。”
杨明劳还想说什么，被

何振鹏拦住了。“杨书记，能
把大家召集在一起不容易，
人都开始报名了，有话后面
再说吧！”

杨明劳没有回答，转身
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不 多 时，会 计 老 杜 就
把人数统计出来了，一共
四十八人。与此同时，何振
鹏也把车辆的事情联系好
了，并约定第二天一早六点
钟大巴车在簸箕庄村委会
院子接人。

人群散了，何振鹏把村
干部留了下来，准备对第二
天的工作做个分工。不等他

开口，杨明劳就抢先发话了。
杨明劳说 ：“何局长，

我觉得咱们领着这么多人
去逛西府有点欠考虑。你是
不知道，现在的村民和过去
不一样了，难管得很，他们
没事都给你找事哩，还敢把
这么多人组织到一块出去
逛城市，万一出个乱子谁都
收拾不了！”

何振鹏没有立即回答，
他看了看刘发祥、刘翠莲和
杜会计，三人都低着头不吭
声。于是，他就把自己的想
法给大家讲了出来。

何振鹏说 ：“说真的，
我当时做出这个决定是有
点冒失，事先也没有跟你们
商量，这是我的不对。但是，
刚才的情况你们都看到了，
县上给我们村这么好的条
件、这么好的机会，让大家
去学技术、学本事，却没有
一个人报名，他们心里想的
是什么？嘴里议论的是什
么？是大城市高楼大厦，大
城市的商场超市。既然大家
都说城里好，想到城里去转
转，那就让他们去看看城里
的发展变化，感受一次城里

人的生活，体验一下人家的
风采。或许，通过这一次活
动会让他们有所醒悟、有所
改变，会明白只有靠自己努
力奋斗，才会过上好日子的
道理！”

何 振 鹏 似 乎 有 点 激
动，他端起杯子喝了口水继
续说：“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是咱们和村民进行有效沟
通、拉近距离最好的机会。
平常，咱们连他们请都请不
动、叫都叫不来 ；今天，好
不容易聚在一起，如果不能
让他们心里高兴，那么，我
们以后的工作就更难开展
了。换个思路来说，咱们村
为啥这么穷，关键是观念问
题，观念转变不了，自然就
落后了、就跟不上趟了。现
在，全国的城市都开放了，
不管什么人，只要有钱都可
以进城买房住，还可以把自
己的户口迁到城里。我打听
过了，咱们县有好多村子的
人都住到西府了，可咱们村
上有几户呢？两户，只有两
户啊！”

“我看这样也好，明天
就让这些‘落后分子’去见识

见识，叫他们看看人家城里
人吃什么、穿什么、戴什么，
住的什么房，开的什么车，知
道穷是一种羞愧、是一种耻
辱。”村主任刘发祥说。

“对，让咱村里人知道
自己和人家的差距，看看外
边的世界有多大！”这是妇
女主任的声音。

“这么一说，我也能明
白何局长的意思，何局长
为了咱们村费尽了心思，我
们成天待在山里头，确实跟
不上趟了，以后还得好好学
习。”杨明劳说。

“杨书记，你这么说就
见外了，我是县上专门派来
帮助村民脱贫的。你看，我
都来这么长时间了，一点进
展都没有，我心里急啊！
我想，只要我们当干部的
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另
外，租车的费用你们不要
担心，我会想办法解决，至
于大家伙的吃饭问题，我
是这么想的，午饭就不统
一组织了，让大家各人吃各
人的，晚饭都坐在一起，饭
钱我来承担。”

“那不行，吃饭的事情
让他们自己解决就行了，
实在不行就让村干部凑份
子。”刘发祥说。

“大家不要为这点小事
情再争了，就权当我请客行
了吧！”何振鹏说。

“也行吧，会计完了给
咱记个账，以后村上有钱了
给何局长还上。”杨明劳说。

“好，就这么办！”何振
鹏说。

经过大家商议，何振鹏
负责车辆和参观地点，杨明
劳和刘发祥负责大家的安
全，刘翠莲和杜会计负责人
员的后勤工作。

最后，何振鹏特别叮嘱
刘翠莲，让她请村卫生所的
大夫也一同去，带上一些救
急用的药，以防意外。

次日早晨，簸箕庄村委
会的院子里早早就打破了
往日的宁静，人们像赶集一
样聚在一起，有些昨天没报
上名的，只要车上有座位，
也都坐了上去。

就在这个早晨，何振鹏
有点感动，也有点心酸，感
动的是簸箕庄村民向往城
市美好的愿望和激情，心酸
的是他们憨厚、可怜又有些
可笑的举动。

文 坛 论 见 非 论 剑
◎全秋生

关于文学的生存与发
展，各种说法甚嚣尘上，正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时至二十一世纪的当下，文
学依旧热闹得很，依旧蓬勃
发展，虽没有鲁迅先生当年
所言“文学是照亮国民灵魂
的灯塔”那样劲爆时尚，但
也不像某些人说的“文学只
是某些圈子里的游戏”那样
沮丧萧条，文学就像“打不
死的小强”一样，任你如何
蹂躏打压，它依旧坚挺生存
在一方天地里，吸引着一茬
又一茬的作家前来播种耕
耘，并乐此不疲。

不知是谁说过这样一
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江
湖。其实，文坛又何尝不是
一个江湖，既然是江湖，自
然就有芸芸众生与奇侠高
人的交替出现。文坛论见，
并非文坛论剑，论的是见解
而不是剑招，所以论者不必
都是文坛侠之大者，但一定
是有自己独到见解的奇人

高手。或许这就是《文坛论
见 ：中国当代文学家访谈》
书名的出处吧。

《文坛论见》是实力女
作家高杨与中国当代文坛
十余位作家、编辑家、评论
家的文学对谈结集，其中关
于文学的深度访谈，丰富多
彩，涉及文学与社会、文学
与人生、文学与人类之间的
辩证关系，特别是对当今文
学创作、文学未来走向以
及文学的社会担当，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比如，侨居海
外的华人作家严歌苓爆料

“《金陵十三钗》并不是我最
得意的作品”时的幽默风
趣，谈及她与大导演李安、
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交往与
合作时的坦率直白，谈及她
的小说创作与影视改编之
间的悲欣交集。比如，中国
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提出“最
没有创意的就是宣布文学
已死”的大胆论断，一股冲
天豪气喷薄而出。他的睿智
大度、高瞻远瞩，说出了许
多人心里想说而不敢说的
话，“说得刻薄一点，那些断
言文学已死的人，是文学在
他自己的心里已死。如果在
我们的心里，文学还没死，
在我的心里、在你的心里文
学没死，文学就不会死”。比
如，作家梁晓声先生提出了

“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一种文

化的自觉”的命题，强调了
“读什么样的书，就会成为
什么样的人”的重要性，并
大胆预测“文化搞不好会
让人报应的”，读来振聋发
聩，让人警醒。比如，《收获》
杂志的程永新自毕业实习
时起就在杂志社，数十年如
一日，从实习生到掌舵人，
其间风风雨雨，稳坐国内纯
文学刊物头把高椅，不知培
养了多少名作家。他“一手
抓名家，一手推新人”的办
刊理念，他“学习和研究是
必需的态度”，他“文学需要
新与旧的冲撞”“作家不能
背对市场”等不同凡响的办
刊决策，处处彰显作为国内
第一纯文学大刊掌门人学
养深厚与选稿用稿的高屋
建瓴。比如，中国作协副主
席、茅盾文学奖得主张炜
提出“艺术就是在风暴中
享受安静”的创作理念，支
撑着他在长达二十二年的
时间里创作出五百五十万
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
实乃“前不见古人，后难见
来者”之鸿篇巨制。他认定

“写作是一种心灵的需要”，
他坚持“好作品自然而然
地拒绝乌合之众”，他感慨

“‘文学已死’这种说法是无
聊至极的，不是一个值得
讨论的问题”。比如，茅盾文
学奖入围作家叶兆言认为

“写作是无法继承的”，甚至
断定“获奖跟作家是没有关
系的”，主张“作品中的高潮
来自平淡的生活”。他极其
勤奋，用自己的作品来摆脱
祖父叶圣陶、父亲叶至诚罩
在自己头上的文学光环，一
直在等待写出下一部“不一
样”的好作品。比如，茅盾文
学奖得主、剧作家陈彦从
戏剧入手，“永远描写小人
物”，悲天悯人的平民情结
在文字当中闪现着耀眼的
光辉。自创作以来获奖无数
的他，主张“好作品要下笨
功夫”，强调“戏曲还是要先
保护传承”，深感“人只有懂
得敬畏，才不会被庸俗的洪
流淹没”。比如，鲁迅文学奖
得主、小说家温亚军对小说
创作有独到的见解和认识，
他始终认为“好作品需要
故乡”，“文学是虚构的繁华
世界”。从乡村走向军营的
他，以笔作枪，写出了一条
与众不同的文学之路。从军
营走向边疆，再从边疆来到
首都，他始终认为“文学是
可遇而不可求”的，他不愿
意重复自己的写作，故而他
幽默地强调“我对自己没有
期许，不给自己的创作套上
枷锁”……先后任职西北
三家大型纯文学刊物人物
专栏采写的高杨，深谙文学
访谈技巧，问题设置角度新

颖，提问尖锐而不失温情，
语言敏感而不失生动，全书
访谈内容充满知性、感性、
率性与启发性。从各个角度
深度讨论文学的未来，剖析
文学从业者的创作动机和
方向，阐释文学与世界、与
人类的关系。正所谓 ：呕心
沥血，源于热爱 ；耐人寻味，
精彩好读。

《文坛论见 ：中国当代
文学家访谈》一书除文学对
谈外，还精选了各位受访者
代表作品中的精彩片段，无
论您是文学圈内或圈外人
士，是写作者还是阅读者，是
业余爱好者还是专业作家，
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甚至还有可能对号入座。

 
（全秋生 ：作家、资深

编辑、文艺评论家，策划
责编出版文学丛书六十余
部，出版个人散文随笔集

《穿过树林》。）

为 了 忘 却  为 了 牢 记
——《陕西凤翔石家营董氏家训》自序

◎董小军

时间真是个神奇的东
西，它可以慢慢地抹掉很
多痕迹，让人渐渐地淡忘
很多记忆，却也可以毫无
觉察地深刻某种情感，甚
而至于，经过岁月的淘洗，
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定格
的画面却会愈加清晰，深
入人的心底。

仿佛只是一恍惚，爸妈
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这三
年，我依然是整天忙忙碌碌
东奔西跑，依然是早出晚归
没有闲暇，我不能停下来，
更不敢停下来。只要一停下
来、一静下来，我便看到那
个形单影只的自己，那个孤
零零的自己。

一个人，赤条条地来这
个世界，也终归赤条条地离

去。这道理谁都懂，但并不
是每个人都能坦然地接受。
我总觉得，无论长到多大，
只要爸妈在，我就还是个孩
子，是那个被他们全力呵护
着的、任性的孩子，是那个
依偎在他们怀里、享受爱抚
和温存的孩子，是一进门就
喊“爸”喊“妈”、应答慢了就
会嘟嘟囔囔的孩子。可是，
三年前的那一天，爸紧随着
妈而去了，我的世界轰然坍
塌！那一天，我成了一个没
爸没妈的可怜孩子。

这三年，无数个夜晚，
我梦醒时枕边全是泪水 ；
这三年，大小节令还都习惯
性地操心爸的烟茶、妈的衣
裳 ；这三年，一直纠结在想
回老家和怕回老家的矛盾

中 ；这 三 年，总 是 忍 着 眼
泪坐在爸妈的墓前，絮絮
叨叨地跟他们唠着家长里
短……这样的忧伤，深深
地扎进内心。不去触碰，寂
然 平 静 ；蓦 然 之 间，却 会
因某件事、某个人、某种场
景，甚至某种声音、某种味
道而被触动，那道伤就又痛
了起来。

爸妈只是一对普通的
农村老人，但是对我而言，
他们却伟岸如山 ；他们只是
一对平凡的父母，但是对我
而言，他们却宽博如海 ；他
们平凡似草，却绚烂如花 ；
他们寻常如星，却放射光
华 ；他们沉寂人海，却是我
心中永远的丰碑。

我不但要用心记下这

些，我更要用笔写下这些。
我不但要自己记住这些，还
要我的后辈儿孙们了解这
些，知道这些，传承这些。

为 了 记 住 而“ 记 ”。
“记”，是为了记着爸妈辛勤
劳作的身影，记着爸妈无
私哺育的恩情，记着爸妈教
我做人、教我立世的句句
箴言，记着他们在这个世间
种下的美德，记着他们的勤
劳、善良，记着他们的朴素、
孝顺，记着他们的仁厚、宽
容，记着他们的热心、无私，
记着他们给儿女的疼爱、对
亲朋的关心和给这个世界
的爱与温暖。

也 是 为 了“ 忘 却 ”而
“记”。“忘”，是为了忘记忧
伤、忘记遗憾、忘记痛苦、忘

记失去，接受生命的自然规
律，朝前走，去迎接幸福和
美好 ；是抬望眼、向远看，努
力把事情做到最好。

于是，有了这本册子。
祖号“德厚堂”有副对联中
说 ：君子怀德德不孤必有
邻。于是我想，把这些整理
出来，记录下来。这些由一
对普通农民夫妇种下的美
德，作为他们的儿子，我有
义务传承下去，让同德之人
相伴，让同德之脉相传。

尧 尧 已 经 长 大 了，福
娃、虎子、石头也都在慢慢
长大！他们会永远记着爷
爷奶奶，他们的孩子通过这
些文字，也能感受到来自祖
辈的力量和温暖。

这就是我想要的。

作者在书中对睡眠提出了很多让人意
想不到的见解。他是英超曼联御用运动睡眠
教练、英国睡眠协会前任会长，从事睡眠科
学研究超过30年，所提出的“R90睡眠方案”
非常著名，也让不少人很有启发。R90 是指
将时间切换成每个 90 分钟来对待。他认为，
每一个人尽可能在每周达到 35 个睡眠周
期是最理想的，平均每天达到 7.5 小时的睡
眠，但尽量确保自己的睡眠时间是 90 分钟
的倍数。

马修·沃克作为一名神经科学家，他对
生物的睡眠行为充满好奇，这促使他成了
睡眠研究方面的专家。在《我们为什么要睡
觉？》这本书中，他总结了人类有史以来的
睡眠研究成果，以及前沿的科学突破，告诉
我们睡眠的运行机制、睡眠不足的坏处、睡
眠与做梦的有益功能，以及睡眠对专业人士
能力提升的惊人影响。目前，该书已被译成
34 种语言，畅销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