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韩毅

5月12日，《回嵌乡土——现代化
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建设》（以下简称

“《回嵌乡土》”）新书研讨会在福建举
行。这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
版，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
院副教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潘家恩著的新书，广受关注。

温铁军称其为“另一个世界就在
这里”，钱理群称赞其“以自觉的研究，
对中国经验做出了自己的总结”。

《回嵌乡土》有何独到之处，提出
了什么新思考？近日，重庆日报记者
专访了潘家恩。

抛掉“光环”
变“俯视”为真正的“平视”

“文化研究的奠基人之一雷蒙德·
威廉斯曾说，经验是他文化理论的核
心范畴之一。在我看来，情感的在场
和对经验的正视，恰是文化研究的一
个重要传统与独到之处。这也是我这
本书的亮点之一。”潘家恩称。

经验的“在场”是多重的，不仅包
括“实践者—研究者”作为当事人的
经历在场，同时强调其情感、立场与
生命历程的在场，以及各种现实限
定、坐标框架、历史传统与主流逻辑
的在场。

在《回嵌乡土》一书导论部分，潘
家恩引用了一则“皮鞋与布鞋”的故
事，这是他亲身经历的故事。2003
年，秉持“欲化农民，需先农民化”理
念的潘家恩，到河北定州市翟城村
给村民作培训时，为拉近跟村民的
距离，特地买了一双土布鞋。当他
自以为以很“农民化”形象走进培训
现场时，发现农民学员们清一色穿着
皮鞋。

“事实上，类似的定见与偏见有很
强的广泛性。而消除定见绝非易事，
需要抛掉‘光环’，变‘俯视’为真正的

‘平视’。”潘家恩称。
于是，潘家恩先后到全国多地农

村，从事乡村建设工作，包括做农民
培训、生态农业等，并尝试开启“乡建
学术化、学术乡建化”新路径。“这本
书的出版，算是一个阶段性成果。”潘
家恩说。

“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在潘家

恩这本《回嵌乡土》里，它唤起了我的
许多回忆，并引发了我更多的思考。”
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亲为该书作序，
称该书以“实践者—研究者”的视角
进入乡村建设历史与现实，让他眼睛
一亮。

跳出乡建看乡建
用带泥土气息的文字呈现

百年乡建，晏阳初、卢作孚、梁漱
溟、陶行知等人作了诸多尝试。在现
实层面上，为何有的实践者所追求的
目标与实际效果存在偏差？

在潘家恩看来，要跳出乡建看乡
建，在整体性视野下让微观案例与宏
观脉络相结合，并发掘实战本身的复
杂性。“这也是本书的又一大亮点。”潘
家恩说。

首先，《回嵌乡土》重新思考了何
谓乡村建设，将历史与当代乡建贯通，
以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建设为整体研
究对象，思考其脉络、目标、内涵、特
点、张力等方面。

其次，该书是以“百年乡村建设”
为新的分析框架，区别于常见的微观
聚焦或一般的比较分析，融合历史与
当代不同时空背景下的乡村建设实
践，在尊重差异与复杂性的同时突显
不同实践间的内在关联与彼此呼应，
既强化历史实践的当代意义，也提示
乡村建设并不抽象存在于历史人物与
故纸堆中。

第三，该书对乡村建设的开展脉
络进行了梳理讨论。通过一线实践者
的经历、思考与行动，配合观察与评
论，对乡村建设的源起与动力进行脉
络化分析，并将其置身于中国现代化
进程的时代背景之下，以包括经济、社
会、文化、生态等在内的整体性视野为
依托，去理解其独特意涵。

在文本写作上，潘家恩尽量让原
来隐藏在字里行间和文本背后的作者
及时“现身”。同时，每章都插入一则
让作者及实践中的人“出场”的小引，
希望用故事（反思）引起读者的兴趣，
从而缩小学术写作的距离感，并部分
使用了来自一线实践者公开的工作
总结、课程材料、会议记录、讨论邮
件、媒体报道等，从而让这些带有泥
土气息的文字，去触碰乡建复杂的多
元空间。

回流与回嵌乡土
诠释乡建中知识分子的作用

“回到历史视野，乡村建设有着逾
百年的探索积累，积累了十分宝贵的
经验教训，可为我国当前乡村振兴战
略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潘家恩说。

《回嵌乡土》的创作历时十余年，
作者利用其长期参与乡村建设一线实
践的经历，突破传统叙述框架，以整体
性视野将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
现代化、全球化等宏观背景融合起来，
正是探索“乡建学术化、学术乡建化”
的一次实践。

在潘家恩看来，上个世纪，晏阳初、
梁漱溟、卢作孚、陶行知等被世人熟识
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投身乡村建
设，诠释了知识分子的另外一种可能。

如今，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大量的
人正在“泥巴墙”内默默地做着实践，有
成功，也有苦恼和困惑……这些经验和
情绪不应仅是个人的，要将其提升和总
结，把乡村建设变成可让更多人讨论的
事，这就是所谓的“乡建学术化”。而

“学术乡建化”就是，把相关的知识转化
成农民能听得懂的、愿意听的和对乡
村有帮助的知识，即回流与回嵌乡土。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希望能够在‘泥
巴墙’和‘象牙塔’之间建立起一种连接，
让我们离梦想家园越来越近。”他说。

“‘回嵌乡土’是一段我参与且目
击的历史，是新乡建一代人的青春热
度，也是他们实践与思想的印痕。在
知与行之间、在前行与归来之间、在故
乡与世界之间，他们践行，他们追寻、
他们摸索，他们劳作。这里的文字，只
是片刻间沉淀的片段，血犹热。”北京
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
这样评价这本书。

“《回嵌乡土》是一部用非凡的脚
力、眼力、脑力和笔力写成的新时代中
国人文社会科学的里程碑式创新力
作。立足乡土，面向全球，既充满理想
与激情，又富有理性与反思，对中国百
年乡建的脉络化与参与式行动研究在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相统
一层面达到了令人惊叹的高度。”加拿
大皇家学会院士赵月枝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贺照田认为，《回嵌乡土》是一部历
史之书，也是一部思想理论之书，更是
一部实践之书。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我当‘兴奋精神’‘坚决意志’，去
学步一步古人之后尘！”5月6日，重庆
市地方史研究会研究员李文富接受重
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说，这是革命先驱
邹进贤1923年写下的日记“日常生活
镜”的绪言。虽是绪言，更是警言，旨
在警醒自我，实则也警醒世人。

实际上，正是日常的自我警醒，让
邹进贤的成长之路经历了从迷茫到走
上革命道路的跨越。他是如何自我警
醒的呢？

“綦江青年砥砺会”带来新风

邹进贤，1899年生于綦江县古南
镇（现綦江区古南街道）。“在那个年
代，綦江土匪横行，社会环境恶劣。20
岁之前，邹进贤常与社会闲散青年来
往，一度迷茫、沉沦。”李文富说，1919
年是邹进贤人生命运的转折点。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是年夏，
一批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綦江籍青年回
到家乡，组建足球队，成立“綦江青年砥
砺会”（简称青年会），创办图书馆，组织
阅读进步书刊，给綦江带来新风和生机。

李文富介绍，这一切都对邹进贤
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加入其中，
通过学习和交流，逐渐认识到社会的
矛盾、黑暗和其产生的根源，并积极投
身反抗斗争。他会同霍步青、霍锟镛
等发起创办《綦评》刊物，宣传新文化、
新思想，揭露社会黑暗，力图改变綦江
现状。

在青年会举办的青年补习学校的
帮助下，邹进贤经过刻苦补习，于1920
年考取重庆联中，开始了新的学习生

活。在联中，他继续编印《綦评》（后改
为《綦民公论》），在川渝广泛赠阅，深
受欢迎。

在良师益友影响下入党

1921年秋，邹进贤以优秀的成绩
被选送省立高等蚕业讲习所学习，迈上
了人生新台阶。到成都后，他的求知欲
更强了。除了以惊人的毅力和决心学
习各学科知识，他还广泛深入阅读《新
青年》《学生》《中国青年》等刊物。

在成都，邹进贤还结识了一批志
同道合的有志青年，如李鸣珂、陈鲁政
等，并通过他们结识了王右木、恽代
英、刘愿庵等革命先驱。1922年，邹
进贤加入王右木组织的“马克思读书
会”和“马克思学会”，1923年6月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年底又加入恽
代英在泸州组织的“学习励进会”。

綦江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
陈平介绍，新思想的启迪，榜样的示
范，良师益友的帮助，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引领和社会现实的冲击，使邹进贤
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根本改变，并向友
人提出“中国在我们肩上”。

他在1923年前后写下的大量书
信和文章，成为研究川渝地区早期共
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文献。“日常生活
镜”即是他写于1923年4月9日至6
月15日的日记。他将自己的日记按
照时间顺序分成了三部分，“日常生活
镜”是第一部分。

李文富说，正是因为邹进贤不断
地“照镜子”，不断地自我审视、自我净
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才
会发出“我当‘兴奋精神’‘坚决意志’，
去学步一步古人之后尘”的心声和呼

吁。1925年春，邹进贤由萧楚女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

英烈战斗地得到活化利用

1926年1月24日，重庆地区最早
建立的党支部之一——中共綦江县支
部成立，邹进贤任支部书记。

綦江区文旅委副主任、綦江博物
馆馆长周铃介绍，从1926年1月中共
綦江支部成立到1949年11月綦江解
放，綦江地方党组织由一个支部发展
为地级组织——綦南中心县委，下属
58个支部，所属党员（包括綦江、南川
和津巴边区）共计990多名。綦江地
方党组织发展壮大，不仅推动了本地
革命斗争的蓬勃发展，而且推动了周
边地区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开展斗
争，为重庆及西南地区的解放发挥了
重要作用。

1930年5月，邹进贤因叛徒出卖
而被捕，在巴县监狱被军阀刘湘下令
杀害。他的生命，定格在了31岁。原
国家主席杨尚昆赞誉他为“革命启蒙
老师”。

“邹进贤的人生经历启示我们当
代青年和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见贤思齐、锐意进取，在新时代
展现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李文富
表示。

英烈已逝，精神永存。今年1月
27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中共綦江支
部旧址（邹进贤故居）原址修复完毕，
并对公众开放。周铃说，该旧址开放
以来已接待观众上万人次，该区将更
好地保护利用这处革命旧址，让旧址
更好服务党史学习教育，让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回嵌乡土》作者潘家恩：

在“泥巴墙”和“象牙塔”之间建立连接
《回嵌乡土》简介

该书将不同阶段的乡村建设实践及现
代化、全球化等宏观背景结合起来，重新梳
理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与百年脉络，系统
展现不同时期各种形式乡村建设的整体
面貌，并对其背景脉络、经验机制、困难张
力等进行分析与反思。

跟着汪曾祺
把日子过成一首诗

——读《生活，是很好玩的》

□彭鑫

把寻常日子过得诗
意盎然，像一首优美动人
的诗。这应该是每一个
人的人生必修课。汪曾
祺的散文精选集《生活，
是很好玩的》，堪称一部
这方面的教科书。

过日子，如同用兵行
军，是“运用之妙，存乎一
心”的。在普通食材中识
得食物的“真味”，于常见
风景中看见“隐秘之美”，
从日常小事中体验人间
温情……这些需要我们

用心去感悟其中的秘诀。而这些秘诀，汪老在书中以清丽、雅
洁的文字，一一娓娓道来。

人间有真味。汪老既是文学家又是知味者，精通“美食文化
学”。他不仅对美食有很高的鉴赏力，烹得一手好菜，好“创造”新
菜品；还能把饮食的细微感受、情境氛围、深刻渊源描绘得淋漓尽
致。烹饪学、民俗学、文献学、审美学，被他熔于一炉。飘摇在一
道道美食上的，既有人间烟火气，又有优雅的诗意。

汪老对饮食有一种“不苟且”的精神。他讲究食材的选择
与搭配。做拌萝卜丝，他指出小红水萝卜比心里美、卫青等品
种的萝卜更细嫩。如果再加上少量海蜇皮细丝同拌，效果尤
佳。他讲究吃法。大江南北都有的“翡翠蛋羹”，他很欣赏北京
名餐馆的吃法，“一边是蛋羹，一边是荠菜，一边嫩黄，一边碧
绿，绝不混淆，吃时搅拌在一起。”汪老对食材还讲究“化平淡为
神奇”。普通食材，也有奇味存焉。他首创的美食“塞馅回锅油
条”就是如此：把猪肉馅和少量榨菜末塞入油条之中，再下锅微
炸。美食家眼里，所有食材一律平等。笔者曾仿做此菜，风格
独特，极其酥脆。

汪老常将乡愁与美食融合在一起，暖胃又暖心。《故乡的食
物》写了炒米、焦屑、咸鸭蛋等等，字里行间满满的都是乡愁。
他深深怀念和家人一起吃炒米睡蒲团的“小时候的一个浪漫主
义夜晚”。饮食还要注意文化底蕴。在《葵·薤》中，汪老把冬苋
菜与葵、《十五从军行》相联系。江南常见的冬苋菜也有了古诗
的味道。

饮食通大道，庖厨有乾坤。汪老“微言大义”地写道，“我劝
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
食物……许多东西，乍一吃，吃不惯，吃吃，就吃出味道来了。”
口味的“宽”与“容”，可以引申到心胸的“宽”与“容”。饮食之道
中隐伏着人生哲学。

人间有美景。风景之美，一半在景，一半在人。一草一木、
一虫一鱼，在懂它们的人的眼中，才是风景。《岁朝清供》中有一
个奇特的景致：“用大萝卜一个，削去尾，挖去肉，空壳内种蒜，
铁丝为箍，以线挂在朝阳的窗下，蒜叶碧绿，萝卜皮通红，萝卜
缨翻卷上来，也颇悦目。”萝卜和大蒜巧妙组合，竟然成了一个
微型盆景。它们的隐秘之美，此刻被敞亮起来了。原来萝卜、
大蒜，可以有和水仙、腊梅一样的风致。

是的，风景如画，人心如烛。风景需要人心的照亮。正如
柳宗元所言：“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
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马退山茅亭记》）。兰亭之美，因
王羲之的《兰亭序》得以彰显。一张蜘蛛网经过汪老的书写，也
能成为一个画境，给人予审美享受：“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
很凉爽，草尖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
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上真舒服……”（《夏天》）。

人生贵在有闲情。苏轼曾说：“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
是主人”（《临皋闲题》）。有了闲情，才能慢下来，才能渐入审美
之境。在有着闲情逸致的汪老看来，一个北方的很常见的雪后
早晨也充满了诗意：“早起一睁眼，窗户纸上明晃晃的，下雪
了！雪天，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
天竺果，白雪，生意盎然……”（《冬天》）。闲情，是发现风景之
大美的必不可少的“心灵配置”。

人间有温情。汪老擅用白描，善于攫取展现人物性情的趣
事与掌故。他温情脉脉地回忆，深情款款地书写，笔之所至，神
气顿生。亲人们、师友们的风神展露无遗。他们的生活就是诗
意生活的范本。

家庭生活，如何诗意盎然？《多年父子成兄弟》中的父亲心
灵手巧，精通琴棋书画，爱好花鸟虫鱼，过着一个古典读书人的
生活。父亲深爱着母亲，母亲死后，再也不侍弄原来极爱的花
草了；他也深爱着儿子，费尽心思地为儿子自制风筝，甚至为儿
子写情书出主意。温情、平等、充满人情味的家庭关系，让琐碎
的家庭生活氤氲出了诗意之气。

学者生涯，可不可以好玩有趣？《金岳霖先生》中的金先生，
是中国现代逻辑研究的开创性人物，才华横溢，却又不修边幅，
天真得像个孩子，没有心机，很少俗虑。他竟和养的斗鸡一个
桌子吃饭。他还爱和孩子进行水果比赛，输了很多大梨、大石
榴给孩子。一个在书山书海中穿行的知识分子，如果葆有童
心，日子也能变得充满趣味。汪老爱写金先生这类人淡如菊的
师友。他们的生活态度是汪老推崇的。

凡人小事里也诗意蓬勃，如果我们善于去体悟。《大妈们》
把北京大妈的市井生活写得有滋有味，富有感染力。老北京人
的那种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情致，是身在快节奏生活里的我
们很需要的。在《泡茶馆》中，汪老从西南联大学生坐茶馆喝茶
的小事中提炼出金光灿灿的人生情趣：在闲散时光里，感悟生
活的细微之美。

人间很值得。当我们掩上此书时，我们会对自己说：哦，
原来生活家是这样炼成的。如果我们懂得深爱，能闲下来，过
慢生活；那么寻常日子也将变成一首诗，那么我们也都成了生
活家。

（作者系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邹
进
贤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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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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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人说：“未知生，焉知死？”这
便是说，人的生存的意义都没有寻
得，那[哪]能知死的所以然呢？常观
现社会的人们对于生活两字，大都
认为很寻常的，尤其是个人的日常
生活，“竟如醉生梦死样”！设全社
会的人们，都同一个鼻孔出气，我敢
说是“还了原[猿]人时代的禽兽生
活”了！

所以我很觉得个人的日常生
活，非得有一种秩序，而且很愉快，
并且知道个人日常生活的得失不
可。又如清代大儒顾炎武等尝日：

“吾人之学问，不求于书本中，惟求
于日常行事中耳！”辗转而思，古人
对于日常生活尚且如此认真，何况
我辈浅学无知的青年后生呢？因
此，我当“兴奋精神”，“坚决意志”，去
学步一步古人之后尘！

——节选自邹进贤《我之日常
生活镜的绪言》

潘家恩。 受访者供图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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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迷茫青年成长为革命青年

邹进贤：兴奋精神 坚决意志

【【对话对话】】

人物名片

潘家恩，1981 年生于福建宁德，重庆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博
士生导师、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屏
南乡村振兴研究院执行院长、西南大学中
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自2001年
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实践至今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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