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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赘笔：

耐下性子来读一本书，能让炎热的夏天平静下来。

这，也是一种消暑方式。

于 彬 作

赵志强 题

文学是人特殊的精神活动，是传播文化、沟通

心灵的语言艺术。它凭借语言文字塑造形象，反

映社会生活，表现人们的精神世界。它在话语中

蕴藉着审美意识形态，以审美的方式作用于社会，

影响着人生。中华民族悠久的古老文明，为中国

文学提供了丰富的源泉和滋养，中国梦的锦绣前

程，必将推动中国文学创造出更加灿烂的篇章。

文学的中国梦是一个宏大的主题，引导人们

书写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拼

搏奋斗的中国故事。文学的中国梦，就是要描绘

一个宏伟的蓝图、想象的空间、未来的中国。梦

想是一种理想、目标、希望、抱负，它是具体的、生

动的、也是超越的。中国故事广大而精微，既是

纯文学的，也是通俗文学的；既是高雅的，也是大

众的；既是作者的，也是读者的；既是中国的，也

是世界的。梦是具有审美理想的，富有文学色彩

的，文学理想与中国梦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

系，有着本质的必然联系，有着丰富的多元联

系。文学以艺术思维的方式把握世界，并以个别

反映普通，以偶然反映必然，以局部反映整体。

文学追求的是情感的表现，形象的刻画，审美的

效果。以中国梦为主题的文学创作，传递社会正

能量，以诗意特性的审美意识形态，激励人们为

实现中国梦而奋斗。

文学的吉林情是实现吉林梦的一个重大课

题。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吉林人的

梦。长白山、“三江”流域、松辽平原、科尔沁草原，

特殊的自然环境和千百年来民族融合的历史，造

就了吉林的特殊文化传统。吉林人拓荒创业锻造

了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艰险环境磨砺了坚韧刚

健的文化个性，民间习俗张扬着宽厚朴实的文化

风情，地域文化哺育着一代代吉林作家。吉林情

怀凝结在作品中，形成了吉林风格。新世纪以来，

吉林文学生力军发展到 2000 多人，拥有一批宝刀

未老的老作家，势头不减的中年作家，充满锐气的

青年作家，全省创作出版文学作品3300多部，在全

国获得许多奖项，创造了辉煌的文学业绩。

吉林文学为实现吉林梦，讲述了一个个好故

事，塑造了一批批好人物，形成了吉林作风，吉林

气魄，吉林风格。吉林省全民阅读协会决定出版

《全民阅读文学欣赏丛书》，推荐了35位作家的好

作品，诗歌言志，散文载道，小说圆梦，内容丰富，

色彩纷呈，彰显吉林文化、黑土美学、人文关怀和

时代精神。作家谈阅读，感悟智慧，语言美丽；编

者写赏析，眼界开放，超越时空。品味咖啡加伴

侣，隔夜有余香。“丛书”装帧统一，简朴而精致；文

与质统一，开卷有益；创新出版，精诚奉献，具有召

唤力和吸引力。“丛书”出版是一种尝试、一种追

求，一种引导，也是一种导向，让文学承载梦想，阅

读品味书香。

文学载道，阅读自强。阅读引领未来，阅读汲

取力量。阅读是人生的追求，也是人生的信仰。

我愿与广大读者共勉，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永

远在阅读中寻找梦想，追逐希望。

文学承载梦想
阅读品味书香

——序《全民阅读文学欣赏丛书》

□赵家治

“渣滓洞、许云峰、江姐、小萝卜头……”这些熟悉

的名字，伴随着《红梅赞》的歌声，让红岩精神永远传

唱。江姐监狱绣红旗的感人场面仍会浮现在我们的

脑海中，一部《红岩》小说，让亿万读者为革命者的无

限忠诚而感动。

出卖许云峰的并不是叛徒“甫志高”而是另有其

人；“双枪老太婆”的真实身份是怎样？渣滓洞里到底

发生了哪些重大事件？在《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

个真实的红岩》这本书中，你能找到这些问题的答

案。透过迷雾看清历史真相，会更加崇敬那些忠诚于

革命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

这是国内首部还原红岩历史的纪实报告文学,由

著名作家何建明执笔,与红岩文化研究专家厉华联袂

创作完成。这本书通过采访大屠杀中幸存的革命者

及其后代，查阅大量解密的历史档案，以数十幅珍贵

历史照片，图文并茂地还原了真实的细节，再现了革

命者为迎接解放、挫败敌人的垂死挣扎而进行的斗

争。作品包括“血染红岩”“背叛的代价”“女人无叛

徒”“另一种背叛”“忠诚之忠诚”“以革命的名义，让真

实的‘红岩’永存”等章节，诠释了“忠诚与背叛”的命

题，表现了共产党人和

革命志士的人格魅力

和精神信仰。

“我志愿加入中国

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履

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

决定，严守党的纪律，

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

诚，积极工作，为共产

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

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

切，永不叛党。”这是每

一位新党员入党时的宣誓词，这十二句入党誓词字字

有力，句句千钧，掷地有声。当庄严地举起右手，紧握

右拳，向鲜红的党旗庄严宣誓，也就意味着，随时，要

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意味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

身。

这铮铮誓言从南湖的红船上发出，九十年永不

变。在民族危难时刻，总有鲜红的党旗高高飘扬；生

死考验面前，总有不屈的身影冲锋在前。“为了世界革

命，为了战斗的胜利，我愿意献出自己的一切！”江姐

的钢铁誓言至今传唱。由于叛徒的出卖，江姐不幸被

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受尽了国民党军统特

务的各种酷刑。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姐始终坚贞

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

有的。”她把对党的忠诚，对新中国的期盼用针针线线

绣在了那面五星红旗上，唱出了一首最动听的《绣红

旗》。

忠诚与背叛是永远的对立者。在漫漫革命征途

中，有的人永远坚定自己的革命信仰，有的人，则经受

不住诱惑和血与火的考验，成为可耻的背叛者。革命

胜利了，不可能再出现屠刀、皮鞭下的叛徒，但是和平

时期，有些党员，在金钱，美色、权力面前，背叛党的利

益和人民的利益，做了党的

叛徒，堕落了，比如，王怀

忠、文强……他们的下场终

究与《红岩》里的叛徒“甫志

高”一样。

这本书，对深入了解那

一段革命历史、对今天广大

党员干部群众和青少年进

行革命理想教育，都有重要

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

比小说《红岩》更具震撼力，

更有可读性。

大 浪 淘 沙 始 见 金
——启迪人心的《忠诚与背叛——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红岩》

□张帮俊

人类对于自身

的生存环境越来越

惶恐，几乎每天都

有惊心动魄的奇闻。时代在进步，而我们的

幸福感不进反退，较之过往一落千丈，代之以

焦虑、抑郁。我们在现实面前常常无所适从，

渐渐地，对自己产生质疑，对亲眼目睹的事情

也如梦如幻，而且没有打算去认真对待，这势

将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一个极端的泥淖之中。

法国哲学家夏尔·佩潘对此进行了深刻

的思考，提出：“当生活中曾经确定的一切日

益模糊，唯有美可以信任。”作为一位年轻的

哲学家，他有着豹子般敏锐的洞察力，有着鹤

儿般唯美的情怀，对美学的独到见解，尽在

《当美拯救我们》。本书是夏尔·佩潘对他所

主持的“周二哲学研讨会”关于“美”这个主题

的总结与升华。

说到“美”，首冲“鸡汤美文”，国内期刊中

各种“感动”如浪潮一般扑过来。许多作者愣

是要从鸡毛小事里再嚼出一两温情来下酒。

所谓“人性美，人情美”，仿佛只是一种口号。

哦，那不是美，是疲劳视觉下的幻影。纯粹的

鸡汤式美学，无法肩负起拯救人性的任务，鸡

汤可以为瘦骨嶙峋的人滋补一下，但不宜给

健康人喝，会中毒的。

夏尔·佩潘做学问是严谨的，他的美学基

础是站在前贤的肩膀上，对柏拉图、康德、黑

格尔和尼采等哲人的思想提炼，再通过透析

古今艺术作品和现实生活，来全面地阐释美

的未解之谜。为什么美这种表面的东西会吸

引我们？因为，美的本身就有一种震撼人心

的力量，冥冥之中，产生一种让人深深的向往

之情，去追寻、去模仿。

然而，每个人的审美标准又不同，比如：

有的人喜欢骨感美女，有的人喜欢微胖美女；

有的人喜欢国画，有的人喜欢油画；有的人喜

欢时髦，有的人喜欢经典。应该说美没有明

确的标准，它需要的只是包容。

夏尔·佩潘赋予了美全新的意义：当作个

人品位和幸福的表达方式。他认为美可以帮

助我们更好地生活。为什么说美是一副良药

呢？从灵魂上说，美是一种学习和寄托的方

式。每当触及美的时候，许多人会莫名地从

日常琐事里给释放出来，并对自己再次充满

信心。夏尔·佩潘说：“放下对自己的怀疑，让

美的愉悦指引我们直面自己平常害怕的东

西，直面神秘，直面自我的黑暗面。”

读完《当美拯救我们》的时候，我歇停了

几日，再度想起、翻看，内心就有一种“蠢蠢欲

动”，想去追求“生活之美”。美是一种间断性

的存在，如果想天长地久地拥有，怕就是一种

奢望了，只讲究曾经拥有，曾经珍惜。美是一

种视觉感悟，但更是一种心灵触觉。

假如生活缺少了美，结果可想而知。

向 美 而 生
——品读《当美拯救我们》

□江泽涵

作 者：阙维杭

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奥巴马掀开了美国新篇章，全球都拭目
以待，看美国人将如何谱写新篇章，开辟美国
新世纪。有一点是肯定的，只有中产阶级兴
旺，美国才能写出新篇章。

这些年你没看见的美国

对人类情感的

探寻，大概是许多

人愿意乐此不疲并

且津津有味的趣事。尤其是那些耳熟能详的

民国文人往事，这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配之

以灵动极富感情色彩的文笔，恐怕也是很多人

读上此书便上瘾的原因之一吧！《民国的身影》

书里面的历史似乎有点个性化，全都是文人轶

事甚至包含着些许的“八卦”，从某种程度上来

说，这迥异于历史叙述的野史，有时候更让人

津津乐道，不为别的，只为那些鼎鼎大名的名

人，褪去了光芒，回归了普通人的情愫与哀愁。

即便是手中之笔记录下这些民国才子才

女们的才情与哀愁，字里行间，依旧能察觉出

蔡登山试图走近他们的尝试。他在序言中

说：“在这悠悠的往事中，翻寻过往的恩怨情

仇，是充满着无尽的诱惑的。尤其是他们都

‘曾经辉煌’过，是我们把他们遗忘了，久违

了。”于是，他通过文人的作品、日记、书信、自

述、回忆等逼近他们，无限地走近真实。

阮玲玉，无声电影时代最著名的女演员，

在《真的“人言可畏”吗》一文中，蔡登山对这

位命运悲惨的女性作了去世前的最大化还

原，引用史料，指出经历了爱情美梦的破灭

后：“……（阮玲玉）在泪枯心碎之际，她不得

不走入生命的绝境。至于所谓的‘人言可

畏’，那是唐季珊编出的脱罪之辞，并非阮玲

玉自杀的主因。”伊人昔日在荧幕上塑造的经

典形象依旧历历在目，然而她却永远地把年

华定格在了最美好的25岁，至于被人杜撰出

的“人言可畏”，更是让人跌破眼镜，真相或许

曲折，但不至于被永远埋没……

顾颉刚的感情世界更让人感慨不已，尤

其是与谭慕愚（谭惕吾）女士的一段若有若无

的精神之恋及对自己的影响，更是让人惊

诧。书中引用余英时的话说“为了代谭慕愚

取得证明书，他不惜改变初衷，进入北大这块

‘是非之场’。”想必人们万万想不到，顾颉刚

来北大历史系兼任的原因是出自这样的动

机。为爱牺牲，原来著名的历史学家也是如

此。

至于民国中的其他文人，如创立了金屋

书店，唯美派诗人的邵洵美，与张爱玲齐名的

“南玲北梅”中的梅娘，与王世瑛有过一段初

恋情缘的郑振铎，都在作者的抽丝剥茧中，他

们的人生经历和情感脉络逐渐清晰，加之蔡

登山的文笔颇为不错不俗，让人仿佛阅读着

来自民国年间的“野史”，用作者的话便是“欲

待相忘怎忘得”。

“昔年仓促学逃亡，海上秋风客梦长。斗

室几劳明月访，孤衾常带素薇香。君应爱极翻

成恨，我亦柔中颇有刚。欲待相忘怎忘得，声

声新曲唱渔光。”这首田汉表达对爱侣的深情

和怀念的诗句成了蔡登山扉页上的一句。那

个时代文人的悲欢爱恨，都在蔡登山看似“八

卦”的叙述中，被窥知一二了吧！只是，都云作

者痴，书本中悲欢又有多少人能悟透……

欲待相忘怎忘得
——我读蔡登山的《民国的身影》

□钟 斯

作 者：里则林

出版社：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世界上往往只有一种生活是真正关乎自己
的，那就是“自己的生活”。我们无法改变的是
生活的轨迹，不可避免地趋于平淡和平凡。但
还好，我们可以选择给生命留下不一样的痕迹，
避免变得平庸和麻木。

像狗一样奔跑

作 者：阿Sam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那时候，提款机并不多见，外出的人们会
把钱卷了又卷塞在自己的袜子里，还有的把钱
放在内裤外面的小荷包里，叫做防盗裤，小商
店里都能买到，在如今看来这些东西倒成了新
鲜物。

不过,一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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