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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王俊凯首部个人图书
作品《十九岁的时差》和汪小菲首
部个人自传《生于1981》的出版，
以及孙俪即将上市的散文随笔
《遇见你，陪伴你》，让人借此再一
窥当下图书出版市场的炫迷景
象。

就以人气少年偶像组合TF-
BOYS成员之一王俊凯来说，近日
由数字阅读平台掌阅策划，掌阅
APP和新星出版社联合推出的王
俊凯新书《十九岁的时差》以“纸
电联动”的方式与读者见面。该
书9月13日零点发售，到当天上
午 9 时 21 分已累计销量超 12.8
万册，其中电子书销量达 1.8 万
册，纸质书11万册，并迅速成为
掌阅 APP 上畅销书榜首，在出版
领域引起广泛关注。

明星图书这种动辄十数万册
的销量态势，令诸多作家、学者自
叹弗如。谈及读书，很多人都对
经典著作心向往之，然而，具体到
日常阅读，往往又没几个人真有
耐心坚持读下去。正基于此，经
典、优秀之作常常销量不佳。倒
是像与明星有关的种种图书天生
自带“流量标签”，太多读者因对明星的追捧而爱屋及乌，纷纷
慷慨解囊争购此类图书。既然，市场上有如此巨大的阅读需
求，相关出版社相机而动，热衷于出版明星图书自然也就顺理
成章。

对于读者如此阅读取向，以及出版社投其所好的此种出
版行为，文化有识之士总不免摇头痛叹。其实，这也没什么大
不了的，大可不必上纲上线。窃以为，明星图书出版聊胜于
无。

作为出版社来说，固然要坚守社会文化责任，努力多出版
一些文化精品，可毕竟，出版已趋商业化的条件下，各个出版
社也要面临自身生存问题，既然，适度出版一些明星图书或可
赚钱，那么，选择何种时机出版、出版多少此类图书，且由相关
出版社自己权衡好了。某种程度上讲，商品经济中的市场供
求规律，同样适用于图书市场，出版社尊重这一规律，在经营
尺度上拿捏得当，就能从中获利，否则，则要利益遭损。至于
广大读者，不必对出版社的出版行为过多置喙，自己觉得出版
社的图书契合自己阅读口味就买，不合胃口捂紧自己钱袋就
是了。

关于读书，我们常讲“开卷有益”。虽然，与经典之作相
比，明星图书中的文化知识浓度不高，可也未见得一无是处。
拿王俊凯来说，其今年初签约为掌阅的品牌代言人，以首席阅
读官的身份入驻，为读者荐书，《十九岁的时差》的出版因之带
有一种青春向上的气息，读者阅读后精神上受到感染，也不失
为有益的收获。又如，孙俪即将上市的新书《遇见你，陪伴
你》，称“本书出版所得版税在扣除相关成本后，剩余收益将全
部用于慈善公益事业”，则体现出了一种出版上的社会价值，
读者购买她的书，阅读之外遂又多了一重“关怀弱者，推动社
会进步”的积极意义。

高尔基曾说，每一本书都像是一架梯子，使他从兽类爬到
人类。或许，就知识层面而言，明星图书称不上是直立着的梯
子，无法引人向上，然而，至少它也坏不到哪里去。社会阅读
取向终究是多元的，与其任随一些人不读书，抑或终日沉迷于
内容浮浅的网文，还不如读一读明星图书。再说了，一个人阅
读经典作品读得累了，偶尔换一换脑子轻松一下，读一点明星
图书倒也无妨。

许多时候，读书，还得看怎么读。即便经典名著，有些人
读得松松垮垮，读了也和没读差不多；而如果，秉持问题导向，
本着一种积极进取的姿态投身阅读，没准，一本明星图书亦能
品咂出书内书外诸般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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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地，就看到小村上空那颗闪亮的星。

并不是在夜色里，而是在晴朗的秋阳下。

青翠的远山，缭绕着淡淡的晨雾，像初醒的巨人张

开温柔的臂膀。那臂弯里，由远而近，是五彩的树木，

是丰收在望的庄稼，是红瓦白墙的村舍，是高高耸立的

纪念碑。而那颗红星，就在碑顶熠熠生辉。

这是一个普通的小村，曾经，它的名字叫半截河

屯；这又是一个极不普通的小村，现在，它的全称是敦

化市翰章乡翰章村。

这里，是英雄的故乡；而今，英雄又在这里长眠。

这英雄，就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

挥陈翰章。

三张照片三张照片

翰章村南行200米，苍松翠柏环绕着陈翰章烈士陵

园。

踏进陵园，对着将军的塑像默然肃立。那座巍峨

的纪念碑直指苍穹。纪念碑高19.13米，四面各设立

27级台阶，纪念将军1913年出生，27岁牺牲。

一个几代务农的家庭，给自己的爱

子取名“翰章”，定是希望他能成长为饱

读诗书的儒雅少年吧？而那少年，也果

然不负厚望。14岁，陈翰章就以全县

最小年龄考取了私塾教员。随即，入敖

东中学读书。17岁，又以全校第一名

的成绩毕业。本想着，手执教鞭，桃李

天下，然而，侵略者的铁蹄，却已践踏到

了家门口。

1932年，19岁的陈翰章与同样年轻的战友们一起，

奔赴一个又一个战场。

“大沙河战役”“寒葱岭大捷”……陈翰章与战友们

驰骋于白山黑水间，让日寇心惊胆寒。然而，1940年的

冬天，枪声呼啸，鲜血流尽、受尽日寇残害的将军终于

倒在了莽莽山林里。

站在陈翰章烈士陵园，为英雄鞠躬，致敬。初秋的

风，掠过群山，掠过头顶，带来沁入骨髓的阵阵寒意。

墙上，是那个求学时代的少年吧？据说，这也是将

军生前唯一的一张照片。一头乌发浓密如云，脸颊上

甚至还带着一点“婴儿肥”，满满的，是少年的豪气与稚

气。下一张，看起来，是一张画像。那少年变成了青

年，身着军装的他一身英武，雄鹰一样眺望着远方，目

光里没有半点胆怯和犹疑。

那是一双怎样清亮的眼睛啊！

再下一张……浴血沙场的将军紧闭双眼，永远长

眠。

从1932年到1940年，从19岁到27岁。最好的年

纪，然而也是最苦难的岁月。炮声隆隆，热血四溅，将

军百战死。

那个穿行山林的孩子，再不会感到饥饿和寒冷了

吧？小村默默地送出了她的爱子，而后，又张开她温暖

的怀抱，拥抱着爱子，永远地在这里安眠。

几番春风又绿，几度碧草又青。壮士啊，十年兮归

故乡。

两篇日记两篇日记

东北抗联寒葱岭密营文化展览馆，位于寒葱岭脚

下。在这里，又与陈翰章将军不期而遇。

馆内，陈列有陈翰章的34篇日记——从1939年4

月3日至10月24日，记录了他战斗和生活的日常。其

中的6篇日记，书写着父亲受日寇胁迫来部队劝降。

面对父亲，陈翰章表达了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

史料记载，表面上将军与父亲言之决绝，实际上却暗暗

地，将父亲发展成为替抗联传递情报的秘密交通员。

“我年迈苍颜的老父，看着我们向南进发……六十

余岁的老人，受威逼而奔走不停，每当思之，胸中就难

免悸动不已。”

眼前，山河破碎，是熊熊战火与狼烟；身后，目光慈

爱，是殷殷嘱托与叮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难当

头，何言小家！只能朝前走，无所畏惧地朝前走。

人非草与木，男儿亦有泪。战场上令敌寇闻风丧

胆的将军，日常对待自己的战友，却是一片侠骨柔

肠。其中的一篇日记这样写道：“连长的工作有点消

极……因病请假，我说不许，态度颇为不良……我马

上反省自己应该有好的态度，态度柔和并抱歉而求原

谅。”这篇日记，生动地再现了陈翰章向一位下属道歉

的情景。

日记结束的时间是1939年10月24日，约一年零一

个月后，陈翰章在与敌激战中壮烈殉国。

展览馆里，讲解员声情并茂。对陈翰章将军的生

平事迹，他如数家珍。讲到将军壮烈殉国时，他语速加

快，快板书一样情绪激昂。看得出，每天每天，他是在

怎样地抑制着心中的悲愤！那些悲伤的字和词，多像

一条汹涌的河，在他喉间，也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头，动

情地流淌！

长歌当哭，为英雄！

片片红枫片片红枫

出得展览馆，登上寒葱岭。

满山的树木，绿得苍翠，黄得耀眼，还有若干的红

叶，仿佛树叶里的精灵，活泼地跳脱出来，如云似霞，袅

袅婷婷。

1939年的秋天，这里却阴雨绵绵。

那年的9月25日，陈翰章率领部队在寒葱岭南坡

设下埋伏，摆下了一个口袋阵，激战后，把日军的一个

讨伐大队全都装在了“口袋”里，并缴获了大批军用物

资。

那个秋天，寒葱岭上也一定枫叶如火。那片片如

火的红枫，掩护着埋伏在灌木里、草丛下的将士们，无

声无息。

沿着林中的木栈道，缓缓前行。枫叶飘落，落在沿

途一个又一个密营遗址上。那些洞穴般掘地而起的密

营，就是抗联战士们的庇护所。他们在这里，头枕大

地，身披蓝天，沐浴着每一个秋光似水的日子，更盼望

着每一个春暖花开的明天。

79年前的那场小雨，滋润了满山红叶，又幻化成了

今日满天的流云。

一年又一年，寒葱岭上的枫叶绚烂夺目，零落成

泥，又新芽初绽……每一个生命的轮回里，它们都像高

高燃起的火炬，又像那满天的繁星，照亮了大地，也照

亮了世世代代的风景，还有人心。

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那颗闪亮的星
——纪念陈翰章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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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自行车，已然成为

长春这个城市的主要交通工具。特别是早晚

上下班高峰期，那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远

看黑压压一群，近瞧车挨着车人挤着人，到了

红灯的十字路口，前边骑车人停下，有人一只

脚点地，支撑起人体与车的平衡，显出一份急

切与潇洒。有的人呢，老老实实退下自行车，

双手扶把，两脚站立，眼望着路灯，左顾右盼，

路灯颜色一变，马上集中精力，左脚踩上踏

板，右脚猛蹬地面，滑动起车子，然后一抬腿，

跨到车上，车把七扭八歪摇晃几下，稳住了，

奋勇前行。

下班的人，前车筐里往往装着当天食用

的水果和蔬菜，没车筐的呢，车把上也挂着大

包小裹。有大件物品，如大白菜、半面袋子土

豆，还有单位分的鱼呀肉啊，就捆在车后架子

上，满载着过日子人的温馨，一路飞奔。走神

溜号的人总是会有的，一不小心，车把扭动几

下，拐倒了身旁的车子，整个路面便产生了多

米诺骨牌效应，一辆车压着一辆车倾倒起来，

瞬间倒下一大片，然后呢，垂头丧气搬起自己

的车子，竟找不到始作俑者。

哪个年代都不乏奇思妙想的人，于是就

有人将自家的自行车安装上了发动机，烧汽

油柴油那种，焊上几个铁管进行加固。这样

的车子行驶在路面上，用不着双脚用力，人就

一溜烟儿地跑远了。我曾对这种改装后的自

行车羡慕不已，希望家里破旧的自行车也能

有这种助力功能，可那些被改装的自行车，都

出自能工巧匠之手，最终羡慕归羡慕，我的愿

望永远实现不了。

爱虚荣是人的本性。那时上海生产的永

久和凤凰自行车，除了质量性能优于其他车

之外，更多的是能够满足人的虚荣心。谁家

拥有了这样的自行车，就无可厚非地比别人

多了一种优越感、满足感。车子到了手，纸包

纸裹扛回家或推回家，下一步就是给车子披

红挂彩。人们往往会找出家里的红色塑料，

剪成一个个小圆片，夹掖在一根根车条中间，

骑车时，车轱辘转，中间的圆片也跟着转，转

成红红的圆圈，甚是好看！那个年代路灯少，

就有人将自行车上安装一个发电机瓶，瓶头

上的小脑袋紧贴轮胎，骑车时，那小脑袋一转

动，车把前灯就亮了，明明灭灭，晃晃悠悠。

我中学时骑的车子是长春市生产的梅花鹿

牌，这种自行车在本市人心中不够档次，骑着

也好像低人一等，后来，我换了一台天津生产

的飞鸽牌自行车，算是找到一点心理安慰，但

永久和凤凰自行车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进入新世纪，眼见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起

来。平常百姓的日子也有所起色，摩托车成

了路面最时髦的代步工具。当时，那些骑摩

托车的人都是领先潮流的倜傥青年，他们驾

轻就熟地摆弄着各种牌子的摩托车，在大街

一路呼啸而过，威风凛凛，没几年工夫，又都

淡出了路面，也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2000年，几个朋友扎堆时，还预测，按照

国家这样的发展速度，不久的将来，我们下一

代人很可能拥有一辆自己的小轿车。那时，

拥有私家车还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可现实总

要超出人的想象，没过两年，购买私家车风生

水起，它就这么出乎所有人预料地实实在在

提前到来了，等不到下一代。正当我徘徊观

望之时，有朋友打来电话，述说起私家车的诸

多好处。那电话打了足有半个小时，主题就

是一个，抓紧时间买车，现在就买，买了车，你

会发现生活半径跟以往大不相同。听了朋友

的劝告，2007年我果真有了自己的车。现在，

开车十几年，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多么省心的

事，每天上下班，我常把车放在家楼下，徒步

行走或乘公交。必要时我准备买辆自行车，

自然一些比什么都好。

我第一次看到电视是在中学一个同学

家。那同学希望放学后，我能帮着演算数学

题。为了牢牢拴住我，他动用了家里的一件宝

贝进行诱惑。那宝贝装在纸盒箱里，藏匿于炕

柜中。我每次去，他打开柜门，搬出纸盒箱，动

作紧张而神秘，像做贼似的，然后搬出一个竖

立的长方形盒子，盒子上面有个屏幕，很小，比

一本书大不了多少，下面是开关，插上电源，几

道雪花闪过，出现了几潭湖水，一个英俊的外

国少年一会儿潜入水底，一会儿浮游水面，看

得人心惊肉跳。虽是黑白画面，我眼睛都直

了，身子一动不会动，早已没心思帮那同学演

算数学题。电视只看了十分钟，又被我同学装

进纸盒箱子里，塞进衣柜，他还千叮咛万嘱咐，

此事不能随便说，打死也不能说。

后来电视普及千家万户，由黑白升级彩

色，屏幕逐渐增大，然后是一代又一代更新，

刚买回家的电视还没看上两年，就已经落伍

了。好像忽如一夜之间，电脑、智能手机出现

了，电视的功能悄没声息地被取而代之。看

什么不看什么，人们可以自由在电脑或手机

上选择。除此之外，智能手机上的支付宝、微

信钱包应用，以及理财方面的功能开发，便捷

着人们生活，也改变现代人的生活方式与思

维方式。但事物都有它的两面，如今，智能手

机好像又成为现代人的一种灾难，乘车时看，

走路时看，吃饭时看，聚会交流场所也在独自

低头观看。一个三口之家，坐在一起，每个人

都手捧着自己的手机，相对无语，哑言欢乐在

自己的圈子里。

生活在继续，社会在前进。在享受社会

发展成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要迷失自己，因为

明天会更美好！

明天更美好
□夏鲁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