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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杰

怎样使党史教育“活起来”“火起
来”？怎样激发党员干部知党、爱党、
为党的热情？《党史可以这样讲》一书
可谓做出了范例。它采用了全新的
视角，将党史用一个个具体的“精神”
串联起来，讲解由浅入深、层层递进，
让人耳目一新。

本书作者斯国新是全国优秀宣
讲员，从2007年开始，他经常深入基
层、走进机关，开展讲座 300 余场。
在大量试讲、试听的基础上，作者对
讲稿、录音进行了整理。他采用分段
讲解的方式，将全书分为十讲，涵盖
了党的创建与红船精神、井冈山斗争
与井冈山精神、红军长征与长征精
神、延安岁月与延安精神、抗日战争
与民族精神、解放战争与西柏坡精
神、抗美援朝与国际主义精神、新中
国成立 30年与爱国创业精神、改革
开放与时代创新精神、不忘初心继续
前进等。

阅读此书给人的最大感受就是
脉络清晰、内容丰富。书中既有对时
间的梳理、对事件的回顾和对数据的
总结，又有对原因的剖析、对经验的
讲解和对历史的评价，也给出了弘扬
和传承精神的方法和路径。其中的
数据和细节既维护了党史的严肃性，
又赋予了内容趣味性。特别是书中

语言鲜活生动，读者看得懂、记得住、
能受用。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亦在某种程
度上创新了党史宣讲形式。比如本
书采用分段讲解的方法，既实现了让
读者掌握要义的“快”，又不失系统性
的“统”。它抓住了新时代听众普遍
关注、关心的话题，以解答式、讨论式
的办法增强了宣讲的吸引力。此外，
它集历史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
史料翔实、剖析透彻，是一部理论宣
讲方法的辅导读物，也是一本党史知
识普及教育的参考范本。

读书明礼，读史启智。《党史可以
这样讲》这本书告诉我们，党的一百
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
年。在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一代又
一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
才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就。

好书的力量是无穷的。在党史
学习教育如火如荼之际，《党史可以
这样讲》的出版发行恰逢其时。它发
人深省、鼓舞人心，给人以启迪和智
慧。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妨对标党史
中的优秀人物，主动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并结合自
己的工作生活实际，勇做新时代的奋
斗者。7

（《党史可以这样讲》，作者：斯国
新，出版单位：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时间：2021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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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文

古往今来，中国人都有写家书的传
统。很多家书经过岁月的沉淀，成为一个
时代、一个社会、一种思想的重要见证。而
通读《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一
书，可以感受到百年来共产党人坚定的理
想信念和崇高的道德修养。本书作者张丁
是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多年
来专注于家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成果颇
丰，先前编著有《抗疫家书》《抗战家书》《红
色家书背后的故事》等。

《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所
选的 50 余封家书，包括老一辈革命家家
书、先烈家书和普通党员家书，其中一些为
首次公开发表。分为三个部分：“为了民族
的解放（1921—1949）”“党指向哪里就奔
向哪里（1949—1978）”“永远听党话，跟党
走（1978—2020）”。每篇家书均由原文、
背景介绍、“信仰之光”组成，并穿插相关人
物照片。一封封或长或短、或语言朴素或
满怀激情的家书，生动真挚地将波澜壮阔
的党史与新中国史娓娓道来，令人感慨不
尽。

1921 年春，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17
岁的任弼时与刘少奇等一起自上海坐船，
赴苏联留学。他在给父亲任思度的信中
说：“只以人生原出谋幸福，冒险奋勇男儿
事，况现今社会存亡生死亦全赖我辈青年
将来造成大福家世界，同天共乐，此亦我
辈青年人的希望和责任，达此便算成功。”
可以看出，彼时的任弼时已是体谅父母辛
苦、胸怀改造社会大志的青年。和任弼时
一样，青年时期的聂荣臻也在寻求救国之
道。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积极投身旅
法学生运动，1922年转赴比利时就读于沙
洛瓦劳动大学化学工程系。其间，他给国
内的父母写信道：“所学何为？绝非一衣
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
有食也。亦非自安自乐以自足，而在四万
万同胞之均能享安乐也！此男素抱之志，
亦即男视为终身之事业也。”他将小我融
入大我之中，显示出为国家、为民族不懈
奋斗的气概，他的家书就如同一份革命宣
言书。

1928年，28岁的夏明翰不幸被捕，在
汉口英勇就义。临刑前，他写下气撼山河
的绝命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
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在给母亲陈云
凤的信中写道：“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
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在给妻子郑家钧
的信中写道：“‘各取所需’终有日，革命事

业代代传。红珠留作相思念，赤云孤苦望
成全。坚持革命继吾志，誓将真理传人
寰。”在给姐姐夏明玮的信中写道：“我一生
无遗憾，认定了共产主义这个为人类翻身
解放造幸福的真理，就刀山敢上，火海敢
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字里行间表现出
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勇气。

同样的，“九一八事变”之后，赵一曼主
动请缨到东北从事抗日武装斗争，最后被
捕壮烈牺牲。1936年 8月，她在临刑前给
儿子写了两封篇幅不长的家书，希望儿子

“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
是为国而牺牲的”！“母亲死后，我的孩子要
代替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长，来安慰
九泉之下的母亲”！随后，赵一曼慷慨就
义，年仅31岁。

1927年，51岁的徐特立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委员。1953年 9月 28日，徐特立在
给女儿徐静涵的信中写道：“我希望你们每
一日每一刻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
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
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
对于子女，徐特立从不搞特殊化或以权谋
私，当时的徐静涵，是上海一家食品店的普
通营业员。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优秀援
藏干部，孔繁森两次援藏。他的心里始终
装着藏区群众，在文教、卫生、民政等工作
中昼夜操劳。任阿里地委书记后，年近半
百的他在不到两年时间里，跑遍了全地区
106 个乡中的 98 个，行程 8 万多公里。
1993年 9月 20日，他在住院时给刚考上大
学的女儿孔玲写信。信中，他结合自己的
成长经历，告诫女儿学会独立生活，勤俭节
约，“尽早成为一个人格、素质俱佳的对社
会有用的人。”他还写道：“我现在只能在祖
国需要的地方，在党安排的岗位上踏踏实
实地做点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收录了2020年
武汉战“疫”中党员医务工作者和基层干部
的家书。这些家书呈现出新时代党员不畏
生死、逆行出征、攻坚克难的精神。

这些家书的作者，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就是共产党员，有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寻求民族解放和
复兴接续奋斗的征途上，他们用坚定的
共 产 主 义 信 仰 ，为 百 年 大 党 书 写 着 辉
煌。7

（《我心永向党：家书里的百年信仰》，
编著：张丁，出版单位：人民日报出版社，出
版时间：2021年2月）

家书里的百年信仰

寻找旧书刊里的“宝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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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微小也最宏大的浪漫

热点读书

□李晋

谢其章是一位旧书刊的收藏者与研究
者，“藏而丰则研”。三十多年来，他先后出
版《搜书记》《封面秀》《玲珑文抄》等二十多
部著作，其新著《文饭小品》同样是此方面
内容，读之可知旧闻掌故，可见新颖观点。

谢其章在序言中坦言，《文饭小品》的
书名取自其所喜欢的作家周黎庵书名，周
黎庵还主持过同名的杂志，出过六期，谢其
章书斋中亦有收藏。历史上，明代的王思
任也有《谑庵文饭小品》行世。不同年代，
相同书名，让人仿佛可以察觉出文化传承
的一丝魅力。

郑逸梅与《永安》的姻缘、张爱玲发文
的《天地》、沈寂主编的《巨型》……谢其章
对手头所藏书刊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
把文学史上一些不为人熟知的事情挖掘出

来，甚至一些冷门人物也通过他的笔触还
原了应有的历史地位。他特别提到了保存
《骆驼祥子》手稿的功臣陶亢德，这位民国
期间的资深编辑与鲁迅、林语堂、老舍等都
有过交往。他保存的这份手稿，历经风雨
保存完整，堪称国宝级文献。谢其章认为，
以文字记录陶亢德的事迹很有必要，这也
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纪念老舍。

邵洵美曾是个“大人物”，只不过如今其
名不显，其价值也被严重低估。书中有一篇
《邵洵美书评文章》，谢其章通过邵洵美的阅
读喜好、文坛交游来还原他本来的风采。其
实，这位遭受过讽刺和批评的文坛“公子哥”
不仅文采出众，而且很有民族气节。在文章
的收尾处，谢其章倾听其心中不平之气，“人
世和世道亏欠邵洵美太多”。

淘书过程中，总会有苦有乐。谢其章
有过在书店买书时被反悔不卖的经历，也

曾在地摊上以低价淘到全套杂志。如意
事、不如意事都被他记录到文章里，可读性
大为增强。

谢其章藏书写书，离不开良师益友的
指导和帮助。在书中，他写到了有过一面
之缘的吴祖光、通信联系过的郑逸梅，以及
交往过的琉璃厂“杂志大王”刘广振、藏书
家姜德明等。这些书人书事在若干年后，
也会成为珍贵的文坛资料。

收藏旧书刊的目的，一般来说有投资
增值、阅读研究两种，谢其章无疑属于后
者。他不满足于把旧书刊束之高阁，而是
要把自己的收藏写出来，这对其他藏书者
而言无疑也具有榜样作用。旧书刊里的

“宝藏”，还需要更多的有心人来挖掘。7
（《文饭小品》，作者：谢其章，出版单

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
年 1月）

日前，长篇报告文学《时辰已到——襄阳铁警追凶大
解密》在北京举行首发仪式。据悉，这部作品真实而艺术
地记录了襄阳铁路警察成功追捕潜逃18年的持枪杀人凶
犯以及乘胜追击破获北京23年前杀人案件的经历，讲述
了几代襄铁刑侦人顽强攻坚、永不言败、直面挑战、勇往直
前的精彩故事。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部中国刑警的实战
教科书，是闪烁着理想主义光芒的公安文学精品力作。

本书作者王仲刚有着40余年的警察生涯，是业界知
名的“一手持枪，一手拿笔”的警察作家。2019年，他出
版有长篇报告文学《中国铁路第一大案解密》，讲述了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铁路警察与车匪、路霸进行斗争的
故事。7（本报记者）

（《时辰已到——襄阳铁警追凶大解密》，作者：王仲
刚，出版单位：群众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年3月）

□路来森

女作家伍尔夫的读书随笔，国内有多种选本，有内容
重复者，也有内容相异者，这取决于编选者的文化视野。
去年出版的《伍尔夫读书随笔：存在的瞬间》一书，将其关
于读书的文字分为六个部分：怎样读书、书与人生、书与
女性、名著选读、文学视野、日记选读。当然，这也只是一
个大体分类，毕竟，一个人的读书思想（或者说理念），终
归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

怎样读书？伍尔夫有一段话，如此阐述：“一个人可
以对别人提出的唯一指导，就是不必听什么指导，你只要
凭自己的天性、凭自己的头脑得出自己的结论就可以
了。”这段话，实在是了解伍尔夫阅读理念的核心所在。

“别人的唯一指导”是经验，也是一种成见，“经验”可以借
鉴，而“成见”就可能成为一种“束缚”。所以，伍尔夫认为

“不必听什么指导”，这也就驱除了“成见”，为阅读提供了
一个良好的开端。“凭自己的天性，凭自己的头脑”则是强
调阅读的“独立性”。她认为“作为一个读者，独立性是最
重要的品质”，没有了独立性，就等于摧毁了“自由精神”，
而自由精神“恰恰是书之圣殿里的生命所在”。

可以这样认为：会读书的人，用思想为自己定位；不
会读书的人，只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他不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而只是一个盲从者。

不过，一方面，伍尔夫强调阅读的“独立性”，指出“不
要听从别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她又写出了《怎样读小
说》《怎样读诗歌》《怎样读传记和回忆录》等具有一定指
导意义的文章，这不是与其“独立性”理念自相矛盾吗？

其实，这并不矛盾，更非自欺欺人。这就很自然地牵
出了伍尔夫的另一个读书理念：“普通读者”理念。伍尔
夫始终把自己看作一位“普通读者”，她认为，自己的那些
所谓“指导性文章”，其实只是一位“普通读者”的“自己的
体会”。这一理念更充分地表达于她的“名著选读”和“日
记选读”中。“名著选读”，就是对一些名著的阅读和评价
（书评文章），伍尔夫的书评文章视野开阔，细节饱满。她
总是结合时代背景、作家生活、文本阅读、细节解析等多
方面展开论述，而这几个方面中，伍尔夫表达最好、最充
分的，还是在文本解读的基础上生发出来的那些“自己的
体会”。她不会先入为主，更不会人云亦云，她总是读出
与别人不一样的东西。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尤利
西斯》的评价。1922年，《尤利西斯》正式出版，好评如
潮，《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也因之声名日彰。伍尔夫
很自然地进入“普通读者”行列。但在1922年 8月 16日
的日记中，伍尔夫却如此写道：“这本书的作者既没有语
言素养，也没有必要的审美趣味，倒像个刚学会写作的搬
运工。我很了解这类人，粗俗不堪，还自以为是，简直令
人作呕。”这与当时普遍向好的评价大相径庭。

当然，对于乔伊斯，当时的伍尔夫可能还缺少一个认
识的过程，《尤利西斯》一书的语言更不似伍尔夫所说的
那样糟糕，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伍尔夫读出的正是

“自己的体会”。
读伍尔夫日记也会发现，生活琐事少，读书体会多，

处处闪烁着她阅读的灵感和思想的火花。日记的“私密
性”也从一个侧面彰显出伍尔夫的阅读“个性”——评价
出自本心。

当然，作为二十世纪西方杰出的女作家、“四大意识
流小说家”之一，伍尔夫的阅读视野、阅读理念是广阔的，
丰富的。书中还谈到了阅读与生活的关系、阅读与爱情
的关系、阅读与疾病的关系、阅读与女性的关系以及各种
文学体裁的本质特征等，值得深入阅读。

值得注意的是，伍尔夫尤其重视“女性阅读和写
作”。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英国女性阅读的“解放
和觉醒”，提出让女人“拥有一间自己的书房”。同时，她
还分析了女性写作所受到的社会、家庭、性格、心理、情绪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对于“女性阅读和写作”，伍
尔夫的随笔是很具有深刻性、系统性、指导性的。7

（《伍尔夫读书随笔：存在的瞬间》，作者：[英]弗吉尼
亚·伍尔夫，译者：刘文荣，出版单位：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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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钊

旧书不老，复读如新。能经“残酷时间
所过滤的一切纸本对象”，必定有其研究价
值，只因“当它甫一面世仍在时，人们通常
未甚爱重，必得等到绝版多年以后，方才逐
渐懂得这书的价值而苦苦寻觅”罢了。旧
书一旦到了懂它的人手中，必定焕发出新
生命，一如《旧书浪漫——读阅趣与淘书
乐》一书所说，“这是最微小，也最宏大的浪
漫”。

在多年的阅读和写作中，三获金鼎奖
的资深“书虫”李志铭与旧书和旧书店结下
了不解之缘，对旧书的痴迷和感悟贯穿于
他写作和研究的全过程，他的《半世纪旧书
回味》《读书放浪：藏书记忆与装帧物语》等
书，都与旧书有着密切的关联。《旧书浪漫
——读阅趣与淘书乐》，则以轻松写意的笔

调书写了旧书店被遗忘的故事、人与旧书
的情缘、人与书册装帧的风景。书中每篇
文章均配以多幅照片，其中既有旧书封面、
旧书店场景，也有作者与书店主人的合影
以及书籍的内页插图。文图并茂，让人更
好地体味到作者的内心独白。在他的心目
中，旧书及与其有关的一切都有着强健的
生命力，历经岁月淘洗而不曾衰老，反倒更
增几分时间的况味，散发出迷人的味道。

在李志铭的书写下，书店是温暖的，也
是极富乐趣的。一个个旧书店在人们阅读
习惯改变和网络书店的冲击下，不断消失
在视线中，但仍有无数热爱书籍的人在坚
守，“默默地守护着寂寞，散播着书香”。书
是极具灵性的，阅读则是灵魂间的交流，

“人得遇其书，拟或书得遇其人，纯粹都只
是一种冥冥之中的缘分”，当这种缘分来
到，透过文字，可以触及作者内心的沉重苍

凉、人与人之间最深沉的爱……作为装帧
的行家，李志铭不仅重视书册本身的内容
价值，也时常到书店去查看旧书的装帧、观
察国外最新的出版潮流，从平面设计、视觉
概念、创作手法等方面多纬度汲取养分。
旧书在他手中，不仅具有内容价值、装帧价
值，也经过分解和汲取，以另一种形式延续
了生命。

常有人喟叹，读书的人越来越少。可
是，只要仔细观察，会发现“旧书不老，阅读
长青”，每座城市都会有属于读书人的“琅
嬛福地”，那里藏着丰富的新旧书籍，如“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悦读书吧”……它们紧
挨着繁华喧嚣之边缘，让人品味尘世中的
静谧。7

（《旧书浪漫——读阅趣与淘书乐》，作
者：李志铭，出版单位：浙江大学出版社，出
版时间：2019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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