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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读

用知识之光点亮梦想
一个人历经坎坷，仍葆有大爱，从事党的教育

事业 40多年，追求理想，无怨无悔。这便是李延
国、王秀丽的新作《张桂梅》主人公，云南省丽江
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一位用生命和
爱心托举少年学子的梦想，培养出上千名山村大
学生，为改善民族地区教育作出突出贡献的人民
教师。

这是一部致敬之作，是对张桂梅奋斗人生的
书写，对时代人物的礼赞，也是对教育战线，特别是
欠发达地区民族教育事业发展的生动呈现。作品
在时代大背景下展现主人公的生命历程、思想情操
和精神信仰，还原了一位为党的教育事业无怨无
悔、作出不平凡成绩的典型人物，是一部真实感人
的人物传记。

张桂梅的事迹广为传颂，人们以不同称谓讴歌
她、褒奖她——她把 1600多名大山里的女孩送进
大学，助她们圆了读书梦并学有所成，她是“筑梦
者”；她在一次次家访中，认识到治穷先治愚，不能
让山村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要用教育“斩断贫困代
际传递”，于是成为读书脱贫的“宣传员”“攻坚员”；
她用心血感化学生，以微薄之力资助贫困生，让辍
学儿童重回课堂，用知识之光点燃她们心中的梦
想，她是“燃灯校长”；她爱学生如子女，多次捐献自
己的积蓄，从“儿童之家”到免费女子高中，像母亲
一样拉扯孩子们的生活，她是“张妈妈”。

作品讲述主人公扎根深度贫困山区，为改变
山区教育落后面貌默默奉献、长年坚守的故事，也
探寻了她的思想动力和精神之源。张桂梅说，她
的人生渺小平凡，是滇西大山一棵草。然而，她志
在高远：“如果我有追求，那就是我的事业；如果我
有期盼，那就是我的学生；如果我有动力，那就是
党和人民。”这种源于信仰的大爱，是时代人物的

精神特征。
这是一部充满温情爱意、形象生动的人物传

记。“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感
动中国”2020年度人物等，每一个荣誉背后都有感
人故事。作品用丰富的细节，书写这些荣誉背后张
桂梅的真情付出。

常年的家访中，她走进不同家庭，苦口婆心做
家长工作；为筹措华坪女高资金，她不顾病体街头
摆摊；每当身心疲惫时，她常与故去的丈夫隔空倾
诉……这些故事娓娓道来，使一个倾情教育、爱护
学生、追求完美、全身心投入的人物形象跃然眼
前。作品故事性强，近百个小标题“抓取”张桂梅人
生不同阶段的精彩场景。全书以第二人称讲述，平
易亲切，充满交互的感动——“你”用柔弱却刚强之
躯，在滇西高原撑起一片爱；华坪人也认可“你”，是

“你”的坚强后盾。如作品所写，“你拥抱大山，大山
就拥抱你。”在播爱与被爱中，在付出与获得中，展
现人物及其故事的情感温度。

人物传记是纪实作品中的大类，要想走近大
众、深得人心，需要有亲和力，需要有温情温暖，也
需要有优美朴实的语言。

本书是两位作家深入采访、用心创作的结晶，
在叙述上注重语言的形象感、现场感，注重情境和
心理交相烘托。在表现人物的精神世界时，也注
重捕捉红色基因树人铸魂的影响。从当年听《红
岩》故事、感动于江姐形象，到领悟《红梅赞》的歌
曲精神，再到以张桂梅为原型的话剧《红梅》，对崇
高精神的追索和表现丰富了作品的内涵。

本书 30万字，虽有冗繁、细碎之处，但整体上
轻快流畅，于平实之中写出光彩，可读性强。叙述
中偶有思想火花闪现，比如对贫困山区的教育事
业如何继续开展、文化帮扶如何做到“既授人以

鱼，又授人以渔”等的思考。在塑造人物形象的过
程中，如能注入思想的厚度，对人物精神的表现将
更有穿透力。 □王必胜

《张桂梅》：李延国、王秀丽著；云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

啃 书

如果没有读书这个习惯，我不知道在离开单位
和家人，在驻村帮扶工作期间如何度过一个个漫漫
长夜和风霜雪雨的寂寞时光。

青少年时期生长在农村，非书香世家出身，亦
对“晴耕雨读”“耕读传家”“诗书继世”这样的词句
没有多少深刻的体会和感悟，几乎所有的读书只是
为了考试成绩，或者人云亦云图热闹。那年的一段
苦闷光阴，因无书可读，便将一本破烂的没有封皮
且在众人看来无用的书读了一遍又一遍，恰遇当年
参加一次重大考试，发现命题作文题目和要求与这
本书中的一篇文章内容基本一致，于是我在心里很
轻松地进行了一遍“照猫画虎”，结果我的作文被评
为最佳作文。我的命运在这一年，因这次考试发生
了一次重要转折。此事正应了“机会是给有准备的
人”这句话，也切实教育了我平时就要用心多读书、
读好书。

此后，读书学习便成了我业余的一种习惯。
后来，伴随岁月更替、年龄增长、工作变化，读

书也有了相应变化，选择范围不再受局限，且比较
复杂。但不变的是，为了适应角色搞好工作，每次
都会根据岗位特点借阅或购买相关的工具书、业务
参考书学习，及时解决了为什么立足岗位、如何立
足岗位、立足岗位干什么等困惑。慢慢地，每每谈
论工作有了个人的独到认识和不同见解，完成任务
中也会不断探索创新方法，效果便也经常出色出
彩。除此，在很多时候读书，就是为了认识自然世
界与人类社会本质，明了人生的意义和快乐，启发
心智陶冶情操，解决人生困惑等。

读书愈多，思考愈多，脑子也越来越有灵性，
尤其在实践中读书，便会经常迸发出一些思想火
花来。

有了这些体会，我在山乡驻村最开始的时

候，有“三不怕”——不怕人生地不熟，不懂风俗人
情；不怕不熟悉情况，干不好工作；不怕生活环境
艰苦，孤独寂寞又难熬。因为我带有一把解决问
题的金钥匙——读书学习。因此，我很快熟悉和
适应了驻村工作生活，在每一个时间任务节点上，
及时做足政策理论功课，做好结对帮扶工作的同
时，还能够针对全村整体工作提出指导性意见。
帮扶工作不分内外，当干部群众对我有需要时，
带给我的不是厌烦，由于能够及时准确回答和解
决他们的问题，带给我的反而是无比的快慰感、
成就感。

在繁忙负重的脱贫攻坚中，我坚持思想政治学
习，常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关于扶贫工作的系列
重要论述……读这些书，保持头脑清晰，坚定站位，
确保奋斗方向时刻在正确的道路上，不偏向、不偏
航。在与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及时学懂弄通政策
理论，害怕成为群众眼中的“歪嘴和尚”——把经念
错了。切合实际，只有学懂弄通，才能做到准确宣
传贯彻；只有学深悟透，才能够实现生动、灵活、有
效宣传贯彻。

“你的脑子太聪明了，咋啥都知道？”见咨询的
政策问题难不住我，有干部群众感到很奇怪。

“不是我聪明，是我读书、看报、学文件，学习得
来的。”

由于喜欢读书学习，在村里还闹出了不少笑
话。驻地不远处的一家村民，经常反映我住宿所在
的学校有一间房子整夜不关灯，说是不心疼公家的
电费哩。有一天，我和扶贫队友路过他家门口，男
主人又将情况说给了我们。我们让他指给我们看
是哪一间房子。这一指，我笑了：“那是我住的房
子。”至此，我们互相才知道，他们每晚睡觉的时候
我在读书写作，他们半夜上厕所的时候，我还在继

续读书写作，当他们早上起床，看见的却是我晨读
的房灯。在村部的集体办公室里，如果有人发现
书、报丢了，大家会不约而同地想到问我，看是不是
我拿走了。常常我是被冤枉的。

在扶贫日志里，我几乎每天都会写上“读书学
习”这一条，有时候还会记录读书的具体内容及一
两句感言。

为了学以致用，让读书更好地指导工作生活，
我坚持做榜样，带动当地干部群众读书。针对他们
认为没有时间读书、不知道读什么书、无法安心读
书的问题，组织开展主题读书活动，分享读书体会，
引导读书；通过大小会议号召读书，主导经常读书；
组织爱心企业爱心人士向村、镇学校捐书、赠书，营
造读书氛围，推进书香乡村建设。

“读书学习的滋味是什么？”有人问。
我是这么回答的：“如果不读书，在春花月夜

中，在蛙鸣鸟唱中，在萧瑟秋雨中，在大雪飞舞中，
如何忍受驻村生活的孤独寂寞，又叫我的多情何
以安放？唯有读书不知冬夜漫长，无惧蚊虫叮咬，
不觉严寒酷暑。唯有读书可以与自然、世界和社
会进行深度交流。读书可以‘寻欢作乐’，读书可
以宁静致远，读书可以蓄养精神气。读书可以提
升气质，增加精神魅力。读书多了自然‘腹有诗书
气自华’。”

在山村的丰富经历让我还明白，人生要兼顾读
好三种书：书本之书，生活之书，实践之书。也悟出
了读书的真谛：读书是为了更好的工作生活，为了
思想和灵魂更好的远行。

所以，读书不仅在于致用，还贵在活学活用。
读书切忌读成书呆子，让人耻笑“百无一用是

书生”，而应该读成“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那
种睿智和通达。否则，就是傻读书。 □杨志勇

寂寞光阴好读书 我与书

行走在青藏高原的吟唱

对所有向往理想生活的人来说，远方是一个神
秘且神圣的地方，憧憬去远方的路上会看到不一样
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人。

远方不是一个具体的地名，每一个人心中的远
方也不尽相同，但苍茫广袤、神秘辽阔的青藏高原，
无疑能满足大多数人对诗和远方的想象。

于兼具摄影师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康凯而言，青
藏高原上如诗如画的风景曾让他将目光停留，召唤
他以脚步丈量走进远方的距离，用相机记录诗意溢
满的美景，在走向远方的路上进行情真意切的诗歌

吟诵。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当脚步和灵魂追赶时

光，康凯眼中的风景不再是安静孤独的自然风光，
而是注入了高峰冰川间的人文独白，而与一群值得
被生活温柔以待的人的相遇，更引发他内心中诗意
栖居和人间烟火的相会和齐鸣。于是，便有了有温
度、有情怀的《远方的诗和烟火》，一部青藏高原旅
行故事集。

“未知的相遇和邂逅，带给了我旅途中的惊
喜，让我爱上了出发，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
方。”对康凯而言，行走青藏就是一场场相遇和邂
逅，与有趣灵魂的相逢、与壮美风景的邂逅、与藏
族艺术的交谈、与宗教信仰的相会……经过时间
的洗礼，地理上从陌生渐渐变为熟悉，心灵上从好
奇转为亲近，他的“流浪之路”不再孤单荒凉，而是
充满期待。

在“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去”的旅程中，他的
每一场邂逅都是“奇遇”。阿尼玛卿山上用身体丈
量全程 160公里朝拜路的转山人，使他震撼于信
仰和坚守的力量；羊湖边的牧羊人单调又单纯的
生活里流淌着浓浓的暖意，引发他对“这是不是
我们向往的生活状态”的思考；当穹错遇到困难
后得到藏族同胞的帮助，让他深信只要心中盛满
爱，被爱便会随时降临；而古色的卓舞、木刻艺术
等原始藏族文化，让他触摸到千年传承下的灿烂
文明和信仰背后的情怀，激励他再度踏上追寻未
知的旅程。

如果说，“到离天堂最近的地方去”篇章陈述
的是在与陌生人的相遇中使心灵抵达幸福的彼
岸，那么，“与神的孩子相遇”篇章记录的则是透过
熟人的过往，回望梦想最初的模样。

活佛达玛甲的梦想是修复爷爷创建的寺院，
尽管寺院损毁严重，百废待兴，修复之路漫漫，可
他眼中始终闪耀着坚定的光芒；画师土登格拉是
蜚声国际的唐卡艺术大师，他的梦想是继承和发
扬唐卡这一民族艺术瑰宝，在不断开创绘画新境
界的同时，先后收 20余名留守儿童作为学徒，选
派僧人教授他们藏文拼读和念诵等基础课程，让
唐卡成为藏传佛教教义行走的寺院，延续着藏传
佛教的永世传承；贡秋卓玛曾经的梦想是成为一
名职业歌手，从若尔盖、红原草原走到北京，她的
演唱之路并不顺利，可她性格里的单纯、善良和热
情，歌声的空灵、深邃和辽阔，让她的梦想得以实
现。而如今，她的梦想更多则是在草原上帮帮年
迈的父母；青年导演卡加的梦想十分纯粹，希望
用电影与世界对话，忍耐和坚持使他离梦想越来
越近。

他们的生活史勾勒出古老的高原从过去向未
来延伸的轨迹，也让我们看到变化万千的青藏高原
上，一个个看似弱小的生命，正迎着阳光顽强生长。

这是一本私人旅行笔记，但意义超出了旅行本
身。远方承载着现代人浪漫的“世外”想象，也同样
经受着各种世俗的淬炼。无数人的诗和远方，原是
另一群人的人间烟火！ □李钊

——读《远方的诗和烟火》

《远方的诗和烟火》：康凯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
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
也傍桑阴学种瓜。”这是宋代诗
人范成大的《四时田园杂兴·其
三十一》，为我们描绘了其乐融
融的农村夏日生活中的劳动场
景，表现了农村初夏时的紧张
劳动气氛。

中华民族历来就有热爱劳
动的传统美德，劳动人民发扬
了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创造
了惊人的财富。劳动之美更是
让古代文人大加赞誉，创作了
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在这个
特别的劳动节日里，让我们寻
着古诗词的韵脚，去感受古代
诗人对乡村生活和劳动人民的
歌颂。

“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
里雨如烟。乡村四月闲人少，
才了蚕桑又插田。”宋代翁卷的
《乡村四月》，山坡田野间，草木
茂盛，稻田里的水色与天光交
相辉映，天空中烟雨蒙蒙，杜鹃
声声啼叫。乡村的四月，正是
最忙的时候，刚刚结束了蚕桑
的事，又要插秧了。这首诗以
清新明快的笔调，出神入化地
描写了江南农村初夏时节的旖
旎风光，表达了诗人对乡村生
活的热爱之情。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
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
苦。”唐代李绅的《悯农》生动形
象地刻画出烈日当空，农民在
田中辛勤劳作的情景。滴滴汗
水才能换来粒粒粮食，告诉我们食物的
来之不易。他的另一首《悯农》：“春种一
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
饿死。”则突出了那个时代农民辛勤劳动
获得丰收，却依然吃不饱、穿不暖、惨遭
饿死的问题，读来令人感慨动容。

文人笔下劳动的不仅仅是农民，而
且延伸到各行各业。有赞美冶炼工人
的，如唐代李白的《秋浦歌·其十四》：“炉
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
曲动寒川。”从正面描写和歌颂了冶炼工
人的艰辛劳作，字里行间体现了诗人对

他们的赞美之情。有写烧瓦工
人的，如宋代梅尧臣的《陶
者》：“陶尽门前土，屋上无片
瓦。十指不沾泥，鳞鳞居大
厦。”也有写渔民打鱼的，如宋
代范仲淹的《江上渔者》：“江
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
一叶舟，出没风波里。”皆是运
用质朴的语言讽刺、控诉了社
会中的不平等现象，通过描述
烧瓦工人和渔民劳作的艰辛，
希望唤起人们对民生疾苦的注
意，体现了诗人们对劳动人民
的同情。

许多诗人不仅赞美劳动，
而且自己也更热爱劳动。魏
晋的陶渊明被称为田园诗人
的鼻祖，他把农活写进诗里，
充满诗情画意。譬如他的《归
田园居·其三》：“种豆南山下，
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
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
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
无违。”全诗平淡自然、清新质
朴，言简意长，真挚感人，抒写
了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以及享
受田园劳作之乐的惬意、闲适
的心情。南宋陆游十分推崇
陶渊明，并在《小园四首·其
一》写道：“小园烟草接邻家，
桑柘阴阴一径斜。卧读陶诗
未终卷，又乘微雨去锄瓜。”同
样抒发了诗人对种桑锄瓜的
田园生活的无限热爱。辛弃
疾的《清平乐·村居》：“茅檐低
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

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
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
剥莲蓬。”更是描绘出了一幅一家人其
乐融融的田园生活画卷，把美好的农家
生活描写得有声有色、惟妙惟肖、活灵
活现，表现了生活之美和人情之美，体
现了诗人对田园安宁、平静生活的羡慕
与向往。

阅读一首首古代的劳动诗，感受古
人生活的艰辛和美好，可以让人更加深
切地体会到生命因劳动而美丽，美丽因
劳动而精彩的人生哲理。 □程磊磊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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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与宋词在成就上堪称并驾齐驱，在艺术上则如春兰秋菊。”如何
阅读宋诗与宋词，始终是个问题。《莫砺锋讲宋诗课》《王兆鹏讲宋词课》的
作者都是研究宋代文学的知名学者，他们为读者提供了全方位的解说与指
导，从而让我们真正理解莫砺锋教授所言：“不读宋词，难以深入理解宋
诗。不读宋诗，也难以深入理解宋词。”

《莫砺锋讲宋诗课》
莫砺锋著 凤凰出版社

《王兆鹏讲宋词课》
王兆鹏著 凤凰出版社

陈引驰教授是《庄子》领域首
屈一指的学者，他在复旦大学开
设的“《庄子》精读”课，历来是受
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本书以课程讲义为基础，结
合多年来研究成果，可称是陈引
驰 教 授《庄 子》研 究 的 全 面 体
现。全书共九章，引言统说道家
老庄，更通过对老子与庄子的关

系和区别的讨论，阐明庄子的特
殊之处。以下八章，第一章概述
庄子其人、其书。第二章至第六
章分别从《逍遥游》《秋水篇》《齐
物论》《养生主》《外篇》逐段讲
解，选目与次序均精心设计，重
在贯串与打通。第七章统讲《庄
子》的美学观念，第八章讲《庄子》
对后世的影响。

《庄子讲义》
陈引驰著 中华书局

新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