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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川军”
□□ 本报记者 杨淑玲 文/图

▲ 历史纪实作家关河五十州现场开说正面抗日战场

知名学者共论中国新发展
□ 高庆成

今日书香

4次深入于都行程1万多公里

《新长征 再出发》这部作品，由中国作家
协会会员凌翼创作，人民出版社和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全书共十三章、约 32 万
字，是一部以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为
背景，描写于都县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重大现实题材的长篇
报告文学。该书通过一个个生动励志的扶贫
故事，深刻反映原中央苏区人民在苏区精神和
长征精神引领下，积极投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和乡村振兴建设的伟大实践。

为创作这本主题宏阔的作品，凌翼先后
4 次深入于都，走访了 30 多个乡镇、厂矿，
采访干部群众 300 余人，行程 1 万多公里，
重温了红军震撼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历
程，带领读者感受红军长征的精神力量。
不仅如此，作者还聚焦新时代的于都，通过
挖掘于都脱贫攻坚一线的鲜活故事，展现
了新时代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最前沿的拼
搏奋斗，真实地记录这里的百姓在党的领
导下，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摆脱贫困、过上幸
福生活的历程，再次体现了党和人民心连
心的温情。可以说，这部作品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背景下，一部题材重大、分
量厚重的作品。

选择以于都为背景进行创作意义重大

2019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于都
视察，在这里发出了“新长征、再出发”的号
令。在脱贫攻坚新长征路上，作为中央红军长
征集结出发地和长征精神起源地，于都县牢记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大力弘扬长征精神，传承
红色基因，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任务和第

一民生工程，感恩奋进、砥砺前行。
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是长征

精神的源头。1934年 10月，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人从于都集结出发，开启了举世闻名的二万
五千里长征，用生命和热血铸就了撼天动地的
长征精神。中央苏区时期，于都参加红军人数
多达68519人,占当时全县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是参加红军最多的一个县，支前参战的人数超
过 10 万人次，其中参加长征的有 1.7 万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幸存的只有 277人，绝大多数都
牺牲在长征路上。

凌翼告诉记者，过去，于都人民用最后一
斤粮食交给红军做军粮、最后一块棉布交给红
军做军服、最后一个儿郎送给红军做战士，为
中国革命和长征胜利做出了巨大牺牲和重大
贡献。今天，于都百万儿女大力弘扬长征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探索
出了一条具有于都特色的脱贫攻坚新路子，并
于今年 4月实现高质量脱贫摘帽，在新长征路
上迈出了铿锵步伐。这说明，脱贫攻坚这项伟
大事业，不仅需要我们用井冈山精神、苏区精
神，更要用长征精神的决战勇气，达到最后决
胜的目的。这也是他创作这部作品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

近几年，凌翼奔走在赣鄱大地，创作了一
大批反响较大的重大题材作品，《大湖纹理》

《赣鄱书》诗性抒写与追溯了江西的文化根脉
与精神图谱，长篇报告文学《井冈山的答卷》则
深情表达了新时代江西人民脱贫攻坚奔小康
的感人故事。凌翼也因这些作品先后获得第
八届全国冰心散文奖、首届方志敏文学奖、江
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等荣誉。

“不灭倭奴誓不还”

在活动现场，关河五十州对川军
这支抗日铁军进行了生动解说，对刘
湘、刘文辉、杨森、李家钰、邓锡侯等川
军将领各具特色的性格特征、带兵特
点等进行了颇具意趣的解读，对川军
抗战的铁血征程及对抗战的意义进行
了重点讲述，尤其是抗战中川军兵将
的感人事迹——如“锤子兵”“死字旗”

“刺臂师”等内容的讲述，感染了在场
的众多读者。

“男儿立志出夔关，不灭倭奴誓
不还”，在七七事变后的八年拯救民族
危亡的抗日战争中，300 余万川军将
士义无反顾地走上抗日战争的第一
线。“抗战期间，共有两位牺牲于前线
的集团军总司令，一位是张自忠，另外
一位是李家钰。李家钰既是最能打硬
仗的川军将领，同时在为国捐躯的川
军中，他的级别也最高。他牺牲时，由
于战场被日军火力封锁，遗体抢运不

下来。天黑后，部队组织敢死队，才冒
死找到其遗体。当时有人担心天黑看
不清楚，问怎么找，一个军官的家属讲
了一个特征，说李家钰身上长期佩戴
着一个小金人，只要找到这个小金人，
就可证明是李家钰。李家钰的遗体是
这样才找到的，后经检查发现，他全身
布满枪眼，连左脚掌上都有七个机枪
弹孔。”说着说着，关河五十州的眼睛
湿润了。

“将如此，兵亦如是。川军中有一
批西充籍的士兵，因为性情急躁、好勇
斗狠，又特别抱团，经常聚在一起，且
张口闭口就是‘锤子’‘老子’，故被称
为‘锤子兵’。锤子兵极为勇敢善
战，涌现出了铁锤子李利民、打不死
的锤子傅继尧等战斗英雄，川军的
很多突击队、敢死队都由锤子兵领
队冲锋。锤子兵出征时共有 856 人，
到抗战胜利时，只有时任营长的李
宏毅一人幸存。”

“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抗战艰苦

而又漫长，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为
了争取可贵的和平，无数川军官兵付
出了他们的青春、健康、幸福乃至生
命。在翻阅史料和创作的过程中，我
对英雄先辈所生发出的崇敬之情难
以尽述。”

正如书中最后写到的，“魂灵不
昧，春秋二季荐馨香”，关河五十州衷
心希望，《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这套
书能够再次引起人们对川军抗战将士
的追念和怀思，同时对推动川军抗战
史的研究，也能有一点小小的助益。

“无川不成军”

“无川不成军”，抗战期间川军参
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
伤亡占全国抗战军队总数的五分之
一。在刘湘、邓锡侯、李家钰、杨森、王
陵基、唐式遵、王缵绪等将领率领下，
川军凭着简陋的装备、贫瘠的补给，奋
勇抗战，为国战喋血。他们参加了淞
沪抗战、南京保卫战、娘子关战役、武
汉会战、长沙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
战、浙赣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保卫战
等正面抗日战场几乎所有的大会战，
真正地把“一寸河山一寸血”演绎到了
极致。

将军拔剑起，英灵绕战旗！从血
战淞沪开始，川军几乎参加了所有的
正面战场大会战。关河五十州的作
品《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让那段
峥嵘历史再次清晰呈现：那一年，铮
铮铁骨的巴蜀儿女用血肉之躯换来
了世人的尊重和钦佩；那一年，他们
在抗战的历史书上写下了“无川不成

军”的军旅神话。《那一年，我们出川
抗战》以丰富的历史资料，激昂而真
实客观地再现了川军在正面抗日战
场上的悲壮征程。不仅有全局性的
视野，也有基层官兵、外国记者等的
微观视角，对川军的战力、战法、高中
层将领与基层士兵、正面抗日战场的
真实情况都有着细节丰富的刻画和
解读。

关河五十州，畅销历史纪实作家，
专注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代表
作有《战神粟裕》《谋帅刘伯承》《虎部
队》《一寸河山一寸血》等。

“抗战史创作对我个人而言，具有
特殊意义，我的作品《一寸河山一寸
血》就是对正面抗日战场的全景式书
写，后来又创作了《虎部队》和这套上
下册的《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可以
算作是《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延续和伸
展，因为创作的动机都是从那时候开
始萌发的。”

“十年前，正是在写《一寸河山一
寸血》的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了川军
出川抗战的史实。此后，我开始留心
搜集川军抗战的资料。截至目前，所
积累的各种战史、存稿、书籍、回忆录、
报刊等资料已经超过两百种。《那一
年，我们出川抗战》是对这些资料进行
研究的一个总结和汇报。”

关河五十州作品立论客观严谨，
史学基础扎实，史料运用力求丰富和
全面，注重采用口述史料等第一手资
料，同时兼以文学笔法，行文简洁明
快，注重阅读体验，条分缕析而又富有
历史的思辨性。

▲《大局：知名学者共论中
国新发展》
林毅夫、于鸿君、韩毓海等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读书和旅行，看似不搭，但究其内在，其实是相关的。
读一本好书，愉悦心情。一次自在的旅行，不也很愉

快吗？我把读书当作一种自在的旅行。
对于读书的选择，不同年龄的人，自然选择不一样。

年轻人追求快节奏，选择碎片化阅读的多，阅读的时间、地
点有些随意，大都以移动端阅读为主，随时随地随性而
读。读什么并不重要，只要喜欢就行，开心就行，或者说
流行就行。年长些的人读书，比较注重仪式感，喜欢捧
书而读，不习惯用移动端阅读，觉得读电子书感受不到
阅读的内在。比起在电子屏上“爬楼”，我感觉在纸质上
翻着书页舒服，有快感。更重要的是，在书本上读，可以
圈圈点点，偶或写上几句甚至一段文字。读一本书，喜
欢一篇文章，我习惯在空白处写些句子，瞬间的感悟，片
言只语，即时留下，过后品味，还真有些回味。

这样读书，与旅行有些相似。真正的旅行是慢节拍
的，走走停停，可以选一处凉亭，坐下来慢慢打量四周的风
景；可以和不相识的人拉上一段话，完全是轻松自如的。
还可以随手拍拍花草，选择一种植物或动物，不管有名无
名，只要喜欢，只要觉得新奇，就拍下来。实在累了，可以
找一个小旅馆歇歇脚，第二天再出发。这样的旅行，甚是
惬意，于身心都大有益处。尤其在秋天，秋高气爽，天高云
淡，瓜果飘香，随处走走，就像在读一本书，欣赏一幅幅画，
如水墨的、水彩的、抑或是一幅幅油画，丰收之景、劳动之
乐，尽在其中，享受异常丰满。

捧书而读，我就常常这样，今天读上一段，或明天读上
一段，不紧不慢，有空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就读一段，没
负担。读书是轻闲时的享受，要的就是一份恬静和闲适。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我就把安静地读几本书当作一
次轻松的旅行。比如江西作家傅菲的散文集《故物永
生》。“埋着最亲的人，种出吃不厌的菜蔬，这样的土，就是
故土。在一个院子里，最敬爱的人，慢慢老去，老的只剩下
一把摇椅相伴，一盏昏暗的灯照着旧年的木窗，便是故
园。”幽静的文字，缠绵的心绪，复杂而略带忧伤的情感，还
未翻书，单从封面上这短短的文字，就让人生出一番情感
来。书的名字也很特别，着眼“故物”，写的却是永久的生
命，不灭的记忆。

对于读书之乐，黄仕忠先生所著随笔集《书的诱惑》
中写道：“当深入某一作家的心灵，便是得到了一个永生
不渝的知己，静夜之时，每可作心灵的对话；虽或偶尔相
别，也必时时挂念。”

捧着书，品着美妙的文字，身心产生的愉悦，这大概也
是一种旅行，而且是极其轻松自在的旅行。

新书过眼新书过眼

读书是一次自在的旅行

□ 辛冬妹

▲《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
关河五十州 著
现代出版社

句句是抗战意志的坚定，字字是
为国舍身的决然；壮士许国，不必相
送。近日，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新华大
讲堂”举行《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读
书分享会，历史纪实作家关河五十州
现场与读者分享该书的创作历程，怀
思川军抗战将士，以史为鉴，从抗战历
史中汲取精神力量。

▲关河五十州寄语江西日报《读
书》读者：多读史书见真知。

真实记录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
□ 本报记者 毛江凡

书
语
书
语

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赣南革命老区人
民何为？交出了一份怎样的答卷？日前，作家凌翼的
长篇报告文学《新长征 再出发》正式出版。这部聚焦
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重大题材
作品，真实记录了赣南老区人民摆脱贫困、追求幸福
生活的伟大实践，反映了老区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路
上，在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引领下，用不懈奋斗书写
铿锵有力回答的生动实践。

《好奇心改变世界》
詹妮·厄格洛 著
工人出版社

1765年至1813年，在距离伦敦
100多英里的伯明翰出现了一个由
自然哲学家和工业家组成的学会，
它的名称是月光社。月光社孕育
出的五位改变世界的核心成员为：
博尔顿、达尔文、瓦特、韦奇伍德和
普里斯特利。他们将科学、艺术和
商业结合在一起，通过改良蒸汽
机、修建运河、考古发掘，无休止地
探索与实践。毫无疑问，他们是改
变世界的人。

《书的大历史》
基思·休斯敦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为爱书之人，你知道书的来
龙去脉吗？本书作者基思·休斯敦
通过纸张、墨水、装订线、胶水、纸
板乃至皮革的使用，讲述了人类的
聪明才智和疯狂之举。作者广泛
搜集资料，辅以珍稀图片，从书写、
印刷、插图和装帧四大方面，揭示
了人类这一最重要也最普遍的科
技结晶背后令人惊叹的历史。本
书既是对书籍的致敬，也是献给所
有图书爱好者的精彩礼物。

《细胞生命的礼赞》
刘易斯·托马斯 著
中信出版社

时代经典，历久弥新。刘易
斯·托马斯是一位充满人文关怀的
科学家，他极富想象力，温情脉脉
地从细胞驰骋到广袤的宇宙，表
达出了对生命的真挚之情。作者
从自己毕生研究的领域切入，以
渊博的学识和举重若轻的笔法书
写，对整个生物学界给予了广泛的关
注和研究。他对生命、人生、社会乃
至宇宙进行的深刻反思，深深地影响
了中外几代科学家，被誉为西方现代
医学史、医学哲学的思想根源。

近日，《大局——知名学者
共论中国新发展》（以下简称《大
局》）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
版发行。该书汇集的九篇重要
文章，是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
举办的“新时代学习大家谈”系
列学术讲座第一阶段成果。该
书汇集了十来位当代中国多个
学科领域的知名学者，他们是林
毅夫、于鸿君、韩毓海、路风、王
绍光、温铁军、强世功、潘维、陈
平、尹俊。他们集体发声、献策，
从不同学科角度阐述他们多年
潜心研究中国国情所得的理论
见解，畅谈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
思考。

“用学术讲政治”是该书的
鲜明特色。该书中的文章篇篇
精品，对党的思想理论和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进行学理阐释，用理
论的力量、思想的力量引导人
们，对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成
果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于鸿
君教授、尹俊教授梳理了理论界
研究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数千篇重要
文献，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探索。韩
毓海教授在书中阐释中华文明
的历史连续性、包容性和统一
性，剖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
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中华
文明的强大优势所在。潘维教
授系统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对“社稷民本体制”的传
承与超越，认为中国共产党通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并非对马
克思的思想和理论的教条执行
取得成功。

与西方学者对话，扬弃西方
经济学理论，提出自己的新见
解、新理论，是该书的另一个重
要特色。今天的中国完全有能
力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有
效的对话，这种自信的来源，就
是当代中国伟大的社会变革，是
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在《大
局》这本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
到与西方学者的对话，还可以看
到对西方理论的批判，对西方理
论的吸收、借鉴和创新。经济学

家林毅夫在该书中认为，世界上
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
济学，他在书中畅谈自己创立的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陈平教
授重新构造工业化时代经济学
的新陈代谢机制，提出“代谢经
济学”。路风教授认为，中国经
济高增长的关键变量是“工业体
系”，改革开放是高增长的必要
条件，但充分条件是中国工业体
系的能量迸发。

多角度解读中国道路亦是
该书的一大特色。著名“三农”
问题专家温铁军探讨了全球金
融博弈和金融危机下的逆周期
调节，认为乡村振兴具有重要资
产货币化功能，发展乡村振兴是
中国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
的重要基础。王绍光教授认为，
国家能力包括强制能力、汲取能
力、濡化能力、认证能力、规管能
力、统领能力和再分配能力，中
国取得成就的关键在培植起了
自己的国家能力。强世功教授
则在书中探讨了中国法治道路
的探索，阐释了多元一体的“政
党法治国”模式。

这些知名学者从自己最擅
长的专业领域出发，用学术讲政
治，将其深厚的学术积累与讲政
治相结合，用通俗生动、简单朴
实的语言，写下对于中国未来发
展的思考，提出的观点、理论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前瞻性、战略
性、科学性，有力解释了新中国
70多年的辉煌成就，对中国新发
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