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周国平南昌开讲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说过：“人
人都在生活，好像生活在同一个世
界上，但是实际上每个人眼中的世
界是不一样的，每个人都只能按照
他的内心世界的限度来看世界。”而
你的内心世界是丰富还是贫瘠。是
多彩还是单调，是温柔还是残暴，是
小确幸还是大无畏……或许都能归
结到一件事——你爱不爱阅读。

近日，作为南昌县莲花书屋首
讲人，中国当代知名学者、作家、哲
学研究者周国平在澄碧湖畔与数百
名读者畅谈“阅读与人生”，为阅读
推广做出示范作用。他用“开启人
生的智慧，传承精神的高贵”诠释阅
读的意义以及“让人充实”“让人高
贵”“让人优秀”表达阅读的现实价
值。活动现场，周国平谈及自己少
年时期的阅读往事以及写作经验，
帮助读者迈入丰裕的精神世界。长
达 2小时的讲授与互动，现场热情
高涨，金句频出，掌声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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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津湖》《交响乐》
致敬不屈的民族精神

对于著名军旅作家王筠而言，战争文学
表面上揭示战争的残酷，从根本来讲是启迪
人类的良知，是呼唤正义与和平。他在《长
津湖》和《交响乐》中正是践行了这一点。

《长津湖》《交响乐》是王筠抗美援朝战
争长篇小说系列的代表作品。《长津湖》以抗
美援朝战争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作者集
二十年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成果和对长津
湖战役幸存将士的采访，以气势恢宏的笔调
全景式再现了这场惊天动地、艰苦卓绝的战
争。小说出版后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等奖项。

《交响乐》以志愿军某部军直侦察营、某
师医院治疗队、某部穿插营和美军某空降团
战斗群特遣队的战斗历程为牵引，真实再现
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这一波澜壮阔
的历史画卷，彰显了广大志愿军官兵的家国
情怀与民族大义。

王筠用十年时间完成了 160 万字的创
作，他坦言，这是其义无反顾研究抗美援朝
战争史的一个成果。“抗美援朝精神在我理
解，是不畏强敌、敢打必胜的精神，我有责任
弘扬这种精神。”

《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
的朝鲜战争》

时刻敲响战争的警钟
美国著名战地新闻记者大卫·哈伯斯塔

姆的《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
争》，给我们提供了对于朝鲜战争的另一视
角。美国的《时代周刊》这样评价：“大卫·哈
伯斯塔姆以无尽的愤慨和惊人的智慧，让我
们重温了二战尘埃落定之后那场似乎遥不
可及、让人无法理解的冲突。他笔下的惨
烈，再次为我们敲响了战争的警钟。”

在硝烟弥漫的20世纪，为什么唯独朝鲜
战争让美国人不忍言说却又无法遗忘？哈
伯斯塔姆访问了100多位散布美国各个角落
的朝鲜战争幸存老兵，在无法承受的生命之
重中，聆听人性的呼唤。朝鲜战争对参战各
方来说都是很残酷的，哈伯斯塔姆为我们描

绘和剖析了二战后这场“为平局而死”的战
争，并从独特的角度，得出了关乎历史和未
来的一系列发人深思的新结论。

书中写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勇表
现，彻底摧毁了美国人的傲慢，也让斯大林、
让全世界对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刮目相看。

《决战朝鲜》
抒写抗美援朝的史诗

《决战朝鲜》从出版至今，畅销近百万
册，被誉为“中国人抒写抗美援朝的经典史
诗”“回顾和认识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必读
书”。

在《决战朝鲜》中，作者李峰将写作背
景，从朝鲜战争延伸到二战结束初期，给我
们解读抗美援朝，提供了一个响亮的回答。
要真正理解朝鲜战争，我们就必须清楚这场
战争绝不是一场因美国入侵朝鲜，最终逼迫
中国出兵援朝的孤立战争。在中国出兵朝
鲜之前，美机就已多次轰炸我东北安东等边
境城市，而韩6师7团，唯一一支进攻到中朝
界河鸭绿江的韩国部队，竟在美国顾问弗莱
明指挥下，向我国领土疯狂射击。这样，
美国以干涉朝鲜为契机，在中朝边境，其
军事力量已严重威胁中国当时的重工业
基地——东北地区，同时又以朝鲜战争为
借口直接武装侵占台湾，用枪口对准了中国
最富庶的华东六省。美国人已经把刀架在
了中国人脖子上，中国人民除了奋起迎战、
出兵朝鲜，还能干什么呢？

《决战朝鲜》再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越战
越强的真实面貌。作品充分展示了我军在严
酷的战争条件下，如何开始以初步现代化的
战区后勤方式，取代“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
方”的原始后勤方式；如何从无到有，三年间
在长空中搏杀出一支实力位居世界第三的空
军；如何在战争中发展起一支强大的炮兵；我
军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等各个现代化技术
兵种，又是如何在战争中取得极大发展的。

《决战朝鲜》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是对于
当今中国和未来时代的深情寄托。和平不
是靠退让得到的。新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
的胜利，顺手也把绞索般的各类不平等条约
付之一炬。和平的阳光，照在中国人灿烂的
笑脸上。

千年时光，炎黄子孙的足迹走遍神州大地，将其
灵韵化烟化雾化雨，在天地的精华中释放得淋漓尽
致。大唐的玄奘西行天竺，和尚鉴真东渡日本，明朝
的郑和七渡西洋……他们壮志如鲲鹏，展翅腾空九万
里，所到之处，飘下阵阵白羽。白羽如蒲公英般生根
发芽，汲取异域之血，又铸儒学为骨。朱洁教授所著
新书《儒家视阈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如无声细雨
滋润培育了一代越南人民和越南汉文小说。

该书由九个章节组成，详细论述了越南汉文小说
的定义、时代背景、发展史、著名作品等方面，以全新
的儒家视阈剖析越南汉文小说，系统性地对整个越南
汉文小说进行总体观察和研究，从而对越南汉文小说
做了较为深刻的阐述。

在角度上打开了一个全新视角。《儒家视阈中的越
南汉文小说研究》将越南汉文小说放在了儒家文化的
角度中予以审视。此前的越南汉文小说的学术研究，
多是从小说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等几个方面入
手。为了证实越南汉文小说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作
者不仅仅是从小说本身出发，还从越南文人的身份变
化入手，论证了越南小说作者身份的文人化倾向以及
越南存在的科举制度取儒士的史实。这样从侧面又进
一步论证了儒家思想对越南汉文小说的影响。因此，
该书将不仅仅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新的视野，同
时也会对越南文学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给予帮助，并
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的文化自信添砖加瓦。

著作所依托的文献翔实可靠。《儒家视阈中的越
南汉文小说研究》以孙逊先生、郑克孟先生、陈益源先
生主编的《越南汉文小说集成》这些经典作品为基础
文本开展研究，是建立在可信可靠的资料基础上的科
学性著作，解决了很多由地域、语言转译、时代产生的
误差，并客观分析了越南汉文小说，较好地把握住中
越之间的儒学异同。

在方法论证上也是别出心裁。在第九章“从引文
用典看越南汉文小说对儒家思想的接受”中，作者耙梳
整理，从“小说中的典故使用情况”进行论证。作者考
察典故之多，考察范围之广，涉及小说中典故的方方面
面。最终结合《论语》《孟子》《周易》《尚书》等资料，以
数字统计的方式有力记录出越南汉文小说直接引用或
化用《论语》语句共有92处之多。

文学不会是孤立的，小区域化的。人类需要在文
学的天空中尽情飞翔，用鹰隼般的目光瞄准领域之变
异，也要用虔诚的圣徒之心去包容、接受异化的美，更
要用巨山的沉默去冷静分析其后的原因。《儒家视阈
中的越南汉文小说研究》是越南汉文小说研究领域的
一部系统性强、创新力大的学术著作，在越南汉文小
说研究领域里无疑有着拼图式的贡献。

儒家之魂 异域扎根
□ 陆非凡

日前，“悦读颂小康共享名家领读课（暨捐赠仪
式）”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将北京阅读季“名家讲
堂”“领读者”计划等品牌活动与文化扶贫脱贫相结
合，助力乡村阅读推广。

据悉，该活动的承办者京版北教文化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整合了“名家讲堂”“领读者”培训项目课程资
源，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录制的作家、名家领读课音视
频，开发了 57节的“人教·快乐读书吧领读课”数字化
课程体系，并印制成《图书阅读指导手册》，无偿捐赠
给全国 52个县的 520个阅读室。这也是北京阅读季
首次将品牌和资源利用新技术手段向北京以外的乡
村输出。

作为唯一国家级阅读推广品牌的书香中国·北京
阅读季，十多年来，每年为北京读者组织开展上万场的
阅读活动。应该说，其组织者、承办者为此积累了丰富
的实践经验，尤其需要看到的是，北京市汇聚着大量的
阅读人才与文化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软、硬件优势，对
于推进全民阅读无疑可发挥显而易见的积极作用。

与自然资源的排他性，以及越用越少有所不同，
像北京市这样的阅读文化资源恰恰相反，它一般情况
下可以共享，不仅如此，越是使阅读文化资源在共享
中发挥效用，越有助于借此形成规模效应，从而不断
扩大其社会效益，促使全民阅读推广活动更为广泛深
入地得以开展。

众所周知，阅读不仅可以陶冶性情，而且，还可以
增长知识，使人适应社会的能力因此增强。经过了这
么多年的推动倡导，如今，城乡各地的全民阅读状况
普遍有所改善，不过，总体来看，城市的全民阅读态势
良好，至于广大乡村，无论阅读氛围还是文化资源的
拥有等方面，其发展水准尚需进一步提升。

努力创优条件，促进乡村阅读推广，在“扶智”“扶
志”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若是能有更多城市
像北京市这样，有意识地将自身掌控的种种文化阅读
资源向乡村倾斜，促之更多地流向乡村，势必可使广
大乡村的阅读环境更趋改善，使乡村百姓的阅读成效
进一步增强。

事实上，近些年来，除了北京，还有一些城市积极
探索创新，尽力调配自身资源，努力带动乡村阅读，比
如，有的地方实行城乡公共图书资源的交流互通，城市
与乡村图书馆的图书定期轮换，并且，读者在城市图书
馆借阅图书，可就近在乡村图书馆归还；再比如，有的
城市图书馆经常开展流动图书车下乡活动，组织文化
志愿者深入乡村进行阅读宣传教育，等等，受到当地百
姓欢迎。今后，希望更多城市的公共文化阅读部门能
够参与进来，更多促进城乡文化阅读资源的共建共享，
使越来越多的乡村从中得以分享改革创新的红利。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阅读之与乡村的文化
意义，自古而今从未消弭。置身于新的时代，让乡村
与城市紧密携起手来，共享文化资源，共同发展进步，
在书香氤氲中，齐力托举起一个更加文明，更具文化
自信的中国。

让城市阅读资源
更多流向乡村

□ 周慧虹

《我在朝鲜战场》
张大华 著 新华出版社

本书集结了浙江省磐安县八
十多位抗美援朝亲历者的事迹，展
现了他们在朝鲜战场上赴汤蹈火、
视死如归的精神。记录这些志愿
军老战士的言行，既是表彰他们的
英勇行为，为他们及其子孙留下
一点用以缅怀的宝贵资料，让人
们牢记他们的丰功伟绩，传承他
们不畏强敌、反抗侵略的坚强决
心，传承他们前仆后继、血战到底
的钢铁意志。

《最后的战斗：英国兵眼中的朝鲜
战争》
【英】安德鲁·萨蒙 著 新华出版社

全书以电影特写镜头般的语
言叙事风格，真实记述了英国第29
独立步兵旅参加朝鲜战争并在临
津江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的经
过，详尽而客观，具有较高的可读
性。本书从个人命运的小角度反
映历史大事件的真实面貌，并对
这场战争进行了反思。

《从鸭绿江到三八线》
丁 伟 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

在这场异常残酷的战争中，中
朝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迫使世
界第一流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
动侵略的地方，不仅不能越雷池一
步，而且陷入日益被动的困境，被迫
谈判停战。本书以高层决策和战略
指导为主线，以战争双方历史档案
和官方著作为基本依据，以某些重
要当事人的回忆史料做参考，全景
式展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背景、形
势、决策、战争过程，以及与战争有
关的政治、外交、经济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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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国平：用阅读唤醒完整的自我
□□ 本报记者 张 衍 文/图

今日书香今日书香
7070年前年前，，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由中华优秀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肩负着人民的重托肩负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期望民族的期望，，

高举保卫和平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跨过鸭绿江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赢得了抗美赢得了抗美
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援朝战争伟大胜利。。7070年来年来，，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已深深融入几代中国人的骨血和灵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已深深融入几代中国人的骨血和灵
魂魂，，成为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强大精神动力成为我们战胜一切风险挑战的强大精神动力。。本刊特辑相关书籍本刊特辑相关书籍，，让伟大抗美援朝让伟大抗美援朝
精神跨越时空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历久弥新。。

———编—编 者者

重温那段重温那段““雄赳赳雄赳赳 气昂昂气昂昂””的岁的岁月月
□□ 张光茫

从经典中寻找自己的灵魂亲人

一段精心制作的欢迎短片，一曲渔舟
唱晚古筝演绎过后，身着藏青色夹克、脚
踏灰色帆布鞋的周国平，推了推标志性的
黑框眼镜，阔步走上讲坛中心，虽然年过
七旬，但一身休闲打扮的他看起来颇为青
春。面对讲坛下不停闪烁的手机镜头，周
国平一如生活中的从容淡定，让人得以感
知阅读在一个人身上沉淀出的魅力。

人们常说：阅读改变人生。在周国平
看来，这句话很对，但要辨清改变什么，改
变的不是人生的外观和表象，而是人生的
格调、气象、境界。历史上有许多伟大人
物，在他们众所周知的声誉背后，往往有
一个人所不知的身份，便是终身读者。一
个民族也是如此，文化竞争力取决于国民
的整体精神素质，文化大国必是阅读大
国，“人生价值归根结底取决于精神生活
的品质，即精神素质，而阅读是提高精神
素质的主要途径。阅读让人充实、让人高
贵、让人优秀。”

周国平劝勉现场读者要读经典书籍，
并且要把功夫下在读原著上，直接向大师
学习，少读甚至不读那些第二手、第三手
的所谓心得、解读、教辅一类的书。“在名
著的范围内，你会有一个尝试和选择的过

程。重要的是一开始就给自己确立一个
标准，非最好的书不读，每读一本书，一定
要在精神上有收获。”周国平说，事实上，
对于每个具有独特个性和追求的人来说，
他的必读书书单绝非照抄别人的，而是在
阅读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个书单本身也体
现出了他的个性，“我相信在灵魂和灵魂
之间存在着某种亲缘关系，阅读经典就是
跨越时空去寻找自己的灵魂亲人。”

“三不主义”助力阅读的自我发现

关于读书的主张，周国平把它概括为
“三不主义”，第一是不务正业，博览群书；
第二是不走弯路，直奔大师；第三是不求
甚解，为我所用。这三个“不”，其实概括
了关于读书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为什么
要读，第二个是读什么，第三个是怎么读
书。

见大家很疑惑，周国平解释道，“其实
我从中学的时候就不是一个课内很用功
的学生，上了大学更是如此。我大部分的
时间实际上都是自己在看课外书。”周国
平说，虽然自己就读哲学系，但是他看的
书大多都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后来他
到哲学研究所工作，除了搞一点所谓的正
业，比如尼采的哲学研究，他还写了大量

所谓的“哲学散文”。他觉得，实际上没有
正业、不正业之分，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上，只要是和他的人生有关系的都是他的
正业，“读书就是为了让你成为一个精神
丰富的人。在你心灵生活的深处，在灵魂
生活的背部，是没有正业与非正业的界限
的。”

至于“不走弯路，直奔大师”，周国平
解释，这是经过时间检验的书，就是经过
了一代又一代，被很善于读书的人选出来
的书。他认为大部分大师都很注重文风，
写得精练明白，“你可能是因为没有去读
所以觉得难，当你去读了就会发现其实并
不是那么难。”

在解答“不求甚解，为我所用”上，周
国平告诉大家，无论《论语》还是柏拉图
的代表作品，不妨就当作闲书来读，阅读
的心态和方式应该是轻松的。你用不着
去死抠大师说的原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对
你不重要，让学者们去争论吧。对于你来
说最重要的是，把它化为你的精神营养，

让你的精神得到成长。读大师的书，是为
了走自己的路。这里有一个浸染和熏陶
的过程，人文修养就是这样熏染出来的，

“你内在的东西在积累，你用来理解大师
们的资源在积累，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越来
越能读懂，阅读本身就是一种享受了。”

真情实感的写作从写日记开始

谈到写作经验时，周国平认为写作要
诚实、准确、简易。周国平说，对他帮助最
大的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看课外书，另
外一个是写日记，“写日记，让我留下了人
生中的好多滋味。”

周国平是怎么形成写日记习惯的
呢？很小的时候，父亲带他去同事家里做
客，吃到了一块难得吃到的糕点。吃了以
后他就想，过几天忘记了，不就白吃了
吗？不行，得把它记下来，过几天翻翻就
知道当时吃了什么东西，就能想起当时的
滋味。就这样，他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
周国平坦言，他没想过要成为作家，但这
种写作的习惯使他成为作家。

“无论是引起我的痛苦还是快乐，都
有价值的，都会让我的内心更丰富、更敏
感，促使我去思考问题。通过写日记，把
我的那些外部生活转化成内心的财富。
写日记的人，生活中会更加细心、投入，他
会知道哪些事情是更有价值和意义的。”
周国平语重心长地说，在写日记时，你是
自由的，可以只写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
用为你不感兴趣的题目绞尽脑汁。你还
可以只按照自己满意的方式写，不用考虑
是否合乎某种要求或某种固定的规范。
事实上，许多优秀作家的创作就是从写日
记开始的，而且，如果他们想继续优秀，就
必须在创作中始终保持写日记时的那种
自由心态。

对于现场观众的提问“如何才能写
好日记”，周国平回答，一是坚持，尤其开
始时每天都写，来不及就第二天补写，决
不偷懒，决不姑息自己，这样才能形成习
惯；二是认真，对触动了自己的事情要仔
细写，努力寻找确切的表达，决不马虎，
决不敷衍自己，这样写日记时才能排除
他人眼光的干扰，坦然面对自己，句句都
写真心话。

◀周国平寄语江西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