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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刘 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如今游记成为一种普泛的文体。沈从文、郁达夫、周
作人、朱自清等，他们的代表作中不乏游记。及至现当代，
刘白羽、贾平凹、余秋雨等一众作家，也多有游记佳作呈
现。游记文学，日渐回归人们的视野。

近年，文坛一位以写游记见长的女作家杨海蒂的亮
相，让人们对游记文学有了更多的期待。她新近由上海三
联书店出版的散文集《走在天地间》，就集中展示了她的游
记创作成果。

杨海蒂文本的成功，首先是做到了处处有“我”，全书
灌注了很强的个体性，无论时空如何转换，她永远处于目
标前方或核心位置，引领读者跟着她的眼睛、追随她的脚
步徜徉于天地之间。

杨海蒂对于目的地是不“挑食”的：高原、梯田、遗址、
山峰、古镇、海岛……既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胜古迹，也有
人们闻所未闻的小众地点，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到处留有
她的足迹。她以自己独特的眼光，对它们进行重新打量；
她以自己独特的文笔，对它们进行文化塑造。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和行是互为补充的。在行
走中，如能体现出丰沛的学识积累，则会带给读者以“行
走”更多思考与收获。

杨海蒂的笔下正是如此，让我读时不由惊叹她对于考
古学、地质学、民俗学、生态学等的涉猎之广和博闻强记。
她摈弃刻板单调的“掉书袋”式陈述风格，有时候，她以某
学科定理做引领中心句，有时候，她会铺陈系列现象然后
得出某项结论……不仅开阔了读者的眼界，还让人觉得：
她正化身为一名金牌导游，以文字为我们进行精彩讲解。

这种多角度的讲述，脱离了走马观花式的窠臼，读者
也“听”得津津有味。

最初读到杨海蒂作品时，我和许多读者一样，以为能
写出这等英气文字的作者，应该是关外塞北的一位巾帼豪
侠，不料她生长于“草长莺飞，杂花生树”的赣地萍乡。杨
海蒂热爱故乡，却审慎收录写家乡的文字——也许是“近
乡情更怯”的心理使然吧。

江西人杰地灵，千年文脉不衰，催生出多少名篇佳
作。面对这样一片灵秀土地，她浮想联翩，联想起隐居于
瓦尔登湖畔的梭罗，联想到韩国电影《冬去春来》中的人生
隐喻。“天赐玉山，祝福玉山”，杨海蒂以此句结束全文，正
是她对赣地家乡的深情表达。

“残雪暗随冰滴去，新春偷向柳
梢归”。节气是最“讲理”的——立春
一过，风就变软了！软软的风吹到脸
上，确实有种“吹面不寒杨柳风”的舒
适感，心情也跟着舒畅起来。这时

节，读书的想法愈加强烈了。
趁着晴和的春日，沐浴着殆荡的春风，展卷捧读，这本

身就是一种享受！我最喜欢在春日的书房里，半开窗户，
让春光漾进书房。这时节，看任何一本书都是合适的，都
是合乎“胃口”的。不过，春日里我还是喜欢读一些心灵鸡
汤类的“暖书”，如刘墉的《萤窗小语》，鲍尔吉·原野的《草
木山河》，周国平的《人生哲思录》。读《萤窗小语》，使我更
加坚定了人要永远不断地超越自己，不惧时间的弯镰，以

“一颗很热的心、一对很冷的眼、一双很勤的手、两条很忙
的腿和一种很自由的心情”，去丈量此生的旅途！读《草木
山河》，使我领略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那种云水情
怀，精微深邃，优美葱茏，俯仰之间，心生清凉！读《人生哲
思录》，使我更深邃地思考人生，如何让自己的人生更加厚
重而磅礴！当然，最可清心的还是林清玄大师的书。读他
的《菩提十书》《身心安顿》《清净之莲》，心也像春日的阳光
一样，舒朗，清澈，宁静，安详。仿佛细雨淅沥，淋过心头，
点点滴滴，冲洗掉了心头淤积的生活块垒。那些启人心
智、醍醐灌顶的篇章，让心一瞬间便融化在春光里，而变得
澄澈碧透起来。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窗外春雨淅淅沥沥，室内安静如禅。这样的夜晚，
最宜佐一杯香茗，在现世安稳中读一些闲书。迈进中年
的门槛以后，我读书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功利，而是喜欢
上了一些专业书以外的“闲书”“杂书”，人生惬意闲处
看！读闲书，可使人平息世俗的浮躁与人事的喧嚣，给
自己荒芜的心灵除草去垢，浇水间苗。所以这时读书，
便进入了一种境界：心灵的香格里拉！每个人心中都有
一个秘不外宣的香格里拉，只是有些人因世事繁碌、劳
生草草，而忽略了心中的那爿风景。抽出一本《菜根谭》
来，看一看古人的智慧；读一读《东京梦华录》，品一品古
代的风土人情；展开一本《带上灵魂去旅行》，了解一下

“外面的世界”；翻阅《泸沽湖母亲湖：摩梭文化探秘》，听
一听摩梭湖畔的淳朴文化和风情……心，就在这种阅读
中，与春天一起宁静下来，寂然无波；与春夜一起积淀、
厚重起来，“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
空云卷云舒”。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
字，胸次全无一点尘。”在万物伊始、充满希望的春天，让
我们就着疏林薄雾的春晨，平展如弦的春野，明媚无限的
春光，读书吧！在朗朗的书声中，我们和泥土一起变软，和
种子一起萌芽，和河流一起欢唱，和节气一起回归生命流
动的质感、生活律动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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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眼睛阅读山河用眼睛阅读山河
□ 袁恒雷

植树，一个功在当代，荫及子孙的绿
色行动，向来为世人所称颂。追溯植树
的渊源，古人植树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
的佳话。

早在舜禹时代，就有了“虞官”——最
早的“林业部部长”。据《史记》记载，舜任
命的第一任“林业部部长”叫伯益。西周
时期，国家专门设立了“山虞”“林衡”来管
理山林，规定孟春之月、季夏之月“禁止伐
木”和“不种者，无椁”（即不种树的人，死
后不给棺材）。在春秋，管仲就提出：“民
之能树艺者，置之黄金一斤，直食八石”的
植树奖励办法。

唐朝时候，朝廷明令在驿站之间植
树，“以荫行旅”，成为唐代一道独特亮丽
的风景。而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松赞干布
时，特地从长安带去柳树苗，种在拉萨大
昭寺周围，以表达对柳树成荫的故乡的思
念之情，于是这些树被称为“唐柳”或“公
主柳”，如今已成为汉藏两族友好交往的
历史见证。

宋朝对种树能人就格外器重，会免除
其赋税以示鼓励。还将植树实绩与官员

考核直接挂钩，凡植树实绩斐然者可优先
升级。宋太祖还颁诏规定，砍伐枣树、桑
树作薪柴烧的人要受惩罚。

到了元朝，元世祖忽必烈就颁布《农
桑之制》，规定：每丁每岁种桑、枣二十株，
如土性不宜，可改种榆、柳，均以种活长成
为数，并由各级官吏督促实施，如有失职
或申报不实的，则给以严厉惩处。

而明清时代，要求植树的规模就更
大，范围更广。明太祖朱元璋规定“凡农
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半亩，十
亩以上者倍之”，号令天下广植桑、枣、柿、
栗、桃。清朝则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加强
对植树造林的宣传，劝导百姓植树，禁止
非时采伐、牛羊践踏及盗窃。

古人植树今安在，许多帝王圣人的手
植树，至今仍枝繁叶茂，福佑后人。黄帝
手植柏，树龄约 5000年，生长在陕西黄陵
桥山轩辕庙，高 20余米，胸径 11米，苍劲
挺拔，冠盖蔽空，叶子四季不衰，层层密
密，像个巨大的绿伞。距今 5000多年，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柏树，人称世界柏树之
父。老子手植的银杏树，树龄约 2600年，

生 长 在 陕
西周至县
楼 观 台 宗
圣宫，树高
24 米、胸围
15 米 ，树 心
已空，树皮后
发 新 枝 ，堪 称
神奇。

清末名将左宗
棠任陕甘总督期间，下令
军队在河西走廊的六百多里沿途种柳二
十六万株，人称“左公柳”，至今仍为西北
人民所称道。清人杨昌溪曾写诗赞道：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
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古代有名的文人墨客，不仅喜欢植
树，还写出了许多流传后世的“植树诗”。
白居易堪称“种树迷”，他做过多处地方
官，他官做到哪里，树就种到哪里，每到一
处都要栽花种树。任忠州刺史时，他掏钱
买花树，并率领童仆等，荷锄在城东坡，挖
沟引水，培土栽种了许多桃李杏梅等果

树，绿化荒山，改善环
境，劳动其中，陶醉
其中。他的《东坡种
花》诗就生动地记
载了这件事：“持钱
买花树，城东坡上
栽。但购有花者，不
限桃李梅。百果参杂

种，千枝次第开。”在他
的诗中，常能见到一些有

关植树的诗句：“手栽两松
树，聊以当嘉宾”，“白头种松

桂，早晚见成林。”
爱树种树的古代诗人有很多，读他们

的诗，就能读出片片新绿和参天的姿态。
爱国诗人辛弃疾曾在带湖新居种树，并写
词《水调歌头》：“东岸绿荫少，杨柳更须
栽。”唐代诗人杜甫爱桃、竹，他住处附近
的景色是“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平
生憩息地，必种数杆竹。”据史料，他因战
乱流浪四川成都浣花溪时，向驻地熟人要
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
村。”就是生动写照。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惟愿植树的接
力代代传承。

古人植树那些事
□ 魏有花

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和上海解放70周年的双重纪念，我
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战上海》。当
时在热销，我也到处宣讲。上海人民出
版社王为松社长已经在为 2021 年的出
版谋划布局了，他邀我写一本建党的书。

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已经人所
共知，关于共产党早期组织和中共一大
的著作已经出了很多，还能写出什么新
意呢？在构思选题大纲时，我们共同认
识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孤立和偶
然的，而是历史时代发展的产物。要想
写清楚他的诞生，必须将其放到一个更
大的历史范围去研究和探讨。

我要把这本书写成一个“寻路”的过
程，就写20世纪前30年的中国历史。世
纪初的辛丑条约、庚子赔款，把中国拖入
了灾难的深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王
朝的腐败，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都要推
翻它。于是就有了愤青和刺客，就有了
革命党一次次的起义。今天看起来这些
行动就像以卵击石，个人能有多大力量，
能推翻一个拥有军队的政权吗？但这些
革命者真的是一腔热血，明知要牺牲，也
义无反顾。他们的牺牲唤起更多人的响
应，终于推翻了封建王朝，迎来了共和的
民国。

资产阶级革命者的软弱、内耗、涣散
和种种缺点，使他们无法组建一个坚强
的政党，无力撑起一个共和国，政权又落
到军阀手里。幻想破灭后，先进的知识
分子去寻找新思想、新主义，于是开始了
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唤起了全民的爱
国热情，一群革命青年脱颖而出，他们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联系广大群众，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
党。

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也经历了幼年、
青年和壮年。从理论宣传到工人运动，
从国共合作到武装斗争，谁都没有经验，
挫折和牺牲远多于胜利。在血与火的实
践中，共产党人摸索出了革命的方向和
道路。毛泽东从井冈山到古田会议的经
历，为中国革命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这样写历史，就能使读者感到真实
可信，就能让读者感受到历史的发展是
一步步来的，不是凭空而降的。探索中
华民族的复兴之路，是一批又一批的志
士仁人前赴后继，历尽艰难完成的。如
同一座大厦，是从一砖一瓦铺垫积累而
成的。

有了思路和构想，怎么在一本书中
体现呢？

第一，历史要写得真实生动，让人读
得进去，就是要有故事。历史不是枯燥
的教条，而是鲜活的、生动的，是一个个
历史人物和事件组成的。要真实地反映
历史，首先要注重第一手资料，从历史档

案和当事人的记录中去挖掘。近现代史
的资料浩如烟海，怎么选择，取决于你的
洞察力。研究历史有两种方式：一个是
知道了结果后，再去总结提高，上升为理
论，我把它称为“事后诸葛亮”；一个是站
在历史现场，感同身受地还原当年的场
景，我就是要追求这样的效果。应该说，

当年的革命党、知识青年都是很单纯的，
一腔热血就干起来，谁去考虑那么多的
后果呢？如果都是老谋深算，就没有那
些英雄烈士的壮举了。

要真实地再现历史，不但要读档案
和原始资料，还要实地考察。这些年，历
史考察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许多事情
不到现场，就没有真实深刻的感受。我
到湖南浏阳，从七溪村走到排埠村，感受
毛泽东初出茅庐险些送命的惊险；从江
西寻乌圳下村走到瑞金大柏地，才能感
受什么叫“创业艰难百战多”；在赖坊村
协成店毛泽东写《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想想他在这么偏僻的小山村里却在考虑
中国革命如何走向胜利的道路，由衷佩
服伟人的胸怀。这些感受，都是在书斋
里得不到的。

同样读文献和档案，一定要追求原
始版本。在历史研究中，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问题。对了解当年的历史非常有价
值。我在写井冈山这段时，基本上引用
了原版，表现了初期革命探索逐渐成熟
的过程。

本书的写作主要依靠历史档案。许
多档案整理者的辛勤劳动为我提供了方
便。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整理出版的建党先驱的文章、
日记，以及共产国际档案和租界档案，为
我研究建党过程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本
书写作中，北京市档案馆又出版了五四
时期档案，为我提供了新材料。学无止
境，随着历史资料的不断推出，必将促进
历史研究向新的高度前进。

第二，历史要写活，就是要把人物写
活。20世纪初期的历史之所以生动，就
是因为当年的人物极有个性。我一向反
对把历史人物人为地拔高，给他们涂上
一层层的油彩，把一个活人变成僵化的
偶像。真实地再现他们的一举一动，还
原他们的真性情、真面貌，是本书追求的
效果。任何人物，无论伟大还是反动，都
不是单一的；他们的经历和思想都是在

不断变化的、是立体的。有正面就有反
面，有优点就有缺陷，问题是他们的优点
在历史上发挥过先进作用，还是缺点起
到过负面作用。蔡元培在许多人笔下就
是“民主之神”，我也写了他 1927年首倡

“清党”。吴炳湘是京师警察总监，职业
就是捉革命党，但是他对学生还很客气，
对陈独秀也有关照。章太炎是我太老
师，虽然未曾谋面，我阅读他的史料时，
感受和鲁迅一样，一会“章疯子大发其
疯”，一会“章疯子居然不疯”。后来他退
出政治，在苏州讲习国学。那时我导师
王仲荦是他门下学童，每天听先生讲训
诂，章自己讲得昏昏欲睡。听到街上报
童喊号外，立刻精神一振，叫学生买报
来，一边看新闻一边侃侃而谈时政。原
来他内心深处，还没有熄灭革命之火
啊！王先生的讲述启发了我，原来这才
是真正的历史。

所以，看人看问题能全面，也就多了
理解和宽容。有些事情就是突然发生
的。历史就是这样，有一是一，有二是
二。然而这些个案综合起来，就汇成了
波澜壮阔的历史。把这些真实的细节写
出来，读者看了才觉得可信。

这本书不仅是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
一百周年的革命前辈，而且献给那些为
中华民族的复兴奋斗过、牺牲过的先
人。想想他们当年都那么年轻，如果不
去当革命党，不去拿起枪杆，也可能是学
者，是成功人士。可是他们凭着血气方
刚，怀着一种理想和信念，义无反顾地
献出了生命。青史留名、永垂不朽，才
是他们的人生价值。把他们写下来，是
我的责任。原来年轻的时候，感觉到处
都是史料，消化不了，爬不出来。现在
反而感觉简单了。前人没说清楚的，你
把它讲清楚。前人没写准确的，你把它
写准确。事情写得越简明越好，文字越
平实越好。这样，也许这本书才有保留
的价值。

（本文为《火种》一书后记，有删节）

一百年来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寻找到复兴之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寻找到复兴之路，，创造了一个又创造了一个又
一个奇迹一个奇迹，，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流砥柱。。著名著名
党史党史、、军史专家刘统的新著军史专家刘统的新著《《火种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寻找中国复兴之路》》近日由上海人民出近日由上海人民出
版社出版版社出版，，本书摆脱了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本书摆脱了传统的通史写作框架，，以以““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为切为切
入口入口，，书写世界大历史下的中国书写世界大历史下的中国，，表达故事小细节里的党史表达故事小细节里的党史，，开启一段寻根开启一段寻根
溯源溯源、、温故知新之旅温故知新之旅。。在追求史料翔实在追求史料翔实、、考证文献版本考证文献版本、、注重实地考察与口注重实地考察与口
述采访的同时述采访的同时，，用平实的语言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细节以点带面地展现生动的细节以点带面地展现2020世纪初中国世纪初中国
非凡的寻路历程非凡的寻路历程；；用有温度用有温度、、沾泥土沾泥土、、带露珠的故事带露珠的故事，，讲述党的创业之艰难讲述党的创业之艰难
与革命新航程的来之不易及其伟大成就与革命新航程的来之不易及其伟大成就。。全书采用图文结合的编排方式全书采用图文结合的编排方式，，
808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余幅珍贵历史图片，，真实还原历史场景真实还原历史场景，，再现历史人物的真性情再现历史人物的真性情、、真面真面
貌貌，，是一部兼具学术严谨性和可读性的通俗化学术专著是一部兼具学术严谨性和可读性的通俗化学术专著、、大众化党史读物大众化党史读物。。

建党之路，
也是探索中华民族复兴之路

□ 刘 统

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星星
之火，可以燎原》，仿佛看到毛泽东在
赖坊村一家店铺的阁楼上秉烛夜书，
字里行间感受到毛泽东思想的无穷
魅力，他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
古老话语，准确形容出当时的革命形
势，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战略思想，回答了正确指导中
国革命战争走什么样的道路、如何建
军和怎样作战。

时光如水，岁月如歌。身处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重要历史节
点，回顾伟大革命的胜利路程，从红
军长征到抗日救亡，从解放战争到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对腥风血
雨和艰难险阻，中国共产党都能够
绝境重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星
星之火必燎原！

难以忘记，长征时期送 8个儿子
参加红军的钟招子，直到离世都没能
等到儿子们的归来；抗战时期拥军模
范戎冠秀救助了无数受伤的八路军

战士，带领晋察冀边区人民群众掀起
拥军爱国的热潮……人民的衷心拥
护和坚定支持，为星火燎原之势奠定
了厚实基础。也正是因为中国共产
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14
亿中国人民才能风雨同舟、安危共担，
以磅礴力量开创中国发展新篇章。

星星之火必燎原，震撼人心的是
一种精神的坚守。这种精神力量是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
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是“两个敢于”“两个务必”的西柏坡
精神，这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

“永久教材”，他们在崇高理想信念的
感召下，不计得失、不畏艰难，用青
春、热血乃至生命书写了一曲曲“革
命理想高于天”的英雄凯歌，铸就了中
国共产党创造辉煌、成就伟业的基石。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
久弥坚。从1921年扬帆起航的红船，
到2021年开局起步的“十四五”规划，

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征途上，每一名
共产党员都在接力奋斗，争做一团团
火热光亮的“星星之火”。让人记忆
犹新的，有抗疫一线的“逆行者”，有
科学探测的“科学家”，有抗洪救灾的

“子弟兵”，有脱贫攻坚的“带头人”，
他们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用平凡而普通的举动展现出共产党
员的最美形象，为新时代开新局集聚
了燎原之势。

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
奋进路，透过星火燎原，净淬灵魂的
是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启迪思
想的是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
这种倍增的信心和激情的斗志，正如
毛泽东形容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
那样，“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
看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
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色
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
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
星之火必燎原，此时奋斗正当时！

延伸阅读

星星之火必燎原 □ 毛延锋

□

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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