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获得者贺捷
生是贺龙元帅的女儿，继《父亲的雪山 母
亲的草地》后，年逾八旬的她再次出版纪
实散文集《我们的父辈血肉丰满》，回望她
的父母、亲人和众多革命先辈的红色记
忆，擘画出一代人为理想、为革命事业不
怕牺牲、浴血奋战的历史画卷。作者用细
腻的笔触描绘父辈们心灵的颤动和情感
的激越，将穿越时空的信仰力量和反映他
们生命本质的细节挖掘出来，一一呈现。

革命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是在曲
折中艰难前进的，是和血与火的斗争紧紧
相随的，是无数革命者付出了巨大牺牲才
迎来革命胜利的。据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普查，从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全国为革命
牺牲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仁人志士共有
2100万人。贺捷生大女儿贺来毅在桑植
县整理了革命烈士名单，“光是我们贺氏
家族有名有姓为国捐躯的烈士，就有几百
人；如果算上远亲近邻，有好几千人。”这
些烈士中，有贺龙的大姐贺英、二姐贺戊

妹、妹妹贺满姑，她们是在游击战争中被
反动派杀害的；有贺龙的堂弟贺锦斋和堂
侄贺桂如，他们是成为红军指挥官在征战
中牺牲的；有贺龙的小舅子蹇先超，他是
在过雪山时，因为去救战友而冻死在雪山
顶上的；还有张一鸣、谷大姐等许许多多
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是牺牲在贺龙身边
的。贺捷生在出生18天时，就随红军参与
了长征，而她是这支部队四个孩子中最大
的一个。

当看到贺龙将堂侄贺桂如的遗体运
回老家，单腿跪倒在用奶水养他长大的堂
嫂面前，声声泣血的哭诉；用背篓背着贺
捷生的蹇先任，在烈烈雪风中恋恋不舍向
埋葬蹇先超的雪堆告别，那一刻才更明白
作者所说的“我们叱咤风云的光荣父辈，
无不血肉丰满，活力四射，有着非常强烈
的个性特点和人格魅力。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和许多普通人一样，有着自己的血肉
之躯、爱恨情仇”。革命往往伴随着流血
牺牲，亲人乡邻以“跟随常兄赴疆场”为

荣，不要命的跟随贺龙去革命、去建立新
世界，这是让贺龙“最感到欣慰也最让他
感到愧疚”的。

革命精神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一代代
革命者以自身严格的纪律把革命真理传
播到全国广大地区，一个个红军战士浴血
奋战的故事让人们认识到红军真实的一

面，在他们的感化下，不断有各族同胞跟
随红军参与革命斗争，各地老百姓以各
种方式支持给他们带来美好希望的部
队，即便他们已经离开人世，但革命精神
依然感染着无数人。在战争年代，革命
队伍打土豪、分田地，与群众同甘共苦，
为民众带来希望；而为保证前线部队的
作战，当地老百姓宁愿吃糠咽菜，收割未
成熟的庄稼，也要把手里不多的粮食送
给部队。新中国成立后，听闻政府决定
修建木黄会师纪念碑，群众奔走相告，纷
纷前来助阵，其中一位背像弓那样驼着，
头发稀疏、手持拐杖的老游击队长自带
干粮蔬菜，赶来出力，一直坚持到纪念碑
完工，才背着背篓回家。这就是军民的
鱼水深情！

《我们的父辈血肉丰富》不仅让我们
看到革命志士用生命和鲜血书写的恢宏
革命历史，更让我们通过一个个个体，看
到了血肉丰满、英勇伟大的革命者，始终
将国家利益置于个人生命之上的高尚情
操和民族魂魄。 电话电话：：07910791--868499798684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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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朱虹主编、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江西森
林旅游理论与实践》与读者见面。此书分为森林旅
游概述、江西森林旅游资源、江西森林旅游业态、森
林旅游要素、江西森林旅游文化、江西森林旅游实践
等六大部分，系统梳理了森林旅游基本内涵、发展历
程、核心要素等内容，集中阐述了森林旅游发展历程
与繁荣现状，全面展示了江西森林旅游的优越条件，
回顾总结了森林旅游节组织、古树名木保护、森林城
市、森林乡村建设等江西森林旅游实践成果。

近年来，作者长期关心、关注江西林业和森林旅
游事业，在大量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了具有江西
特色的森林旅游理论探索，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科学理念进行了深刻理解，就江西森林旅游资
源、业态、文化等方面作出了独特解读。在书中，作
者首次全面分析了江西森林旅游的地域特性、文化
特性、发展状况，提出了新时代江西森林旅游发展的
新战略，即更好更快地成为“满眼绿树、四季花开、多
姿多彩、休闲康养”森林旅游胜地，进一步做大做强
江西森林旅游品牌。此书的公开出版，将会进一步
助力江西探索加快森林旅游发展的新思路、新模式，
促进江西森林旅游事业的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同
时，对全国各地旅游产业的开发与拓展以及生态文
明建设也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佚 名）

书事书事

《江西森林旅游理论
与实践》出版发行

书关注

中华文明的探源之旅中华文明的探源之旅
□ 花小楼

每天早起进行长距离奔跑，是我一种健康的生
活方式，因为肆意奔跑，常带给我不一样的人生体验
和愉悦。而突发的恶劣天气，迫使我不得不停下脚
步，徘徊在阳台望雨兴叹。

返回房中，看着儿女们还沉浸在香甜的睡梦中，
我踱步进了书房，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轻轻地
翻了起来，嗅着淡淡的书香，突然想起已经好几年没
有晨读了，不免有些怅然若失。

记得从小学到中学，每天放学回到家，丢下书
包，不是紧随父母劳作于田间地头，就是约上小伙
伴去河滩割草、放牛、放羊，劳累了一天，美美睡到
自然醒，对我来说，是莫大的奢望。可父母深谙“三
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
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道理，天天是早早地推搡着
叫我起床，催促着赶紧读书学习。揉着惺忪的眼，
从书包里摸出一本书，打着哈欠，跑到附近的河塘
边朗读课文。

此刻，一抹温柔的晨曦，正从东边徐徐氤氲开
来，村庄顿显清新自然；微微的晨风，吹动着如仙境
般的薄薄雾气，笼罩在河岸对面绿油油的田地里，旷
野变得静谧而恬静；河塘里鸭子、白鹅的追逐声，伴
随着树枝上鸟儿的啾鸣，奏唱出一曲欢快的乐章，村
前村后变得热气腾腾。在这样的环境里晨读，自有
一番心旷神怡的感觉。

到了农闲时，学校也会组织上早学。当时家里
没有手表和闹钟，每次担心睡过了头，父母数着鸡叫
了几遍，喊我们起床。由于时间把不准，我们经常披
星戴月跑到学校，发现连个人影都没有，于是趴在教
室里继续酣睡。

早上老师很少给我们上新课，说大清早脑子
最清醒、记忆力最好，每次都安排我们读课文。
那时，为了体现用心在读，也为了把别的班声音
给压下去，同学们个个铆着劲、扯着嗓子读，可谓
是“声声入耳”。好不容易口干舌燥读到下课，便
一窝蜂挤出校门，疯跑着赶回家吃饭，担心等下
来上学迟到了要站讲台上。

参军入伍后，早上不是参加队列训练，就是进行
体能锻炼，分分秒秒安排得紧绷绷的，想挤点时间读
书看报，压根是不现实的。庆幸的是，后来我到了
机关工作，自主支配时间多了些，早操回来后，我坚
持每天阅读。这一习惯，一直坚持到我脱下心爱的
军装。可以说军旅养成的晨读习惯，使我获益匪
浅，既增长了知识、开阔了视野，又涵养了精神、陶
冶了情操。

转业到地方工作后，面对多姿多彩的生活，我
兴奋不已，与跑友们快乐奔跑、幸福奔跑、极限奔
跑，成了我全新的生活状态，而不经意间，晨读却早
已被遗忘了，遗忘的不仅有晨读，还有书香氤氲的
一个个清晨。

“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为了不给人生留下
太多的遗憾，我决定从现在开始，重拾那远去的晨
读，哪怕是念一段文、读一首诗、阅一页纸，也是对这
朝气蓬勃时光的最好珍惜和告慰。

晨读晨读
□ 马晓炜

书写血肉丰满的革命史书写血肉丰满的革命史
□ 李 钊

很难把此书归类，它不是
学术论文，也不是考古报告，
更不是小说，最初我给它定的
副标题是“关于双槐树遗址的
文学报告”，可能算是一种解
释。考古学中的古国时代，也
就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并没
有给我们留下任何文字记载，
以前我们可以在神话传说里
对它膜拜，也可以去典籍里对
它探讨质疑。但当你真要去
实证它，对这个时代进行科学
的描述，就会知道脑袋里的知
识多么芜杂，很多时候不知道
起点在哪里，又要走到哪里。

写作有关考古的文字，需
要有很大的耐心，因为考古的
过程很漫长，殷墟挖了 90 多
年，许多东西还要等待时间去
呈现完整的真相。“夏商周断
代工程”集全国各学科之精
英，迄今已 25个年头，繁本还
没有出来。二里头遗址从徐
旭生先生1959年发现，至今已
经经历过赵芝荃、郑光、许宏、
赵海涛四任考古队长，但关于
夏的存在和分期还是热点争
议话题。双槐树遗址的发掘
还不到 8年，我们要有耐心等

待时间把它和我们都熬成老
汤。

河洛古国是一个我们以
往陌生的历史概念，要触摸它
的温热，走进它的时光隧道，
你就要了解古国、王国、帝国
的时代分期，认识“夏商周断
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
程”，还要了解考古文化中的
仰韶文化，再拿它和传说中的
黄帝参照；你要去另眼相看黄

河、河洛，还要了解考古学中
的地层学、文明判断的标准、
文化因素分析法和文明发展
模式等。这些常识尽管专著
里都有，但要简单拿出来宣讲
多半枯燥，而不按照它讲，又
会有更多荒诞。写这本书时，
我忍痛割爱了许多参与者，把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夏商周
断代程”、双槐树遗址发掘的3
个重要引领者——李伯谦、王
巍、顾万发作为书中的人物，
再加上一个既虚拟又典型的
双槐树村的村民，通过他们的
人生来讲双槐树遗址的故事，
也 就 是 原 初 中 国 的 文 明 图
景。前面5个章节主要是掉书
袋子，解读大背景；后面6个章
节，把双槐树遗址中的重要发
现分门别类地去讲述，并在大
中原的地域概念里，把它和仰
韶文化时期里其他遗址进行
比较。我之所以这样写，权且
是给黄土胚胎上抹点清亮的
釉色，好看些。如此，读者读
到的文字可能会相对通俗，若
有时间，拿它躺在床上慢慢

看，也许会容易清晰了解；没
耐性，拿到洗手间里，拆开碎
片化地翻看，也能知道一点儿
究竟。希望这个琢磨对你的
阅读有所帮助，也给我以后的
创作带来点自信。

双槐树遗址的发现算是
考古圈子里石破天惊的事情，
在学界，它对于中国文明进程
的意义和价值会随着时间显
得愈来愈清晰。但对于我们
圈外人来讲，河洛古国的发
现，对我们以往耳熟能详的传
说故事的实证，其意味会更加
深长。我们有了双槐树遗址
的实证，就可以抵达中国历史
的古国文明源头，从这座黄帝
都邑回身转望，也为我们迎接
夏 商 的 王 国 时 代 指 明 了 路
径。双槐树遗址的出现，让我
们重新思考了许多中国文明
起源的重大问题。在写这本
书时，我和李伯谦先生有过很
多次交谈，他在对苏秉琦先生
考古学说进行研读时，也在梳
理完善自己的学术思想，提出
河洛古国不仅是对双槐树遗
址的称谓，也是对原初中国的
定位斟酌。他的思考与严文
明先生对双槐树遗址的感怀
诗篇，是考古学界两位德高望
重的学者不谋而合的意见，他
们确认双槐树地区是黄帝都
邑，表明了中国考古学家对黄
帝时代不再是传说历史的鲜
明态度。

生活让我有幸和许多考
古人成为朋友和同事，他们或
简单率真或认真执拗的性情
与我十分契合，成为我个人职
业 生 涯 里 最 愉 快 的 记 忆 。
2021 年是中国现代考古 100
年，百年以来考古人用自己坚
韧而严谨的治学态度，探寻了
人类的本色、起源、真相，使遥
远模糊甚至是消失的历史，又
成 为 我 们 生 活 中 鲜 活 的 存
在。这些记录和实证中国历
史的人，很少有人去记录他
们，考古人鲜为人知。尽管今
天邹衡先生和安金槐先生、韩
维周先生的铜像在商城遗址
默默矗立，永远注视着这个他
们热爱过的古都城市，但回想
起来，还是有着许多遗憾。也
许就是从那时起，我便有了这
样的想法：我这一生不可能是
一个考古人了，那就努力做一
个考古人的记录者吧。

一读为快

▲《河洛古国：原初中国
的文明图景》
齐岸青 著
大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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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阅读本书的正是
封面上的“河洛古国”四个大字，
让人忍不住联想起盗墓题材里
提到的“精绝古城”，总觉得在上
古时期的河洛古国也有不少值
得深挖的史料故事。

果不其然，在文化学者齐岸
青的《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
明图景》一书里，通过对“夏商周
断代工程”多位首席科学家、“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多位首席专家
学术生涯的回溯为线索，系统记
录了 2020 年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双槐树遗址的发掘过程，全
面展现了双槐树遗址的建筑结
构、墓葬及牙雕蚕、北斗九星文
化遗迹、祭祀遗迹等重要发现，
并引用大量翔实的考古材料，多
层次、立体化地展现了“河洛古
国”的文化坐标及历史意义，勾
勒了 5300 年前中华文明的原初
样貌，书写了黄帝时代的灿烂历
史。

司马迁曾有言，“昔三代之
居皆在河洛之间”。

几十年来，有关夏商周的重
要考古发现，足以证明夏商周三
代与河洛之间的密切关系。只
可惜文献记载中并没有确切的
纪年，以至于我们讲述历史，都
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再往
上就存在分歧，或是有王无年，
出现“五千年文明，三千年历史”
的尴尬现象。

甚至有外国学者认为，我们
所谓的夏朝，不过是商人臆想
出来的历史传说。即便有甲骨
文 的 出 土 得 以 证 明 商 代 的 存
在，但时至今日也不乏有人依
然会认为商代也不过是传说中
的时代。

2020 年 5 月 7 日，郑州市文
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在发
布会上，公布了双槐树古国时代
都邑遗址阶段性重大考古成果，
实证了河洛地区在距今 5300 年
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
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表明了
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
化中晚期文明，是黄河文化之
根、华夏文明之魂。

双槐树遗址位于黄河南岸
高台地上、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
河南省巩义市河洛镇。近几年
随着多位知名考古学家实地考
察和研讨论证，确认为距今 5300
年前后古国时代的一处都邑遗
址，因其位于河洛中心区域，而
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

《周易》中有云：“河出图，洛
出书，圣人则之”。具体来说是

关于伏羲爷的一段故事。相传，
伏羲爷曾在清浊分明的河洛交
汇处，观天象演八卦，绘制了“河
图洛书”，还教会了村民结网捕
鱼、狩猎养兽，慢慢地，人群聚
居，筑造起最初的城邦——五帝
邦国、三代都邑……

正是这片区域诞生的神秘
“河图洛书”，创造了裴李岗文
化、仰韶文化、王湾三期文化、新
砦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这
几种文化在考古学上先后叠压，
在文化内涵上一脉相承，是中国
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和聚集地，是
我们中华民族的圣地。

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曾
提出中国古代文明的三个阶段：
古国、方国、帝国。在他的特别
论证中，古国是高于部落的、相
对独立的政治实体。

在文明进程的阶段划分上，
李伯谦和中国大多数考古学家
一样，在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
代乃至早期铁器时代的研究基
础上，基本认同了中华文明和国
家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的阶段，
是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古国-方
国（王国）-帝国”三大阶段。而
古国阶段大体处在公元前 3500
年到公元前2500年，是社会复杂
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李伯谦等考古学家在巩义
双槐树遗址的考古发现，则是从
考古实践的角度，以双槐树遗址
为范例来提炼古国的理论标准。

随着《河洛古国：原初中国
的文明图景》对双槐树遗址考古
的深度解读，河洛古国的真相也
将一点一点被揭开。古国兴衰
的印记不仅记载了一个国家和
民族成长、发展的历史，还让今
天的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黄帝
时代的存在。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记录
方式，不同于那些晦涩难懂且略
显枯燥的考古记录报告，《河洛
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的
文字是极为优美，极富文学性，
且通俗易懂。而本书重点围绕
着“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
探源工程”、双槐树遗址发掘的
三位重要引领者——李伯谦、王
巍、顾万发，讲述了他们的考古
人生，由此而带给我们的感动与
启发更是不在话下。

诚如本书作者所言：一条
河，打开了一部史书；一座山，解
开了远古的密码；一块区域，刻
下道道文明的痕迹，留下层层文
化的年轮，等待我们去阅读、破
解与触摸。

吸引

《《河洛古国河洛古国：：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原初中国的文明图景》》是是““中华文脉中华文脉：：从中原到中国从中原到中国””丛书首册丛书首册。。本书通过对本书通过对““夏商周断代夏商周断代
工程工程””首席科学家首席科学家、“、“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首席专家、、双槐树遗址考古领队等学者学术生涯的回溯及其发掘双槐树遗址考古领队等学者学术生涯的回溯及其发掘
双槐树遗址的全过程双槐树遗址的全过程，，全面展现了双槐树遗址的发现过程全面展现了双槐树遗址的发现过程、、建筑结构及历史意义等建筑结构及历史意义等。。全书引用大量翔实的全书引用大量翔实的
考古材料考古材料，，多层次多层次、、立体化展现立体化展现““河洛古国河洛古国””出现的文化坐标出现的文化坐标，，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将冗长繁杂的考古史料简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将冗长繁杂的考古史料简
化精炼化精炼，，生动地解读了双槐树遗址城池生动地解读了双槐树遗址城池、、建筑建筑、、墓葬墓葬、、牙雕蚕牙雕蚕、、北斗九星文化遗迹北斗九星文化遗迹、、祭祀遗迹等重要发现祭祀遗迹等重要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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