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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心如磐向未来初心如磐向未来 苦菜花开万里香
□ 赵 冬

在当代散文家中，我省实
力女作家陈蔚文以素养良好
的文字，以及她的敏慧构筑了
颇具特质的文字辨识度，在诸
如温厚或者清冷，诗性或者红
尘，浮世绘的刻画与蒙太奇的
构篇等悖论性元素之间，形成
了其散文的独特风格。近期，
她的精品散文集《若有光》由
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是
其近年来散文创作成果的一
次集中呈现。

《若有光》一书收录了陈
蔚文近年来完成的三十多篇
散文。作者将写作根植于生
活，以灵性而智慧的文字表达
个人经验、记录世相观察，切
入生存困境，探寻人性秘密，颇具现实感和启示性。特别是
在对于疾病、衰老、死亡的思考方面，陈蔚文更是达到了相当
的深度。同题万字随笔《若有光》被收录北师大张莉教授主
编的《即使雪落满舱：2020年中国散文20家》一书，此文表达
了“记忆与遗忘”的主题，从生活小事到历史爬梳，从身边日
常到国外旅途，文章细节充实，气象开阔。

从这本集子中，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她近年在散文风格
上的变化——有了更宽阔的视域与更深切的关怀，如《纸与
铁之间》《若有光》《北站以南》《白鸽、玫瑰，或高压线》《秋风
辞》《光影记》等篇章，普遍体量较大，且质量对称体量。这些
散文既跟过去发生衔接，又积累成另一种厚积之沉实，乃至
思维的高度。正如广东评论家徯晗评价的，她的文章多从日
常出发，在琐细的经验中思考种种形而上的问题……甚至伦
理学与哲学的高度。 （记者 毛江凡）

灵性与灵性与智慧智慧
的文字的文字表达表达

书事书事

▲《若有光》
陈蔚文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才能明其将
往。红色文物是百年党史的见证，承
载着中国共产党人坚如磐石的信仰信
念，彰显着历久弥新的初心使命。沿
着红色文物镌刻的历史印记，不仅可
以回望过往艰苦卓绝的奋斗岁月，看
到穿越时空的拼搏图景，更能铭记和
传承革命先辈们坚贞、无私的精神。

《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精选建
党百年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几十
件珍贵文物，以时间为轴，深入挖掘背
后的史实和故事，串联起我党百年来
筚路蓝缕而恢宏阔大的历史，宛如一
本纸上的党史博物馆，立体展现了党
由小到大、从苦难到辉煌的成长历程。

红色文物从历史深处走来，带着
一个顶天立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无
数信仰坚定的共产党人在黑暗中摸索
奋斗，在艰难中拼搏前行，从胜利走向

胜利的足迹，无声地诠释着激情燃烧的
奋斗故事，彰显着独特而宝贵的红色文
化，弘扬着不怕难、不怕苦的革命精
神。从1915年9月创办的《青年杂志》
到《共产党宣传》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从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到长征中的两株黄
花草，从新中国开国第一大印到伴随领
导人“南方谈话”的夹克衫，从被封存的
109 枚公章到十八洞村的“社员股金
证”……一件件红色文物，无声地记录
着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峥嵘岁月和巨大
成就，镌刻着无数共产党人的忠诚、信
仰、奋斗和牺牲。

红色文物往往不大，甚至看起来
很陈旧、很普通，它或是一本京汉铁路
江岸工会会员证章，或是一双见证红
军转战陕北的旧布鞋，或是一柄敲开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入世锤”，或是
一位精忠赤诚的共产党人记下的工作

日记……这些文物直接反映和珍藏的
信息，是中国共产党各个革命阶段时

期的发展、历史、精神等方方面面的高
度浓缩，是红色文化的主要物质载体
和语境表达——身处危难之际，李大
钊在《狱中自述》中依旧借助最后的机
会宣传救国救民的真理，展现的是共
产主义战士的崇高气节和博大胸怀；
一辆淮海战役中支前民众使用过的
小推车，有力证明了人民的拥护和支
援是革命战争的胜利密码；一铲从上
甘岭阵地取回的密布着弹片、子弹头
的泥土，是抗美援朝精神最直接最真
实的见证；一张摁有小岗村村民指纹
和印章的“红手印”，是见证中国农村
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开放进
程的代表性实物；一本十八洞村金梅
猕猴桃开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股金
证”，背后是一幅人类历史上规模最
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的新时代
奋斗画卷。

红色文物见证党的历史，更铭记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百年来遗
留在红色文物中的精神和热血，穿越
时空而来，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披
荆斩棘，接续奋斗，与人民群众不断战
胜风险考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用文学纪录时代的脚步，用图书反映
历史的光辉。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
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革命者》
是一部献给革命先烈的正气歌，一
部高扬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精神，为
民族和国家构筑前进灵魂、注入精
神动力的“四史”教育学习读本。全
书紧扣“革命者”的主题，从第一位
牺牲在上海街头的年轻党员到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牺牲的烈士，
革命者前仆后继……再现了中国共
产党早期革命斗争历史，塑造了血
肉丰满、英勇伟大的革命者群像，以
鲜活的事例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这一命题，彰显了共产党人
信仰至上、慨然担当、舍身为民、矢
志兴邦的伟大精神，诠释了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
史的深刻内涵。

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何
建明将史实与抒情相结合、历史回
叙和现场感并重，聚焦为建立中华
人民共和国牺牲的革命先烈。这是
一批年轻的革命者，无论是一年内
相继牺牲的、才华横溢的陈延年和
陈乔年兄弟，笑对敌人屠刀、视死如
归的王孝和，在刑场上举行婚礼的

蔡博真、伍仲文，历尽坎坷、初心不
改的何孟雄，还是拥有两个博士学
位、精通多国语言、牺牲后几十年
才被组织找到、追认为烈士的许包
野……他们的青春之花定格在革命
激流中，英烈们用初心垒起的精神
丰碑令人景仰。作品还披露了许多
少为人知的英烈故事，将烈士留下
的书信、日记，原汁原味呈现在读者
面前，以强大的感染力撼动人心。
革命家刘伯坚、李硕勋临刑前留下
的珍贵家书，舐犊情深，让人见之落
泪，“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
丈夫”，革命家王一飞在戎马倥偬中
写给妻子陆缀雯的家书，温情备至，
展现了一位革命者的侠骨柔肠，这
些镌刻着历史痕迹的书信，让读者
真切感受到了为革命信仰抛却俗世
幸福的革命者的伟大。书中还有十
余幅由著名画家张安朴绘制的插
画，开篇第一幅插画以人民英雄纪
念碑为素材，全书最后一幅插画以
龙华烈士陵园《无名烈士》雕塑为素
材，首尾呼应，致敬所有为革命事业
做出贡献的英雄。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 争做

英雄才能英雄辈出。”《革命者》塑造
了革命艰苦年代伟大的英雄群像，波
澜壮阔的革命历程和信仰坚定的革
命者精神让读者心生崇敬，也鞭策我
们攻坚克难。全书深刻揭示回望来
时的路，才能看清脚下的路，坚定前
行的路。上海文艺出版社还将在纸
质图书基础上，以读者喜闻乐见的形
式开发音频、视频等多媒体爱国主
义、革命英雄主义课程，为“四史”学
习教育提供生动学习材料，推动“四
史”学习教育更加有声有色、入脑入
心，以出版传承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奋
斗、辉煌的精神密码、精神图谱。

为英雄立传、为时代写真、为人
民放歌。近年来，上海文艺出版社
致力于优秀现实题材原创作品出
版，接连推出了《革命者》《浦东史
诗》《第一时间——写在春天里的上
海报告》等优秀纪实文学力作，呼应
时代主题，反映时代强音，写出了早
期中国共产党人信仰坚定、视死如
归的英雄群像，写出了三十年来浦
东几代建设者投身改革、锐意进取
的创业史诗，写出了今天人民城市
团结一心、抗击疫情的时代赞歌。

信仰凝成的生命绝唱
□ 陈 曦

红色文物镌刻百年奋斗历程
□ 李 钊

江西孕育着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
文化，素有“人杰地灵”“俊采星驰”之美
誉，江西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使得文
学传统与地域文化特征得以自由承接。

刘华所著的《大地耳目》是一部关
乎乡土中国的文化变迁史，亦是绘制鄱
阳湖民俗的山水画卷。作者在长期深
入进行田野考察的基础上，以口述文学
的生动形式，力图恢复和重建乡愁记
忆。以地域色彩鲜明的文化血脉来贯
穿乡村日常生活、节日现场和众多心
灵，展示“才艺满江歌满湖”的乡风民
情，刻画呈现在民俗事象中的人物形
象，书写他们的命运际遇、性格心理，从
而反映当下乡村的精神现实，并表达对

“田园将芜”的忧思。
《大地耳目》是彻底的地方文学，在

本土方言原生视角的支持下，作者紧贴
大地书写底层人物，各种世俗气息、江
湖秩序、感情纠葛、贫富贵贱、一脉相承
的文化规矩，错综复杂的宗法关系等
等，被盘根错节地呈现，鄱阳湖畔乡人
的生活图景枝繁叶茂，书中的故事和人
物被构建的民俗的细节填得密不透风
又疏可走马。这样的生活图景是未曾

变革过的乡风原貌，一代人缓慢地生长
老去，一个家庭和一个时代逐渐瓦解消
解，而一帧帧富于立体感、流动感的鄱
阳湖民俗图隐然呈现。而那些民俗都
是有记忆的，它承载着地方生活的使
命，将人们的行动和情感加以归总，正
因如此，市井生活才变得饶有趣味。每
个口述者的叙述夸张俚俗，记录者的旁
白却风雅别致，一静一动，雅俗一体，极
具画面感，生动传神地勾勒出人物的音
容体态，使得小说叙事充满起伏。

在作者的笔下，民俗并非是点缀乡
土的花朵，民俗是老百姓的生活方式、
思维模式和精神生活的淳朴表达形式，
其中存储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寄寓
着丰富而微妙的情感和理想，沉积着民
族民间的精神和观念，它激励、抚慰着
人们的心灵，亦凝聚着人心的力量。小
说中的主人公众多，大都是散落在乡间
的艺人，当地最高行政官员则是“社长
姆姆”，他们不同年龄与性别，不同姿容
与性格，不同职业与境遇，却无一例外
地散发着理想的光芒。他们是抵御乡
村衰落的最后屏障，也是增强文化自
信、充实空虚心灵的精神资源，他们的

存在，重构了对人们村庄的美妙怀想。
《大地耳目》结构体例独特，采用若

干相对独立的短篇故事蝉联而下的结
构方式。每个口述者截取生活的一个
片段，众多口述者对“社长姆姆”的口口
相传，作为全书的线索，将一个个相对
独立的人物及故事联串起来。从表面
上看，小说漫不经心地从此一人写到彼
一人，从此一事过渡到彼一事，其记事
遂与一个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每个
人物在各自的位置上都有一个以自己
为中心的世界，然而他们并不是孤立偶
然的存在，彼此处处关合照应，每个人
物的出场，作者按照主题需要和生活逻
辑进行了别具匠心的安排，紧紧围绕中
心集结成为一体。在小说结尾处，贯穿
全书若隐若现的“社长姆姆”现身，既是
结构上的叙述策略，又是主题隐喻，其
修辞特点是借助时空的转移，由一点推
移开去，形成为线，再由线推移开去，形
成为面，这种弧圈式的轨迹的推移，把
大量散乱的原始素材化为有序的艺术
整体，自然浑融，不落痕迹。

每个写作者都有自己的文学地标，
《大地耳目》将鄱湖作为地标贯穿在小

说的创作中，借助虚拟的历史时空，展
示鄱湖厚重的历史与沧桑感、诗意审美
与民俗文化，围绕情节发展、矛盾冲突、
人物命运以及心路历程，对鄱湖的风俗
人情、文化记忆进行了精细铺陈，构建
了赣鄱大地鲜明的文学地理名片、江南
水乡象征性符码以及充满赣鄱风情的

“乡愁美学”，带有原生地的文化胎记，
呈现出多元化的艺术形式及审美意义。

品品 书书

▲《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革命者》
何建明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建党百年之际，上海
文艺出版社推出以文学
谱写的革命英烈史诗式
作品《革命者》，回望早期
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年
代凝聚和铸造的革命初
心，礼赞中国共产党人敢
于直面风险挑战的使命
担当，书写新时代奋进开
拓的新征程。

文学意象中的赣鄱地标文学意象中的赣鄱地标
□ 武向春

当今，身处甘饴蜜糖里的孩子们没经历过血与泪的腥风
苦雨，没尝到过饥与寒苦难无助，觉得世界本来就是这样的，
却不知今天美好的一切，都是革命先驱用生命和鲜血换来
的。生命的本质不仅仅只有甜，还有咸酸苦辣，还有香臭鲜
腥，适当地品尝一下苦味，无论对身体还是精神都大有裨益。

说起苦，我就会想起《苦菜花》中的母亲说过一句话：“苦
菜的根虽苦，开出的花儿，却是香的。”是的，我们多灾多难的
中华民族曾经沉睡，曾经落后挨打，那几代人都泡在苦水里，
面对苦根，他们没有认命，奋起反抗进行斗争，终于换来了
今天的新中国，人民做了主人，富裕繁荣军力强大，外敌不
敢觊觎。

读后《苦菜花》，那个硝烟弥漫、烽火连天的恐怖岁月就
在眼前。日寇毁我家园，杀人放火、奸淫劫掠，老百姓无处躲
藏，与其被杀死、饿死、受辱而死，不如人人都拿起刀斧抗日
救亡。凭借书中散发着泥土芬芳的文字，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先辈们曾经的凄怆和悲壮。作品真实深刻地揭示了抗日战
争时期根据地斗争的场景，表现了斗争中人民的觉醒。

抗日游击队虽然结束了汉奸、大地主王唯一对王官庄的
统治，成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斗争并未就此结束。阴险凶
恶的王柬芝，以开明地主身份骗取信任，暗中却网罗党羽，给
敌人送情报，导致王官庄几次被扫荡，村干部被杀，陈政委被
害，王官庄人民的抗日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和残酷。

仁义嫂是完整而丰满的革命母亲形象，在公与私、生与
死的抉择面前，展示了她性格中慈爱心肠与革命意志。从一
个只知爱自己子女的母亲到勇于为革命奉献一切的革命母
亲，她的性格发展过程，使得母亲的形象血肉丰满，也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怎样变为灵魂高尚的革命母亲
的过程。

母亲就像一朵芳香的苦菜花！当初面对大女儿娟子要
参加抗日时，心中疑惑，眼神恐惧。但当她和村民目睹日本
人野兽一样的行径，明白了非要革命不可时，这位母亲立刻
改变，她成了儿女们坚实的后盾。为保住兵工厂，她忍受了
一切酷刑和巨大的悲痛，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小女儿被敌人
残酷杀害。有多大的苦，她都坚持下来，母亲坚守着自己的
信念，理智地面对事实：“革命就是要打仗，要流血，要死人。”
在攻战道水据点时，母亲为掩护儿子离开而冒险去开城门，
生平第一次拿起枪，并向仇敌射出了复仇的子弹。

母亲就是家，母亲就是子女们的榜样。《苦菜花》中母亲
的觉醒也代表了中国千百万贫苦农民的觉醒。除母亲外，作
品还刻画了一些富有典型性的人物形象, 如勇敢坚定、忘我
工作的娟子，热情大方、英勇不屈的星梅，阴险狡猾、凶狠毒
辣的王柬芝等。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最后取得了胜利，建
立了新中国。苦菜花开香万家，苦尽甘来面貌改！

新中国70多年披荆斩棘，风雨兼程，经历了从无到有，由
弱变强的历史跨越，我们创造了波澜壮阔、惊天动地的历
史。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历经几代人艰苦卓
绝的奋斗，到处都建设起繁华宜居智慧的现代都市，美丽的
中国梦令世界艳羡。5G通信、现代核电、载人航天、量子科
学、深海探测、超级计算、森林覆盖、网上购物、手机支付、无
人驾驶、减排脱贫、生态环保等事业全面发展；航母横空出
世、高铁阡陌纵横、水稻杂交高产、抗疫成果丰硕……

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没有谁比我们更懂，什么是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没有谁比我们更懂，先辈们已将苦难替
我们受尽，岁月静好的时刻，还有更多的同胞们依然还在负
重前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句话小时候听了无
数遍，竟没有如今这般感受强烈。共产党不仅让全体中华
儿女站了起来，还让其富了起来。伟大的中国人民什么时
候惧怕过苦难？苦难练就了民族的意志，也铸造起今日的
辉煌！

▲《大地耳目》
刘 华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