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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政区地名的古往今来》
江西省民政厅 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常读常新的《创业史》
□ 孙森林

《中国共产党100年江西简史》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用13章的篇幅、40多万字的内容
对江西100年来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历
程进行了清晰、简明的梳理，在注重整体
性、全面性、系统性的同时突出对重要历史
节点、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准确叙
写，让读者深刻领悟党在江西培育的红色
基因和铸就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
精神、抗洪精神等伟大精神。

《陈寅恪魂归庐山实录》
汪国权、汪 洁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作者以独到的眼光，系统地阐释了陈
寅恪虽长期在外游学但眷恋家乡的情
怀。本书堪称研究大师生平、触摸中国知
识分子脉搏、了解义宁陈氏文化脉络的必
备读本。

《景漂》
刘 勇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陈立根、赵小梅和顾艳是80、90后的
艺术青年，他们在景德镇邂逅，联手创办
了“蓝天陶社”，奋斗打拼，艰苦创业，历经
道路的坎坷和复杂的情感纠葛，仍然无怨
无悔地坚守在这块艺术阵地，最终走向辉
煌的旅程。

《万物皆假设》
【英】埃里克斯·伯依斯 著
江西科技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包含了天文学、地质学、
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十几个学科的

“脑洞”合集且颠覆常识的万物科普书，从
宇宙的创造到人类的进化，从意识的诞生
到文明的兴起，以颠覆性的视角重新观察
世界。

（张 衍 整理）

由陈瑞生、舒康复根据同名电视剧以及结合
陈瑞生个人经历创作的长篇小说《井冈山儿女》，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由江西美术出版社
出版。

小说讲述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红
军受命紧急转移，红军师长将自己的亲生儿子苏
小虎托付给了当地的老表红莲抚养。红莲、红石
村的老表和游击队承担了保护苏小虎等红军孩
子的重任，孩子们在血雨腥风的年代经受了生与
死的考验，沐浴了人间情与理的洗礼，终于成长
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作者为了使小说能与同名电视剧的剧情相
向而行，又不失文学作品的可读性，按照剧情的
推进和陈瑞生的亲身经历，选取了四大块情景发
挥作者的艺术想象和渲染。

一是当敌人封锁了进山的路口，暂避在山上
的红军伤病员，缺粮少医，以红军的孩子苏小虎
为头的孩子们，利用上山挖野菜的机会，机智地
躲过了敌人的搜查和封锁，给山里的红军伤病员

送给养。
二是当苏小虎被逼进入恶霸地主王继业家

作陪伺，他机智地化险为夷，反而探清了王家的
虚实，为游击队截获王继业的走私货物提供了可
靠情报。

三是当苏小虎再一次冒险进入王家，却落入
了王家魔掌，给养母红莲造成了失子的悲伤。好
在剧情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反转，红莲的外甥
得以生还，还清除了地主恶霸的家贼。在这个有
惊无险的剧情反转过程中，红莲为了避免更大的
流血牺牲，忍着悲愤，选择了以自己的亲外甥换
回红军的孩子苏小虎的生命。

四是当地主恶霸的亲人遭受灭顶之灾时，受
过王家迫害的老表们却能够以朴实的仁义之情，
区别对待，表现了老表们对善与恶的价值判断
力，避免了以往此类小说创作中以暴除恶，冤冤
相报的写法。

由此可见，作者在小说的整体构思、故事的
叙述、节奏的把握均有独到思考。正因为作者有
这种理解历史，把握题材，选择相同故事而又以
不同讲述方式来表达的艺术表现能力，使得这一
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写作路径，表现出了自己
的独特个性。

读罢这部小说，有这么四个亮点闪现在眼
前：

其一，《井冈山儿女》作者均非专业从事小
说创作的作家，却能让作品力透纸背。陈瑞生
一直在高校从事哲学和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
作，但在专业之外的他，却是一位多才多艺的
文学艺术爱好者，且尤其爱好文学创作。曾经
出版了长篇小说《风雨少年》、传记文学《井冈
山的红杜鹃——我的母亲彭儒》、回忆录《难忘
的非常岁月》等作品。第二作者舒康复，主业
是戏剧创作，写长篇小说也是“大姑娘出嫁——
头一回”。

其二，小说的人物刻画、故事情节的设计和
整体节奏的把握，都值得称道。作者尽可能在与
电视剧剧情推进相向而行的同时，遵循小说的写
作规律和读者阅读小说的特点，在人物塑造，情
节设计上狠下功夫，使得小说更具可读性。如作
者侧重描写红军寄养的孩子与老表们血肉相连
的亲情关系，当年孩子们的成长环境，以及女主
人公红莲在只能领回一个孩子的残酷现实面前，
以自己的亲外甥换回红军的孩子苏小虎。这种
情景的展现，无疑凸显了红莲的义薄云天。

其三，不拘泥于电视剧的创作思路，充分发
挥作者的想象力，创作小说《井冈山儿女》。陈瑞
生反复强调：“贴近剧本，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小
说再创作的艺术构思。”可以明显感觉到，作者尝
试着创作一部适应当代语境下青少年读者阅读
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为此，在人物刻画、故事
讲述的方式上，《井冈山儿女》都力求使整部小说
人物去脸谱化，使人物情绪的转换，更贴近故事
发生的社会环境。如，作者精心设计了这样一个
场景，在大难当头之际，善良的老表们，以善的尺
度区别对待地主恶霸的亲人，帮助他们渡过难
关。相信这种场景的描述，应该能将人性中的善
良和情义传导给今天的青少年读者。同时，这一
场景的再现，一反以往类似文学作品，以暴除恶，
冤冤相报的写作定律，可以预期，这种匠心独运
的场景设计，定能引起读者广泛的关注。

其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主
要作者陈瑞生，将自己在那个年代那段极不平凡
的经历，艺术化地奉献给青少年朋友，从另一个
侧面为讲好红色故事，做了有益的尝试。为今天
的读者，重温江西老表与红军（包括红军留下的
孩子）那种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骨肉深情，提供
了一个生动的真实的文学读本。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小说《井冈山儿女》，是一部赓续红色基因、
弘扬井冈山精神不可多得的小说读本。

赓续红色基因的读本
□ 夏汉宁

2019年9月23日，《创
业史》入选“新中国 70年
70 部长篇小说典藏”，
2020 年 4 月，列入《教育
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
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
导目录（2020年版）》。

▲《井冈山儿女》
陈瑞生、舒康复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井冈山儿女》是由革命先辈陈正人之子陈瑞生领衔创作，以他的亲身经历为原
型，讲述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老百姓为抚养和保护红军长征前夕留下的孩子，不惜牺
牲自己血亲保护红军火种的可歌可泣的故事，展现了井冈山儿女用鲜血浇灌而成的无
私奉献精神。

夏日炎炎，酷暑难耐，容易让人烦躁。但爱读书的人，总
能发现夏日读书的妙处，用书本将暑热拒之门外，让烦热的
日子变成享受清凉的时光。

在我看来，夏日读书，以清晨、午后、夜晚三个时段为最
佳。

夏日的早晨，太阳还没有从云霞中露出脸来，天就已经
亮了。晨曦中的树木青翠欲滴，草尖上的露珠晶莹透亮，鸟
儿在枝叶深处叽叽喳喳。沐浴在明净的晨光里，呼吸着清新
的空气，顿时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坐在小区花径的长椅或
亭子间的石凳上，打开一本《诗经》《三曹诗选》，或陶渊明、李
白的诗集，或苏东坡、辛弃疾的词来读，最好是读出声来，读
着读着，一种慷慨激昂、振奋豪迈的心情油然而生；也可以读
一些外文书，或百科全书，此时的记性是极好的。夏日的清
晨在四季中最长，是一段充沛的读书时光。“早起赚半天”，在
夏日的清晨阅读，足以让我们读得从容、读得尽兴。

夏日的午后是一天中气温最高的时候，劳作暂时停歇，
人们大多在休憩，只有蝉在树上聒噪，周遭变得安静下来。
炎与凉是相对的，树荫里、北檐下还是阴凉的。古人爱趁午
后的清凉来读书。唐代诗人韦应物有诗云：“群木昼阴静，北
窗凉气多。”明代诗人郑文康爱在夏日树下读书：“高树凉风
落翠阴，古诗三百治平音。”宋代宰相蔡确喜欢躺在竹床瓦枕
之上，享受午后卧读的惬意：“低屏瓦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
梦长。睡起宛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

我年少时在乡下生活，大热天，最爱去阴凉的地方乘凉、
看书。村里几栋老房子中间有一条铺着青石板、鹅卵石的窄
巷子，是我常去的地方，这里太阳晒不到，还有凉飕飕的穿堂
风。小伙伴们要么坐在地上下五子棋、军棋，要么交换着看连
环画，看《说岳全传》《三侠五义》之类封皮起卷、书页发黄的小
说，那津津有味、心醉神迷的样子，像肚子饿了的人捧着饭碗，
直到爹妈喊吃饭才肯回家。今天想起来，依然感觉是那个贫
瘠年代里最幸福的时光。

如今住上了空调房，空调房里六月凉，读书自然是更惬
意舒适了。平时上班的时候，我爱在午饭后看半小时书，然
后睡半个小时，下午上班的效率会更高。周末在家，我爱在
午睡后起来看书。这个时候读书是最率性的，随意读点唐宋
传奇、明人小品，现代散文、随笔，或品鉴、花谱、书画集之类，
都是挺好的。因为不把读书当任务，不带功利心去读，信马
由缰地徜徉在字里行间，读得悠然自得、轻松快乐，心境变得
平静，清凉自然随之而生。

夏日的夜晚，暑热慢慢退去，夜渐深渐凉。偶尔袭来一场
骤雨，就更凉爽。推开南北向的窗子，如丝如缕的晚风从纱窗
透进来，凉意慢慢在室内弥漫。此时，通读斯塔夫里阿诺斯的
《全球通史》，可以了解人类走过的轨迹和面临的挑战，窥探人
类将来的命运；或捧读“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
言”的《史记》，追寻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和国人的精神图谱，
在历史阅读中知兴替、察大势、明大道。也可以读一读《大明
王朝的七张面孔》《长安十二时辰》等作品，换个角度看历史经
纬……读久了，抬头仰望夜空，繁星闪耀，星河灿烂，思绪随之
飞扬到千年之前、万里之外，与无垠的广宇相连，胸襟一下子
开阔起来，全身有了一种澄澈通透的清凉。

“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在炎热的季节里，读书也是
一种享受。夏日读书，如沐清澈碧潭，如饮冰凉清泉，书读到
深妙处，缕缕书香化作丝丝凉风抚慰心灵，炎热、浮躁和虚妄
如云烟顿消，整个人不经意间就进入了安宁清凉的境界。

书语书语
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

夏日读书享清凉夏日读书享清凉
□ 吴黎宏

地名是赣鄱历史
文化的活化石

□ 朱 虹

著名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
于1960年出版，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具有思想的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
性。《创业史》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创作
的经典之一，用乡土气息浓郁的质朴文
字，赞美了中国劳动人民所具有的自强
不息、百折不挠，赞美了他们勇于自我牺
牲、敢于追逐梦想，进而成就一番事业的
拓荒牛精神。

为了写好这部小说，柳青扎根皇甫
村14年，不辞辛苦地深入生活，不断探寻
笔下每一个人物的现实境况，从而走进
他们的精神境界。这些艰苦的努力，为
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为他
笔下的人物刻画增添了光彩。

《创业史》描写的人物众多，梁生宝、
梁三老汉、郭振山、郭士富、姚士杰、郭庆
喜等身份、性格等各不相同。但是，他们
身上所体现的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
神却极其相似。

主人翁梁生宝是作者着力刻画的、

走在农业合作化运动最前列的人物形
象。他身上体现着非常深刻的时代印
记，是那个时代新型农民的代表。他有
理想、有朝气。多打粮食，夺取农业丰
收，就是他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
目标，就必须兢兢业业，艰苦奋斗。他有
追求，有着中国老百姓传统的朴素的认
知，相信勤俭才能家业兴旺。所以，梁生
宝的节俭近乎苛刻。

梁生宝的人生阅历相当丰富。他童
年讨过饭，少年时期在财东马房里睡过
觉，青年时期在秦岭荒山里混日子，他不
知道什么叫作“困难”。旧社会，梁生宝
经历的这些苦难，铸就了他淳朴、坚韧、
奋进、担当等优秀品格。这是他在新社
会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重
要基础。

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梁生宝的人生
观、世界观和价值观都有较大的转变。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他放弃了个
人发家致富的追求，凭着一股艰苦奋斗、
永不服输的精神，带领蛤蟆滩上的乡亲
们买优质稻种、冒险进山割竹，组织互助
组……勇敢地探索农业互助合作的道
路，向着他们憧憬的美好生活不断前进。

可以说，梁生宝身上闪烁的正是中
华民族绵延五千余年的精神光芒。而新
时代，我们期待涌现出更多的“梁生宝”，
期待艰苦奋斗的精神不断发扬光大。

作家李希凡评价说：“梁生宝是‘历
史、时代、现实和理想’的结晶，这些英雄
形象的真实的性格内容，既高唱着豪迈
的语言，雄壮的调子，又显示了鲜明的色
彩，成为鼓舞和教育人民的榜样。”

作为宝贵的文学财富，《创业史》所
体现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值得我们深思。
现实主义创作，提倡客观冷静地观察现
实生活，按照生活的本来样式精准细腻
地加以创作，力求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
中的典型人物。

《创业史》，在新中国文学史上具有
非常重要的地位，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
之作”。

精彩书序精彩书序

地名，记录了人类社会的发
展，承载着民族变迁融合历史，凝
结了传统文化根脉。地名既是人
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工具，又是一
定区域内社会文化的形态和载
体。我们想要考察某个地方，往
往从了解它的地名开始。一个地
名，或记录一段历史变迁，或凝结
一段故事传说，或承载一种民俗
风情，直观反映了当地历史变迁
与人文风貌，极具文化价值。要
了解一个地方的社会历史发展，
地名文化是一个极佳的窗口。

江西历史悠久，自古以来物
产富饶、人文荟萃，在长期的历史
发展中，形成了特色鲜明、内涵丰
富的政区地名，孕育了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的地名文化。境内秀丽
的山川风貌、灿烂的地域文化、辉
煌的文明历史、古朴的民俗风情
无不通过地名留下深刻印记，成
为赣鄱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这些
政区地名不仅是一个地理符号和
方位坐标,更是江西发展历史的
见证，是江西人乡愁记忆、情感寄
托的所在。这些地名中，有的见
证了新中国孕育和诞生的卓越功
勋，如：“中国革命的摇篮”——井

冈山、“人民军队的摇篮”——南
昌、“共和国的摇篮”——瑞金、

“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安
源；有的寓意吉祥，深刻蕴藏着中
国传统哲学思想和理想价值，如：

“吉泰民安”——吉安、“崇尚礼
仪”——崇义、“太平兴国”——兴
国、“弃旧迎新”——奉新；有的言
简意赅，准确表达了政区地理特
征或历史渊源，如：“环石多山，耸
峙如城”——石城、“南昌西境，新
建一县”——新建、“地产嘉禾，和
气所生”——泰和，等等。江西人
特别善于起名，如一个万字，就有
万安、万年、万载。高安，解释为

“似高而实安”；而上高，则是“高
安之上”。

为充分挖掘和弘扬地名文化
的“根”与“魂”，留住乡愁记忆，让
更多人了解江西政区地名及其历
史文化，江西省民政厅组织编写
了《江西政区地名的古往今来》一
书，全面介绍江西省 11个设区市
和100个县（市、区）的政区地名来
历、含义、变迁及历史沿革，并展
示了与地名相关的特色文化。这
不仅是一部按行政区划顺序编排
的江西省县级政区地名全书，更
是一幅反映江西地域历史文化的
瑰丽画卷。通过系统挖掘、整理
江西政区地名，记录江西各县级
政区变迁的历史足迹，梳理地名
发展的历史文化脉络，摄取别具
韵味的地方特色，展示个性鲜明
的赣鄱地域风貌。这本书的推
出，不仅是保护地名文化遗产、弘
扬优秀地名文化的必经之路，也
是构筑新时代江西文化地理格局
的基础之作，更是展示地名文化
价值、唤醒赣鄱儿女乡愁记忆的
重要之举。

期待有更多后来者对地名文
化进行深入的发掘、梳理和传承，
不断丰富江西地名文化内涵，彰
显赣鄱地名文化形象，以地名遗
存的丰厚历史文脉，为增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赓续力量，为服务全
省高质量发展大局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