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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延安对话》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书畅想书畅想

书香中的延安精神书香中的延安精神

作家杨沫的著作《青春之歌》，是我看过的革命历史题材小
说中印象最深的一部。它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学
生运动、成功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和成长命运的长篇小说。

小说以“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这一时期的北平
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一群青年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
塑造了以林道静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群体形象，反映了在阶级矛
盾、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里知识分子的觉醒与分化，说明
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于
火热的革命斗争，才能拥有美好壮丽的青春。

小说的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
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艺术典型。革命者并不是天生的，林道
静也不是。她出生于地主家庭，生母是地主的姨太太，因遭迫
害致死。在那个封建家庭里，林道静饱受凌辱和虐待。这样的
生活使她从小养成了倔强叛逆的性格，有了成为革命者的可
能。但是，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经过
艰苦的磨炼和刻骨的改造。

林道静不愿给男人当“花瓶”，抗婚离家出走，幻想到社会上
寻找出路，然而，残酷的现实让她头破血流，走投无路之下只能以
死抗争。这个阶段的林道静是极端迷惘苦闷的。后来，她遇到共
产党员卢嘉川，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决心离开自私平庸的余永泽，
走出小家庭，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但她还不是一个成熟
的革命者，她身上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狂热性以及个人英雄
主义的幻想经常流露出来。在林红、江华等革命者的指引帮助
下，她参加农民抢麦斗争和“一二·九”运动，经历了两次铁窗中血
与火的洗礼，经受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在实际革命斗争中锻造
了新的灵魂，成为一名政治成熟的革命战士。

《青春之歌》带有自传的色彩，倾注了作者极大的感情，整
个作品洋溢着火热的青春激情、高昂的革命豪情和灿烂的理想
光辉，文字铿锵有力、激越流畅，读来让我们领略到那个时代奔
涌动荡、轰轰烈烈的历史风云，感受到那个时代青年身上赤诚
热烈的爱国之情、坚贞不渝的信念和对自由、真理的不懈追
求。小说启示我们，青春应当拥有高远的志向和奋斗的激情，
为了崇高的事业而尽情燃烧。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的
青年人，不用像林道静那样冒着生命危险去从事革命斗争，却
肩负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需要树立与时代主题
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心怀“国之大者”，情系四海苍生，把个人
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事业相结合，投入到新时代的
洪流中去，释放青春激情，挥洒青春气质，追逐青春理想，才能
为国家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磅礴的青春力量。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也是对青春最美好的礼赞。革
命先驱李大钊说，“青年之文明，奋斗之文明也。”追梦需要激情
和理想，圆梦需要奋斗和奉献。“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
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当代青年唯有积极进取、敢为人先，不
畏艰险、迎难而上，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才能在新征程的奋
斗中施展才华、不负韶华，才能在各自的领域出新出彩，实现自
己的人生价值，奏响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不让一个老区群众掉队：奋力书写
脱贫攻坚的江西答卷》
田延光、史文斌 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明白晓畅、严谨切实的
通俗理论读物。全书分为8章，从精神支
撑、经验启示、产业扶贫、异地搬迁、生态
扶贫、基础设施致富、教育扶贫、政策兜
底、乡村振兴等方面，全景式展示了江西
脱贫攻坚的伟大历程、辉煌成就和宝贵
经验，是一部书写脱贫攻坚江西答卷的
厚重之作。

《初心连环画》
《初心连环画》编委会 编绘
江西高校出版社

该书按一人一故事，一个故事配八九
幅图，一幅图配两三行文字的体例编排，
描绘出百年来各个时期的优秀赣鄱儿女
为党、为民、为了祖国繁荣兴盛，披荆斩
棘，不畏险阻，奋力前行的初心长卷。

《一号战车》
初曰春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小说以转制时期的消防队伍为切入
口，深入到火热的生活现场，全景式展现
了血肉丰满的基层消防队伍，全方位讴
歌了消防事业发展，折射出理想和信念
的光芒。

《克拉克与糕点师》
【德】威利·托布勒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克拉克是一个巨人，独自生活在山
上。他的日常生活就是“吃饱饭”，山下
的村民非常害怕他，可有谁知道，克拉克
其实是个孩子，当人们能够坐下来倾听
他、帮助他、引导他时，他很快就“改邪归
正”了，并回报给大人丰厚的“报酬”。本
书想象奇特，画面精美有趣，能给孩子带
来一次愉快的阅读体验。

（张 衍 整理）

青春是一首理想之歌
□ 吴黎宏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兼具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是美国学者毕

森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革命
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
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沿途的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
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的
风采。

【专家评论】
一个外国学者，80多年前来到延安，如此真实、客观、全面地反

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延安根据地早期的革命：追求和实践行动现场，

留下了这些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也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所感

动。他向世界宣示和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民族

谋复兴的使命，为世界守护和平正义的决心。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 柳斌杰

从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当时共产党的领导卓越不凡的领袖气
质和前瞻性、判断力，“我们为什么要把人民群众这种力量，作为一
个政党和一个社会最重要的依靠和走向”，对此，这本书讲得非常清
楚、明了。

——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 阎晓宏

《1937，延安对话》：

一份尘封84年的珍贵见证
□ 李婧璇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要建
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
化，这是对延安美术历史特征的生动写照。
八十多年前，多少进步艺术家与青年学生从
四面八方奔向延安这片红色的土地，身怀拳
拳报国之心，以画笔投身革命，用线条勾勒
现实，欲挽民族于危亡绝境，振国民于暗弱
颓丧，创作出了不计其数的传世佳作。在中
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延安美术以蓬勃的
势头高歌猛进，成为时代的强音、历史的见
证、进步的先锋。

在延安，美术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参与并推
动了社会变革。美术工作与政权建设、军队工
作相结合，美术家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
会上的讲话》指引下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

艺”，从乡间到街头，从后方到前线，美术发挥
出巨大的组织动员和宣传作用。版画、漫画、
油画、年画、素描、雕塑，百花齐放的延安美术
不但在革命文艺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更
是改变了民族美术的面貌，成为新中国美术的
魂魄脊梁，开辟出一条“艺术为人民”的道路！

圣地忆峥嵘，初心仍铿锵。中国共产党成
立一百周年之际，江西美术出版社重磅推出国
家出版基金项目《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
史》，并入选2021年7月“中国好书”榜单。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以作品研
究为基础，以史料为支撑，深刻挖掘延安美术
背后的价值体系与历史内涵，高度还原了自中
共中央入驻延安到抗日战争胜利以来延安美
术界的发展状况。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
韩劲松 著
江西美术出版社

【内容简介】
延安美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

奠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美术的基础。本书对延安美术的历史内涵、体
系特征以及社会历史动因作了充分的挖掘和梳理，不仅是对中国革命
文艺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总结，更展望了社会主义文艺未来发展。

【专家评论】
在深入研究文献和作品的基础上，力图建立延安美术清晰的知

识架构和逻辑体系，梳理出延安美术兴起、发展、确立新方向、走向
新中国的历史脉络，对延安鲁艺的沿革以及革命美术教育传统进行
了专门阐述。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 范迪安

以大量贴近现实生活，表现人民生产和斗争，具有鲜活时代气
息和民族气派的木刻、漫画、年画作品展现出延安美术的多彩画卷。

——中国美术馆馆长 吴为山

在对延安美术界定的基础上，以历史的视野切入纵深，建立历
史叙述的框架，使纷繁多端的史实呈现清晰的逻辑。

——中国美术家协会美术理论委员会主任 尚 辉

《艺术为人民——延安美术史》：

展现延安美术多彩画卷
□ 梁雨寒

周末喜欢到老城区的旧物市场淘二手书，除了可能发现心仪的好书以
外，还能顺便“邂逅”书籍扉页上的购书记录，如“某年某月某日购于某某书
店”；还有送书赠言，那些钢笔字赠言，或娟秀或稚嫩或潦草，有鼓励的、有
祝福的，还有充满温情的。而最让我感觉有意思的，还是原书主人在书里
留下的阅读痕迹。

二手书里的阅读痕迹，是原书主人的读书心得。页眉与页脚上密密麻
麻的手写文字，与文中的画线、标注等痕迹，让人产生一种闯入他人世界的
奇妙感觉。有时甚至还会有一两句唐诗或宋词，很醒目地题写在空白处，这
可能是主人阅读时生发的联想，说明这是一本让原书主人读之有所得的书。

在书上留下只言片语，就如同今天微信朋友圈上的留言，抑或视频中
的“弹幕”，非常有趣。一次偶遇一本残缺的《论语》，在《论语·子罕》中，有
旁批这样写道：“此‘子罕’非彼‘子罕’也。”接着就是密密麻麻的小字，原来
子罕是个历史人物，有著名的“子罕弗受玉”掌故流传于世，而《论语》中的

“子罕”篇中的“子罕”，是“孔子很少说话”的意思。读到此，不禁会心一笑。
还有一次，在旧书市场闲翻一本我曾读过的《文学概论》，在“文学是语

言的艺术”这一章中，有关“诗是人类的母语”的论述，原书主人在旁边这样
写道：“在最原始的母语中用‘意象’说话，就是用诗的语言说话，这好比现
代女性穿裙子，是从原始服饰的自然和简单中演化而来。”继而原主人又悟
到：“穿裙子是回归自然，写诗就是回归母语吗？”这钱钟书式的比喻，亏他
想得出来。但我想，主人已深谙“诗是人类的母语”的个中三昧了。

二手书里这些有趣的文字，是原书主人思想或情怀的坦诚流露。后续
读者倘若能与原书主人的“想法”一致，心灵相通，可能会心一笑或击掌拍
案，没准也会留下只言片语，这是一种有趣的“思想邂逅”，甚至可称为亲密

“相拥”，这实在是读书人的一种意外的温暖。通过“邂逅”书里这些带着温
度的“留言”，享受与原书主人的思想碰撞，这是读书人一种不足为外人道
的阅读乐趣。我想这也是所有读者都很期待的。

其实，我读书也有在书上胡乱写点什么的习惯，即所谓的“用笔读
书”。在那些“用笔”读过的书上，也同样留下了我的阅读痕迹。阅读时会
记下当时的感悟和心得，那些灵感的小花虽稚嫩，但都是读书所得。这些
带有体温和情谊的纸页，这些会呼吸的文字，是我的心灵知己。但遗憾的是，
经过几次搬家之后，带着我阅读痕迹的那些书越来越少了，或许它已成了别
人手里的二手书，但愿那个有缘人也能“邂逅”到那些还算有趣的文字。

二手书上的
有趣“邂逅”

□ 杨 方

弗朗西斯·培根曾在《谈读书》一文中
说过：“书有可浅尝者，有可吞食者，少数则
须咀嚼消化。”自孟春至仲夏，我才囫囵读
完周华诚的《江南三书》系列散文集：《寻花
帖》《春山慢》《廿四声》。之所以说“囫囵”，
实是一种钦羡中的讶异，愉悦中的纠结：这
样的文字，是许久不曾读到过了。“浅尝”定
然与我内心深处的繁管急弦无法合拍，而
像猪八戒吃人参果那般的“吞食”，更无异
于暴殄天物吧。古有五柳先生言其读书“每
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我虽不敢自诩为周华
诚的知己，但其文之美，细品慢嚼间，竟觉多
有会意，以至“欣然忘食”，不管流年。

《江南三书》，书页间氤氲的是江南烟
云，文字里跃动的是江南心跳，骨子里流淌
的是江南情怀……诚然，作家的笔下总会
闪现着故乡的影子，虚构的小说如此，“非
虚构”的散文更是如此。周华诚生于江南，
长于江南，小半生的岁月皆于江南的时空
流转里“行行重行行”。江南，自然在其生
命中留下了深刻明晰的印痕：微雨杏花，惠
风和畅，如画的乡野，如歌的四季……一方
面，这是仅属于周华诚的颇具私家色彩的
地理上的江南；另一方面，当江南的山水、
江南的风情、江南的生活等化为文字，婉约
在万千读者的眼眸、心田，江南便成了所有
人温暖可触的梦，一若灼灼艳阳般化为精
神的永恒。

“作为散文的文字，是生命状态的一种
呈现。所以它不是目的。做饭，种田，饮
酒，看花，写字，画画，都是日子的鲜活可
爱。依我看，散文不过是借题发挥。”周华
诚在书之《总序》中坦言。从《寻花帖》一册
来观，我们或会慨叹，作家原也是“俗人”
啊。4 辑文字，依例没能脱离柴米油盐酱
醋茶的庸常、琐屑，尽管，其中更多的篇章
书写的是琴棋书画诗酒花的韵致、雅趣。
然而，“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

是。”日子的味道总源于自我酿造，作家的
不俗之处，恰在于拥有“借题发挥”的眼光、
智慧与心性，以至行文，每如山溪奔流，晓
畅淋漓，淙淙然，晶晶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于《春山慢》
一卷，似可用清代文人张潮在《幽梦影》中
的“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
章”两句来概括。“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
路上”应该是周华诚的常态追求。3 辑作
品，起止都在江南大地，或漂流水上，任意
东西；或行吟山林，探幽寻芳，江南大地的
灵秀、曼妙、苍翠、恬谧，以及广博、古朴、绵
厚、悠远等，均在作家笔底一一呈现。

周华诚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西
湖。”《廿四声》一册，记录了作家一个人“孤
独的修行”。说“大隐隐于市”也好，说那个
写《瓦尔登湖》的梭罗转世也罢，实际上作
者并不“孤独”，反而很享受与西湖、与季节
的每一次约会。从初抵杭州的白露时节，
至天气微凉的处暑之日，24 个节气，24 篇
散记，细腻，真挚，接地气，富诗意，且自成
腔调，正如评论家成向阳所赞叹的：“这腔
调有魔力，如同幻术，如同春天的细雨，一
滴一滴慢慢催开眼前的花朵。而那份从
容、宁静、和缓，也正是一切美好的事物都
该有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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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生聆听用一生聆听江南的心跳江南的心跳
□ 刘 敬

“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
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
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我们不难
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屈地奋斗着、
坚持着，要把这种精神推广到整个中国。”84
年前，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托马
斯·亚瑟·毕森亲赴延安，在自己的笔记里这
样写道。

1937年6月，七七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
助下，毕森与汉学家欧文·拉铁摩尔以及其他
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

在一路艰辛中，毕森亲眼见证了当时中
国社会的动荡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并在
历经坎坷抵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
朱德等红军领袖。毕森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
铅笔写在两本笔记本上。

除了文字记录，毕森一行人还拍摄了大
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沿途的景象，
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
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风采。

如今这段尘封 84年的笔记，集合文字记
录及大量照片，汇成《1937，延安对话》，由人
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而这部书的出版经历了
半个多世纪的曲折。

毕森一行从延安返回之后 5 天，七七事
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之后不久，毕森回
到美国。这期间虽然历经磨难，但是毕森始
终谨慎且精心保护这些珍贵的笔记。直到
197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出
版了这本珍贵笔记的英文版。

“在过去的几十年岁月里，我曾辗转流离，

多次搬迁，但是，这两本笔记却一直完好无损
地保存在身边，跟随着我，浪迹天涯。仅此一
点，便足以证明，它们在我心中所蕴含的意义
有多么重大”——对于必森来说，在延安的这
段特殊经历，不仅留下了这些可贵的笔记，还
让他从一名信仰上帝的传教士，转变为一名坚
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延安笔记》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之后，未
引起太多关注。2019年 1月，旅居加拿大的
华人作家，也是本书的中文译者李彦，写了一
篇讲述毕森生平的散文《校园里那株美洲
蕾》，投稿到《当代》杂志。文中提到毕森到访
延安并撰写《延安笔记》一事，引起编辑的注
意。编辑开始寻求在国内出版这本书的渠道
和方式，2019年 3月前后向人民文学出版社
申报了图书选题。

2020 年 3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图书馆签订了版权合同，同时
也收到了李彦翻译的中文书稿和《延安笔
记》在 1973年出版时原书的扫描件。2021年
3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如期收到了党史专
家的审定意见和高度评价。于是，80多年前
那本铅笔记录的《延安笔记》，经过多次讨
论，最后定名为《1937，延安对话》与中国读
者见面了。而且出版的时间，正是 84年前毕
森到访延安、正在与革命领袖们深入交谈的
日子。

这是这些笔记首次在中国出版中文单行
本，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岩
将《1937，延安对话》称为一部“新发现的《红
星照耀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