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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封抗战家书，在秋日凉风中捧来重读，会
有一种情怀令人泪流满面，会有一种力量让人心
潮澎湃。

透过抗战家书，看到一种滚烫的爱国情怀：天
下兴亡、匹夫有责；透过抗战家书，升腾一种激越
豪迈的民族气节：视死如归、宁死不屈；透过抗战
家书，感受一种久违的英雄气概：不畏强暴、血战
到底；透过抗战家书，感到一股力透纸背的必胜信
念：百折不挠、坚忍不拔。

“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
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
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在闲游与独坐中，有时总
仿佛有你及北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
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
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在写给妻子
刘志兰的信中，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谈论战争
及形势，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之余，字里行间饱
含着他对妻子和女儿的牵挂。在给母亲的家书
中，左权这样说：“过去没有一个铜板，现在仍然没
有一个铜板。过去吃草，现在准备还吃草。但为
了民族国家的利益，将士们都有一个决心，一定要
把日本鬼子赶出去。我们只有一个目的，这个信
心特别强烈，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是要把他
们消灭掉。”1942年 5月 25日，左权在山西辽县麻
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
总部机关突围转移时，血洒十字岭，壮烈殉国，时
年37岁。

“宁儿，母亲对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
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
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
永远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
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儿子啊，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
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
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革命烈士赵一曼在牺牲
前写给儿子的遗书。1935年 11月，在与日军作战
中中，，赵一曼赵一曼负伤被俘。日军屡屡动用酷刑逼供，赵
一曼仍坚贞不屈。1936年8月2日，英勇就义。

符克，1915年出生于海南文昌，中学毕业后，
投奔在越南谋生的父亲。1939年，日军侵占琼崖，
即今天的海南。消息传到越南，已是中共党员的
符克立即组织爱国华侨，回国参加抗战，牺牲时年
仅 25岁。他的家书，每一个字都充满了抗日华侨
的爱国情怀。“我相信你们是了解的，国家亡了我
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不
是少数人所能负得起的，我之参加革命工作，也希
望你们放大眼光与胸怀，给予无限的同情与原谅
吧。”“爸和哥!你们宠爱和抚育我，我时刻是牵挂着
的。不过，我实在没有机会与能力来报答你们。
也许你们会反骂我不情不孝吧。我之所以参加救
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
职，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事业而已。”“爸
和哥，别挂心吧!鬼子赶出中国以后，我们一定能
够得以共叙天伦之乐的！假使遇有不幸，也算是
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是我的人生的最大休
息了。”

“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
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这是共
产党员、抗日名将吉鸿昌在走上刑场前，写给其妻
胡红霞的遗书；“我们要中国打胜仗，必须全中国
四万万同胞都团结起来，同心合力去打鬼子，才能
把鬼子赶出中国。”新四军烈士胡孟晋的辞别书道
出了当时国人的心声……

一封封抗战家书，既是坚定信念牢记使命的
教科书，亦是面向未来振兴中华的进军号角。

我们捧读壮怀激烈的绝笔，聆听殷殷的嘱
托……在那些朴实的文字、纯真的情感、高尚的理
想中，体会革命志士博大胸襟、浩然正气。

好书是可以总读的。这是我读《高路入云
端》一书的感触。

《高路入云端》出版于 2011年，分两大章，
“水之远”“山之高”。书中大多数篇章是作者
数十年累积的人生感悟。

这是一本向外看的书。书中收录的 43篇
散文，涉及十多个国家，内容涵盖政治、经济、
社会、历史、文化、自然等多个领域。但作者
却以独特的眼光，在别人见多不怪的景象中，
看到了独特的另外一面。就如作者自己所
述：在罗马，人们看到的是废墟，我看到的是
辉煌；在东京，人们看到的是停滞的繁华，我
看到的是隐藏在这种繁华深处的人的精神危
机；在滑铁卢，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打了败仗的
拿破仑，我看到的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在柏
林，人们看到的是一道倒塌了的墙，我看到的
是一道依然存在的无形的墙；在开罗，人们看
到的是金字塔的雄伟壮观，我看到的是野蛮
和罪恶铸就了人类初期的伟大文明；在好望
角，人们看到的是殖民者的血腥扩张和两洋
交汇的壮景，我看到的是中国人为什么就绕
不过这个角和东西文明最终将汇为一体的人
类大同世界；在巴西利亚，人们看到的是“世
界城市建筑博物馆”，我看到的是一条通过迁
都带动巴西经济起飞的路；在里约热内卢，人
们看到的是高楼大厦和贫民窟的不协调，我
看到的是这种巨大反差中的和谐与包容;在
伊瓜苏，人们看到的是飞流而下的壮丽瀑布，
我看到的是像瀑布一样轰然坠落所激起的人
生奇观;在哈尔滨，人们看到的是冰雪节的恢
弘和壮美，我看到的是人造冰雪和有些重大
发明将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眼睛
能够看到的地方叫视力，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叫眼光”，只有在不断思考的人，才能有这种
眼力。

这是一本向内看的书，看社会，看文明变
迁。这里面的看，更多的是作者的思想内涵和
精神追求。他总能站在时代的高度，或对历史
人物、或对现实生活、或对自然生态、或对人类
命运引发出自己的思索和感悟，呈现出一种独
特的风格和魅力。印象最深的就是《江西老
表》，文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全面分析了江西
人文化性格的丰富内涵和形成原因，字里行间
充满了中肯的赞许、透彻的批判、殷切的期望，
可谓一针见血、一鸣惊人。

这是一本看共产党人历史责任与使命担
当的书。所有的篇章里面，都饱含着责任与

使命的思考，对国家的深情，对未来的期待。
《高路入云端》一文，以毛泽东同志重上井冈
山为主线，由黄洋界崎岖的山路引申出革命
的路、社会主义……所作的一系列思考都散
发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坚定的理想信念。《风
雨岚山路》《巴西利亚的路》《故乡的小路》，是
对道路的深邃思考；《一张小桌和一首名词》，
则酣畅淋漓地铺陈了一张小桌与中国革命的
关联，用小切口对壮阔的历史进行审视，让人
读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和领袖的伟人
气概。

在每一个时代
里 、在 每 一 道 风 景
中 、在 每 一 种 思 索
下，我们都能读到浓
浓的家国情怀。我
想 ，十 年 踪 迹 十 年
心，这不正是作者用
深沉的人文精神和
独到的审美意境给
读者的丰厚滋养么？

上世纪 80年代初，脸朝黄
土背朝天的父母，眼光似乎比
一般同龄人看得远，东拜菩萨
西拜佛，把我转到了县城小学
就读。

一个春光灿烂的中午，我
到校很早，偌大的校园几乎空
旷无人。年幼的我终究抵不住
校园的静寂，萌生了到街上玩
玩的想法。出校门向右拐，不
一会儿便来到了十字街。我四
处张望，毫无目的，最终选择了
继续向右拐。走了十几米，不
远处店门口上方挺立着四个漆
红的大字“新华书店”。仿佛被
一种力量牵引，我迈进了那间

“商店”。
一走进去，见识浅陋的我

立刻惊呆了。
特别奇怪的是，这个“商

店”既没有零食，又没有玩具，
唯有书，到处都是书——玻璃
柜里躺的是书，橱柜里立着的
是书，木板上搁的是书，左左右
右，上上下下，里里外外，全是
书。从来没看到这么多书！我
小小的心脏像撞鹿一般，透不
过气来。我努力让自己平复下
去，仍抑制不住莫名的兴奋与
冲动——竟然有这么一个好去
处，最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令我们
小孩子许多梦萦魂牵的小人书。

何时出来，我已忘了。一
走出书店，双眼迷离的我立刻
懵了。因为心心念念着这件
事，竟忘了来时的路。还因为
迟到，挨了老师的一顿狠批。
尽管如此，我还是迷恋上了这
间“商店”。无论是中午上学、
下午放学，抑或是周末，只要有
空，我就一人或约上小伙伴往
这里钻，哪怕隔着玻璃的阻挡，
瞄上一眼，能过上一阵书瘾。

新华书店，承载了我年少
时的大部分闲暇时光，从此也
为我打开了另一扇窗。

小学快毕业了，我好不容
易攒了一些钱，到新华书店买
了一本《语文基础知识》，8毛 3

分钱。这本书我相中好久了，
觉得它几乎囊括了小学语文方
面所有的知识，那可是我瘪着
肚皮省了多少次早餐，才积累
下来的。手捧自己心仪的图
书，如获至宝。

读中学时，新华书店搬迁
到了正大街南路。正好上下学
每次都从门前路过，省却了拐弯
抹角之赘。故而进去看书的频率
大大提升。

初二的一个暑假，父亲拉
了一板车稻谷到粮管所去卖，
我在后面推。卖了稻谷，我向
父亲要了几块钱，准备买书。
父亲见我是买书，倒没说什么，
应允了。我左挑右选，最后买
了一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

《梅里美短篇小说选》，这是我
生平买的第一本小说，还是外
国作家写的。不知为何挑选了
这本书，或许在众多书里可能
比较便宜，或许是对外国作家
充满了好奇。总之是一场缘
分，我选定了它。首次阅读，似
懂非懂，多年后却成了我珍藏
的记忆。

上中专时，我进新华书
店特地买了一本《中国交通
手册》，那时一颗年轻驿动的
心，怀揣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的梦想，希冀走遍中华名山
大川……

光阴荏苒，如今我已到中
年。家中藏书逾千册。每每回
首与新华书店的交集，不禁感
慨嘘唏。一次偶然的闯入，就
像“千古第一才女”宋代词人李
清照，误入藕花深处，探寻到了
其中的奥妙，领略到了其中的美
好，从此沉醉其间，不知归路。

博尔赫斯说过，如果有天
堂，一定是图书馆的模样。我
想，天堂还应是新华书店的模
样，一走进去，让人闻到书香，
沉下心来，浸润着那份圣洁与
典雅。

我愿意，与新华书店，从
此，白首不分离！

文学深处的百年回响文学深处的百年回响

近日，由东华理工大学刘
紫春教授、华启和教授等编著
的《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生
动实践》一书由中国环境出版
集团出版。该书系统总结了江
西省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积极打造美丽中国“江西样
板”的突出做法与经验。

该书从“五位一体”的视
域，全景式考察了江西生态文
明建设的具体做法，分析了生
态文明创建的绿色发展路径。

“五位一体”视域下的生态文明
建设指的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
入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建设
的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文明
建设应是基于政治、经济、社会
和文化各方面的全面的绿色变
革或绿色转型。本书第一章中
论述了江西在优良的生态环
境、深厚的人文积淀、持续的生
态实践方面展现的历久弥新的
生态底蕴和久久为功的守护绿
水青山的努力。在第二章中，
分析了“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
同体”这一理念在江西的生动
实践，展现了江西以系统性思
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谋
划生态环境综合治理的系列举
措。在后面的篇章中，分别论
述了江西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
经济建设（绿色发展）、政治建
设（生态文明 体 制 改 革）、社
会 建 设（生 态 扶 贫）和 文 化
建 设（生 态 文 化）的 实 践 做
法及启示。

该书还具体分析了江西的
生态文明建设在强化顶层设计

的基础之上，着重发挥首创精
神的地方实践，突出了生态文
明建设的“江西特色”。更好地
发挥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目标的
统一性规约功能和更积极的鼓
励与引导地方实践路径的多样
化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重
要问题。该书全面考察了江西
在强化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
方面的举措，具体分析了江西
积极发挥地方首创精神的特色
做法，具有较强的指导性和推
推广意义。

最可贵的是，该书提供了
一种在省级行政区划基础上研
究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维度”
的视角。生态文明建设的“空
间维度”指的是我国的生态文
明建设更适合在何种区间或哪
一个层面上率先展开和推进，
也就是说究竟在哪一级行政区
划或多大规模的地理空间内来
构建经济、社会和生态之间的
平衡与优化是更为有效的。针
对这一问题，笔者认为，纵观
省、市、县、乡镇、村五级行政区
划，在省级行政区划上开展生
态文明建设是更为理想的选
项，而该著作则以江西为例印
证了笔者的这一看法。

《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的
生动实践》一书以严谨的架构
和丰富的内容展现了江西在生
态文明建设方面所做出的颇具
特色的努力，绘就了一幅“风景
这边独好”的江西生态文明故
事的美丽画卷。

书店的模样
□ 朱小毛

抗战家书
的民族精神

□ 卜庆萍

品书品书

讲好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的江西故事

□ 郇庆治 曹得宝

▲《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
汪兆骞 著
现代出版社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和精神，
文学总是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将家国、社会和
个人紧密地联系起来。《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
文人》一书，从个人的视角，记录了 1949 至
1966年期间，中国文坛鲜为人知的故事。这对
于我们从多维度、多视角认识一个时期的文学
风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价值。

中国共产党一直都高度重视文艺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明确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
会主义服务，鼓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
今用、洋为中用。在党的文艺方针的指导
下，作家们以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纷纷
投入到各自的创作中。1949 至 1966 年期间
的文学，简称“十七年文学”。这个时期的作
家们，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用满腔的爱
国热情，以现实主义为主基调，围绕革命历
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纷纷走向火热的生活进
行创作。

《启幕：中国当代文学与文人》一书，收
录了丁玲、老舍、曹禺、赵树理、冯雪峰、聂
绀弩、王蒙、柳青、萧也牧、孙犁、杜鹏程、曲
波、王愿坚、茹志鹃、峻青、周立波、李準、草
明、宗璞等 40 多位作家的创作故事和代表
性作品。他们自觉地将壮丽斗争的历史记
忆和人民创造新生活的现实记忆，铸成文
学的情感与经验，内化于心性血脉，以清醒
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份、发挥自己的民
族特色，以其品种、颜色和香气竞相争妍于
家国的姿态，显示了文学的繁荣与力量。
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一部中国当代
文学启幕史。

在书中，关于“十七年文学”期间的作家与
作品的精彩叙述实在太多。比如孙犁与《风云
初记》《铁木前传》，吴强与《红日》，刘知侠与

《铁道游击队》，曲波与《林海雪原》，徐光耀与
《小兵张嘎》，周立波与《山乡巨变》等等。每位
作家的作品，都饱含着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深
沉的爱。这些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不仅增强了
文艺的活力，对人民群众还是一次次无形的思
想教育。正是一个个作家和一部部好作品，构
成一个时代璀璨的文学风景。

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
□ 陈华文

十年踪迹十年心十年踪迹十年心
□ 熊敏剑

▲《高路入云端》
刘上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

《
抗
战
家
书
》

中
国
人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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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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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纪
念
馆
、中
国
人
民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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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物
馆

编
著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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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文学总是以其独特的方式记录着历史。中国共产党的百年
历程中各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在文学中得
到了生动的书写，汇聚成深情、激越、壮美的赞歌。让我们一起
来品读文学叙事中赓续和传承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