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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苑随笔

启迪智慧，滋润心灵

作为一代伟人，毛泽东思想深邃，知
识渊博，而这些来源于他一生博览群书、
一生实践求真。近日，有幸阅读到中共
中央办公厅老干部局原局长徐中远著
《毛泽东读书生活十二讲》（人民出版
社），全书内容生动、资料翔实，用其 10
年近距离服务伟人读书、40年专门研究
伟人读书的独特视角，介绍毛泽东读书
的精神、读书的内容、读书的方法，读后
从中受到莫大的启示。

毛泽东倡导“活到老学到老”，他本
人更是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的光辉榜
样。毛泽东一生酷爱读书，少年时期，
他读书“像牛闯进了菜园吃个不停”；青
年时期，曾在繁华的马路旁、昏暗的路
灯下看书；革命战争年代，行军休息的
间隙仍不忘读书。新中国成立后，他的
居住地、办公地，卧室的床上、办公桌
旁、会客室里、甚至吃饭的地方，全都摆

满各种书籍，就连出国访问、外出开会、
视察工作，都会亲自挑选要带的书目，
常常一带就是几箱子，一有空闲就读
书。常常会因为读书耽误吃饭，工作人
员催促他，他总会说：“还有一点，看完
再吃。”面对工作人员再三的催促，他有
时也会边吃边读，还对身边的同志说：
“饭可以少吃、觉也可以少睡，书可不能
少读啊！”

游泳是毛泽东终身爱好的一项运
动，可就在他下水前或游泳后稍稍休息
的几分钟里也时常看书。时间就这样被
他“挤出来”“抢出来”“换出来”。到了晚
年，多种疾病接踵而来，在病魔缠身的最
后几年里，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读书，
小字本的书看不清楚，就看大字本的，有
的书没有大字本的，他就用放大镜阅
看。在白内障手术后的一段时间里，他
让工作人员为他读书。1976年 9月 7日
到 8日下午，弥留之际的毛泽东上下肢
插着静脉输液导管，胸部安有心电监护
导线，鼻子里插着鼻饲管，仍然坚持要看
文件、看书。据记录，8日当天，他看文
件、看书11次，共2小时50分钟。

毛泽东的一生身边不能没有书、每
天不能不读书。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
根本原因在于，他从思想认识上、理想
追求上清楚“为什么读书”。他在不同
时期不同阶段都有自己的独特抱负和
追求，始终把读书当成自觉自愿的行
动、作为从不懈怠的生命实践。青少年
时代，他从大量的书籍中发现王侯将相
甚至乡绅都拥有土地、兵权，却从不劳
动，全靠农民供养，而农民却始终备受
压迫、受苦受难。他认为这种不合理的
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变，劳苦大众应该
当家做主。从那时起，他就坚定了推翻

旧的社会制度、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
的新社会的认识基础。

延安时期，毛泽东伏案苦读马列主
义著作和哲学书籍，因为革命的实践告
诉他，完全照搬共产国际、苏联的革命
理论并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必须总
结出符合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新
理论；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工作中心转
移到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毛泽
东的读书重点也随之转移到经济学经
典著作上来，就是为了弄明白社会主义
建设实践中遇到的现实问题。毛泽东
发奋读书是为了实现他的崇高理想、远
大抱负、人生追求，是为了指导总结革
命建设实践的新理论新思想，是为了汲
取经验、增加知识、增长智慧、丰富和完
善自己。
“不动笔墨不读书”是毛泽东孜孜

践行的读书方法。这源自毛泽东老师
徐特立的教诲，其意在“学而不思则
罔”，提倡联系实际思考、批判对比吸
收。毛泽东读书既“跟着书走”又“独
立思考”。据作者回忆，在毛泽东做过
的读书批注中，不仅有很多和著述者
感情共鸣的交流，还有不少是“可疑”
“可以争论”“废话”“不可信”等。毛泽
东说，“跟着书走”的目的是为了了解
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但不能只是跟着
书走，还要大胆质疑，提出不同的观点
和见解。

毛泽东不仅注重从书本上学习知
识，还主张到实际生活中去读“无字之
书”。他在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农
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
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就是说，一切
有用的知识必须是能够解决问题的知
识，这种知识又必须从实际中去探

求。早在青年求学时代，他就多次和
同学游历各县，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
更加注重深入农村、工矿进行广泛的
社会调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既是他
研究中国革命的理论著作，更是他理
论联系实际的历史见证。

毛泽东博览群书、涉猎甚广。从
内容上讲，哲学、政治、历史、军事、文
学、自然科学等，可以说是古今中外
几乎无所不读。毛泽东读《红楼梦》
《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聊斋
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不仅把它们
当故事读，更从字里行间看到一定的
社会形态和社会矛盾；毛泽东读李
白、李贺、李商隐、辛弃疾、罗隐等人
的诗词曲赋，从中汲取充满想象、浪
漫豪放、气势磅礴、文采奇异的情怀和
元素，也造就了他独特的豪迈风格、别
致的诗词文采；毛泽东一生爱读鲁迅
的著作，深深为鲁迅著作中所表达的
彻底革命精神和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
所感动，还把鲁迅的诗句“横眉冷对千
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作为座右铭；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汲取治国理政
的历史经验和文化遗产；读自然科学，
穷究科学精神；读报刊资料，广泛涉猎
社会信息……

或许可以这样说，读书成就了毛泽
东、实践造就了毛泽东。在《毛泽东读
书生活十二讲》中，我们不但能够以近
景视角了解毛泽东读书的往事、故事、
逸闻、趣事，更可以从他一生的读书生
活中得到启示、受到鼓舞，引领激励我
们多读书、善读书，多思考、多实践，更
好地学习成才、更好地读书明志，为强
国强军贡献力量。

跟着伟人学读书
——读《毛泽东读书生活十二讲》有感

■杨克功

深 阅 读

发现书中的大千世界

战斗力的生成离不开我军广大官兵

坚定的信念、过硬的素质、英勇的精神和

高尚的情操，胸怀使命、不畏强敌、视死

如归的血性品格更是我军战胜强敌的制

胜密码和精神利刃。品读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诗词，作品中讴歌的我军官

兵的血性品格，依然是激励广大官兵的

强大精神力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与国民党反

动派的殊死搏斗中，毛泽东写下了许多

展示红军将士血性品格的诗篇。“早已森

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

隆，报道敌军宵遁。”毛泽东以轻松的笔

调讴歌黄洋界保卫战的胜利，同时也令

我们不难体会出“敌军宵遁”背后的血性

精神，因为这场战斗，红军以两个连的兵

力战胜了四个团的敌人。“红旗跃过汀

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

分地真忙。”正是有了英勇红军“跃过”

“直下”的一往无前的血性战斗，闽西革

命根据地人民才迎来了“分田分地”的翻

身。而“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

鲲鹏缚”“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

捣湘和鄂”的词句，则以如椽巨笔描绘了

人民军队壮气撼天的血性气概。在反

“围剿”的词作《渔家傲》中，透过“天兵怒

气冲霄汉”“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词句，我

红军战士那种排山倒海、战无不胜的血

性精神令人怦然心动。

没有血性，就没有“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的赞歌；没有血性，就没

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的信

念。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

胜利会师，毛泽东以一首“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

大将军”的六言诗篇赠送彭德怀。读到诗

作的彭大将军则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

勇红军”。无论是彭大将军还是红军战

士，那种威风凛凛的血性都在他们的身上

英勇地彰显。想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彭

德怀描写团村战斗的诗歌，一种充满血性

的豪气扑面：“猛虎扑群羊，硝烟弥漫，人

海翻腾，杀声冲霄汉。地动山摇天亦惊，

疟疾立消遁。狼奔豕突，尘埃冲天；大哥

未到，让尔逃生！”

红军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

陈毅率领红军转移到粤赣交界的梅岭一

带。在敌人的围困搜索中，潜藏在草丛

中的他做好了为革命献身的准备，写下

了血性豪迈、气壮山河的诗篇《梅岭三

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

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

罗。”“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

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

钱。”“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

涯。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

花。”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作者的耿耿忠

心和诗作的浩然正气何等动人心魄！

“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青年朱

德以这样的诗句表达自己的血性追求。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作为八路军总司令

的他，以“愿与人民共患难，誓拼热血固神

州”“肃清日寇吾侪事，鹬蚌相争笑列侯”

“家国危亡看子弟，河山欲碎见英雄”等诗

句，表达自己和广大抗日军民誓与日寇战

斗到底的血性与豪情。他的20多首高扬

抗日救国旗帜、洋溢着英雄气概的诗篇，

血性偾张，气势磅礴，脍炙人口，如“百战

新师惊贼胆，三年苦斗献吾身。从来燕赵

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苦战三年春

复秋，河山还我慰同仇。他年痛饮龙江

外，长戍边疆卫九州。”八路军副参谋长左

权牺牲的噩耗传来，悲痛万分的他以“名

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

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的诗句，讴歌

左权将军的英雄气概，盛赞左权将军与敌

人血战到底的英勇血性。

早年就投身革命的刘伯承在诗歌中

这样表达他青年时代的血性：“壮志未埋

荒草骨，书生犹剩少年头。手执青锋卫

共和，独战饥寒又一秋。”国难未纾，敌寇

未灭，吉鸿昌的就义诗血性、悲壮、豪迈：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

此，我何惜此头！”聂荣臻回忆平型关大

捷的诗句：“集师上寨运良筹，敢举烽烟

解国忧。潇潇夜雨洗战马，殷殷热血固

金瓯。”读之，我抗日健儿的血性气概扑

面而来。徐向前在回忆响堂铺战斗的诗

歌中，以“龙腾虎跃杀声震，狼奔豕突敌

胆寒。扑天火龙吞残虏，动地军歌唱凯

旋”的诗句，赞美我军同仇敌忾、奋勇杀

敌的血性。

强军兴军需要有血性、能担当的勇

士。老一辈革命家的诗词佳作，为今天的

军人锤炼血性留下了红色基因。我们应

永葆红色基因不变、革命气节不移、英雄

豪气不减、精武强能不懈，从革命前辈的

诗作中汲取强大力量，激荡起横刀立马的

豪气、敢打必胜的底气、舍我其谁的勇气、

赴汤蹈火的胆气、所向披靡的锐气、宁死

不屈的骨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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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阅读的乐趣是一件好事，而真

正有深度、有质量的阅读必须下一番“绣

花功夫”。

文字是抽象的，抽象引发无限想

象。古人读书讲究“俯而读，仰而思”“博

学、审问、慎思、笃行”，多一些精读细读，

像绣花一样慢工出细活，名词佳句时常

回荡脑海、绕于舌尖，在阅读同频之时对

同样的道理和知识能做到跨越时代信手

拈来，这才是阅读的应有之法。

如果阅读者懂得根据自身所需合

理规划知识结构、安排阅读时间，对碎

片化的知识用自己的思路加以连接，就

会成为一个富有个性的整体。几分钟

的时间里记几个单词，背几句诗词；睡

前或饭后，可以用来阅读心仪的书；周

末较长的休息时间可投入更多的精力

进行沉浸式的专题学习。如果对每次

的阅读进行持之以恒的记录思考，加之

融入生活进行提炼总结，培养完成每日

阅读的“仪式感”，日积月累成果必然显

现出来。

我们呼唤那种从字里行间便可上知

五千，下览八百的“古老”阅读方式；我们

倡导多下一些“潜功”，像绣花一样久久

为功的阅读方式。绣花那样一针一针

刺、一线一线绣，阅读也要逐字句推敲、

认真感悟字里行间的细腻情感。试想一

下，如果一天读10页书，一个月就可以

读一本“大部头”，是不是很有成就感？

当合上书的时候，诗文中伊人的音容笑

貌、千里之外的名山大川、西子湖畔的风

中衰柳、落日斜阳下的断桥残雪，便以鲜

活的姿态存于脑海，滋养着想象力无穷

无尽地生长。

绣花飞针走线看似眼花缭乱，但每

针每线都很有章法，也是在接续用力。

深度阅读能产生“知识饱腹感”，意想不

到的箴言珠语在经过消化融合之后很容

易便可淌墨笔尖。如绣花一样，阅读也

要做到“手中千根线，根根不能乱”。或

者是否可以尝试换一种思路，将其理解

为在零碎的时间里积累阅读，由量变促

成质变、从而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呢？

对于军营中的官兵来说，因为战备训练

等原因，阅读的时间等条件无法保障，那

么大家不妨利用琐碎时间，将“绣花式”

阅读进行到底。

博尔赫斯说：“望远镜是视力的延

伸，电话是语音的延续，犁耙和刀剑则是

手臂的延长，而书则完全不同，它是人类

记忆和想象的延伸。”“粗缯大布裹生涯，

腹有诗书气自华。”正如诗文所言，即使

生活当中身上包裹着粗衣劣布，但只要

胸中有学问，气质自然光彩夺人。阅读

还能让我们的内心升起一股山水有情、

草木知意、心境升华的超然感受，这不正

是阅读给予我们的获得感吗？

多下些“绣花功夫”
■高旭尧

刘林新近出版的 25万字《刘林歌
词集·老焦》（河南文艺出版社），以
其渊博的知识、扎实的文字功底呈现
在读者面前。他的歌词常常能打破现
有规则，创造新的手法。就像他歌词
里写的：“百姓嘴里的老焦，喊得咋那
样亲。就像同甘共苦的兄弟，都是一

家人。百姓眼里的老焦，看得还那样

真。吃一样饭穿一样衣，和咱心连

心……”这首创作于党的十八大后，
讴歌和倡导焦裕禄精神的歌词，也得
益于刘林在兰考上山下乡插队落户时
得到焦裕禄精神滋润的经历。

歌曲很快走出河南，多次在央视播

出，在中国文联组织的重大演出活动中
演唱，引起较大反响，2016年被国家文
化部作为年度主题歌曲创作和推广活动
十五首入选作品之一，获得第六届河南
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刘林歌词
集·老焦》 共有“老焦”“我的大中
原”“中国军人老百姓的兵”“听我给你
唱支歌”“郑风·韵”五个部分 130多
首歌词组成，取材广泛，既有歌唱金戈
铁马的军旅生活，又有反腐倡廉的黄钟
大吕，既有对家乡开封的衷心赞美，还
有对五彩缤纷社会的记录提炼。

刘林歌词的开场就很像现代小说
或散文的第一笔，作者创造一个意
境，直接将你带入其中。这在现代文
学里当然不新鲜了，但在歌词创作中
还是挺少见的一种写法。因中文诗歌
往往是先采用“赋比兴”的手法，感
叹一下美景、人物、时光等等，然后

才进入正题，刘林则是直接进入正
题，但你不会感到丝毫的突兀，他的
歌词却能扎进人的心里。为什么呢？
因为他刻画人物、挖掘人性的功力深
厚。歌词手法多变，所营造的意境极
为深远。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

而作”，这既是古训，又是历代文人
富于历史使命感的一种集中概括。
“为事而作”，就必须倾听时代的足
音，呼吸时代的空气，把握时代的脉
搏，让自己的心合着时代的节奏一起
跳动。刘林写的歌词就是这样，始终
在与时俱进，用心感悟时代、体验时
代，为时代而唱。奔涌的时代大潮，
丰富的人生经历，是他写好歌词的重
要依据和源泉。他下乡当过知青，在
部队度过了 35年的军旅生涯后转业到
地方，这对有的人而言，不过是一步

步人生履痕，一项项档案记录，而对
刘林来说，就成了他取之不尽的写作
素材之源。于是，我们就看到他笔下
那些来自现实生活的歌词，如 《老
焦》《我的大中原》《中国军人老百姓
的兵》 等脍炙人口的歌词，澎湃昂
扬，积极向上，催人奋进，声情并
茂，大气磅礴，篇篇都折射出时代变
幻的绚烂色彩，也是其丰富人生经历
的文学记录。

我认为刘林的歌词至少有三重境
界：用情感打动人。有的歌你听着听
着就会心生感动，因为它击中了你的
泪点，让你想起了生命中的某人某
事，自然就被感动。用价值观折服
人。这类歌具有高昂向上的格调，催
人奋进向上，因为它不是靠煽情，而
是通过价值观让你认可。就是让你听
过之后觉得格调很高，神清气爽。用
艺术美感吸引人。这是最难的，所以
能做到这点不容易。因为“艺术美
感”太抽象，它就是一种感觉。你看
到他的歌词就会被艺术的美所吸引。
《刘林歌词集·老焦》从歌词创作的

社会功能到艺术特征，从结构原则到结
构句式，从修辞手法到选韵技巧，从素
材积累到精品打造都能看出作者的功力
雄厚。是一本不可多得的歌词创作好教
材，是广大歌词创作爱好者的有益读本。

情至心处词最美
■吴建国

4月 6日，《解放军报》长征副刊

“今日阅读”版刊登了一篇文章《一本

飞翔了17年的书》。这个感人至深的

故事讲述了作者从2002年买到长篇

小说《地球的红飘带》，历经17年，无

数人争相阅读，直至2018年收到战友

从海外寄还这部书的整个经历。读后

深受感动，也深刻感受到经典的魅力

是无穷的。

《一本飞翔了17年的书》没有用

更多的形容词直接评价赞誉《地球的

红飘带》，而是把对这部优秀作品的高

度评价、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情景和

在社会上产生广泛而重大影响的事实

蕴含在文章细节和故事情节之中，进

而折射出这部著作的强大吸引力和巨

大感染力。这也是近期《解放军报》改

进文风的一次实践。

感谢《一本飞翔了17年的书》的

作者，更感谢作家魏巍以诗人的激情

和历史学家的严肃精神，真实地、艺术

地再现了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壮

举，使诗与史融为一体。

《地球的红飘带》
经典魅力无穷

■张春雨

新书评介

书海淘金，撷取珠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