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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曾有过一个关于读书的有趣
问答。有网友问，我读过很多书，但后
来大部分都忘记了，那么阅读究竟还有
什么意义？网友回答，当我还是个孩子
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已经记不起
来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
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我的肌肉和骨
骼。阅读对人的影响也是如此。

无论是伏尔泰所言“读书使人心明
眼亮”，还是狄德罗所说“不读书的人，
思想就会停止”，都道出了读书的好处
和意义。人要润泽心灵、充实灵魂、丰
富精神，就离不开读书。

人于幼时自然天性相差无几，岁月
渐长便有了比较明显的差别。成大器
者，雄才伟略；不学无术者，粗俗浅薄。
原因就在于：人心如良苗，得养乃滋长。
读书不仅能激发人的思想活力，而且能
滋养浩然正气。我们无论是读诸子百
家，还是读唐诗宋词，都不难感受到贯穿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精神追求。那些高亢
激越的文字、那些滚烫沸腾的情感，每每
读来扣人心扉，让人热血奔涌。一本好
书，既是朋友又是人生向导。在阅读中，
我们不难找到心灵的栖息地，万卷书香
是对生命的馈赠。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

书。”人的知识，部分来自实践，部分来自
书本。然而，时光如流水，盛年不再来，实
践终归是有限的，但书录百世人，记载千
年事，广博浩瀚，读书是增知益智最好的
途径。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人与人之

间命运的不同，常常与对待读书的态度有
关。谁发奋读书、刻苦学习，掌握了更多
的知识，谁就有可能占领竞争的“高地”；
谁以书为伴、潜心钻研，长期坚持，谁就有
可能业有所成。正所谓“知识改变命运，
学习创造未来”。一个人越注重读书学
习，他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层次越会超越直
接经验的束缚，进而从前人的智慧中获得
无穷的能量；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将他
人的智慧和经验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储备，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自己的能力水平。

古人讲，治天下者先治己，治己者先
治心。人的一生是短暂的，但读书却能
拓展生命的宽度。我们目力所及看不到
远方的万千变化；我们经验所及体会不
到历史的涓涓细流；我们生命有限，也不
可能仅通过个人历练寻得人生真谛，但
书中承载的智慧、阐释的哲理、抒发的情
感，会给我们带来有益的启迪。

品读书香，走出狭小的自我，畅游历
史的长河，触摸时代的脉搏，关注丰富的
生活，与书中的大师、贤者作心与心的沟
通，能让我们开阔视野、修身养性、充实
精神。品读书香，犹如在冬日里沐浴和
煦的暖阳，人的心灵总会受到感染和净
化。“男儿若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
读。”人生在世，总会遇到许多挫折和挑
战，读书恰能给予我们战胜挫折、应对挑
战的胆识，并转化为改变命运的智慧。

借助读书的力量，生命之树将更加
繁茂丰盛，我们不妨在阅读中开启精彩
人生。

在阅读中开启精彩人生
■吴明泽 张金山

阅读时光

近日，由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
会与中国美术出版总社联合举办的
“《人民的战士》连环画手稿展暨《人
民的战士》连环画首发座谈会”在中
国美术出版总社人美美术馆举行。
《人民的战士》 连环画根据 《耿

飚回忆录》 改编，邀请了程国英、
洪钟奇、赵寿楣三位知名画家进行
创作，以图文并茂的艺术形式，生
动再现了耿飚将军的人生故事。连
环画共 10 册，分为上、下篇，分别
讲述了耿飚将军的戎马生涯和外交
经历。
“我永远是人民的战士”。耿飚

将军一生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阅
历丰厚，连环画重点选取了他人生
经历中具有代表性的故事，以严谨
写实的绘画风格还原历史镜头，刻
画人物形象。在故事的描绘中，作
品注重将人物形象与历史环境的变
化有机融合。如在革命战争时期，
画面的线条勾勒较为粗犷，疏密有
序、黑白对比强烈，营造出较强的
艺术感染力，将读者带入到战火纷
飞的年代。
《人民的战士》 连环画的出版发

行，正值耿飚将军诞辰 111 周年。耿
飚将军的女儿、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
金会创会会长耿莹说：“连环画满载着
童年的幸福，‘小人书’里有童年满满
的回忆。今天以这种特别的形式展
现，既是对父亲的怀念，也是对连环
画艺术的保护和‘红色文化’薪火相
传的继承。”

据悉，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
下一步还将推出“红色文化”系列

有声书与连环画，以激励更多年轻
人了解历史，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
精神。

连
环
画
讲
述
老
一
辈
革
命
家
故
事

■
本
报
记
者

李
诗
鹤

长征，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
迹，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壮举。那条
地球上的“红飘带”，不仅改变了中国命
运，保存了革命火种，还留下了伟大的
长征精神。

多年来，众多艺术家用生动细腻的
笔触，记录长征故事，深情描绘了一幅
幅壮美画卷，艺术再现这段惊天动地的
英雄史诗，在审美创造中传承着长征精
神。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红色
记忆——馆藏革命军事艺术作品”陈列
区，你会看到许多关于长征的难忘“瞬
间”。把这些历史瞬间连缀起来，就是
一道色彩斑斓、恢弘磅礴的万里长征画
卷。

1934 年 10 月，红军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尹
戎生的油画《告别》，描绘的正是父老乡
亲送别红军的场景。作品画面上，天空
阴云密布，崇山峻岭间风雨欲来，冷色
调渲染的画面映衬出人物情绪，反映了
离别时刻的依依不舍。老乡们为红军
战士送来布鞋等物品。一位红军将领
紧紧握住老大娘的手，面色凝重而坚
毅。远处，一支红军队伍已经沿着蜿蜒
曲折的山路出发，一面红旗高高飘扬在
队伍前面。作品用绘画语言生动细致
地表达了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

1935年1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改变
行动计划，转向敌人兵力相对薄弱的贵州
前进，并决心强渡乌江，向遵义地区前
进。魏传义的油画《强渡乌江》，再现了红
军指战员不畏牺牲，冒着枪林弹雨强渡乌
江的战斗场面。作品画面上，汹涌冰冷的
江水呈现冰蓝色，江对岸苍茫一片，此岸
悬崖峭壁。江中的红军战士扎筏而行，竹
筏横竖错落。战士们身负着红缨大刀和
步枪，或撑篙划桨，或涉石攀岩，或射击投
弹。画作虽是静态，但观者的耳畔仿佛已
闻枪声大作，江水滔滔。画面中，山势突
兀，向江面呈倾轧之势，象征着红军战士
面临的处境之难，突出了“强渡”的艰险。
奋力登岸的4位战士是画作描绘的重点，
他们的形象机警顽强。作品在构图上呼
应有致、节奏明快，生动刻画出红军战士
英勇善战的神采。悬岩、江水、远岸，层次
分明的构图处理，将战斗的过程交代得清
晰又有戏剧性。

到达遵义后，红军得到暂时休整。

1935 年 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
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立
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
位，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
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彭彬的
同名油画《遵义会议》，正是描绘了这一
重要事件。画面选取了会议召开后，毛
主席和参会领导步出会场，与等候在门
外的红军战士、群众相见的场景。作品
用色明亮大胆，毛主席等领导同志迎着
朝阳，眼神坚毅，阔步走来。红军战士
与群众簇拥在领袖身边，流露出信赖与
期待的目光。这是一幅希望之作、光明
之作。欣赏这幅作品，我们感受到的不
仅是画家用笔触、色彩等绘画元素在表
现，仿佛也听到了画家用心地诉说。遵
义会议的光芒照耀了红军前进的道路。

长征中留下了无数经典战例，“飞夺
泸定桥”便是其中之一。泸定桥是四川
入藏的重要通道和军事要津，也是中央
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刘国枢的油画
《飞夺泸定桥》描绘了连长廖大珠带领21
名勇士夺取泸定桥的英雄壮举。作品主
色调采用了苍黄和黑褐。河水湍急，群
山陡峭，天空昏沉，画面苍茫大气、庄严
肃穆。画家用笔用色奔放，河面、桥梁、
两岸构成一个具有高度审美的几何图
形，传递出一种稳固的力量。桥上，勇士

们或匍匐射击、或扬手掷弹，岸边硝烟弥
漫，足见火力凶猛、战斗激烈，作品展现
出一种大无畏的英雄主义气概。

1935年 8月，红军在四川毛儿盖召
开会议，决议分两路北上抗日，为躲避包
围圈和节省路程，红军毅然进入了危险
重重、被当地人称作“死亡之海”的草
地。文学作品中，陆定一的《金色的鱼
钩》和王愿坚的《七根火柴》，就是以此为
背景创作的经典作品。不同于作家的表
现方式，张文源的油画《红军过草地》并
没有着力表现艰辛，而是塑造了一群即
将走出草地，脸上透露着希冀之光、胜利
之光的红军形象。画面近景中，一群红
军将士手持竹杖，身披斗笠，头戴草帽，
肩扛机枪，高高擎起红军军旗；远景处，
一群战士正合力拉出陷入泥潭的军马。
画作恢弘壮观，红军将士英气勃发。观
赏这幅作品，我们会不由自主地被红军
将士们寓动于静的姿态所吸引，于静态
油画中体味到动态之美。

红军在长征途中曾翻越夹金山、梦
笔山等多座雪山，有许多作品是描绘这
一壮举的，艾中信的油画《红军过雪山》
便是其中的佳作。《红军过雪山》借鉴了
国画大写意的造境方式，云如伞盖，山
如刀削，一队红军将士顶风冒雪前行，
在雪山上刻出一条大道。画面中尽管

看不清每一名战士的面貌，但观者却从
他们的背影中读出了如雪山般坚定的
意志。在造型上，画作将人物与景色处
理得简洁洗练。雪山苍凉、陡峭，极端
恶劣的环境更加衬托出红军战士英勇
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历经两年的长途跋涉和千难万险，
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分别于甘肃会宁、
将台堡胜利会师，标志着红军长征的胜利
结束。蔡亮、张自嶷的油画《三大主力会
师》，用壮阔的画面展现了这一令人激动
的历史场面。旌旗摇曳，众人欢欣鼓舞，
老战友相拥而泣，老乡更是情不自禁地高
高举起了司号员……相聚时刻的幸福之
情溢于言表。画家扎实的造型功力和精
湛的油画技法增添了作品的艺术感染
力。人物组织节奏分明，形态准确生动，
表情丰富传神。品读这幅作品，既有“万
水千山只等闲”的昂扬和豪迈，又有“三军
过后尽开颜”的鼓舞与欢欣。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多少珍贵的记
忆值得我们永久的凝视、深思和珍藏。
今天，重温这些油画作品，透过艺术家们
用深情笔触为长征谱写的视觉诗篇，我
们能够深切感受到红军将士们坚韧不
拔、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这
些作品既是诗意的传递，精神的传承，更
是一种震撼心灵的鼓舞与鞭策。

油画里的长征
■李庆文

重温经典·感悟初心

《遵义会议》（油画） 彭 彬作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

阅图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武警

警官学院训练基地学员毕业

前进行爬绳考核的场景。拍

摄者采用剪影的手法，用高速

快门定格下学员们攀绳而上

的瞬间。条条绳索间，奋力攀

登的学员呈现出不同的姿态，

仿佛五线谱上跃动的音符，构

成了一幅妙趣横生的画面。

（点评：张 丹）

协奏曲
■摄影 侯崇慧

日前，军旅作家陈惠方创作的传
记文学作品《张思德》首发式暨赠书仪
式在京举行。

张思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楷模。在他短暂的一生中，总是把党
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
传记文学作品《张思德》以丰富翔实的
史料、质朴的语言，生动记述了张思德
朴实无华却又重如泰山的一生。

陈惠方在发言中说，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宗旨，张思德是践行
这一宗旨的榜样；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薪
火相传，必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
人，在新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与会嘉宾表示，通过这部作品能够
让读者更加深切地了解到张思德平凡
而伟大的一生。我们今天学习、怀念张
思德，就是要将他的精神传承下去。

重温张思德精神
■刘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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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海是包容的，包容着万千色彩，
包容着变幻的美。

那一年初冬，我随“郑和”号训练
舰在海上生活了两个多月，眼见海水
的颜色由近岸的浑黄到远海的蔚蓝，
从太平洋外海的碧波荡漾到印度洋海
域的水天一色。大洋深处的海水，一
眼望去无边无际，远远地与天际尽头
相接，比天空的色泽蓝得更加惊心动
魄，仿佛一块荡着波纹的蓝宝石，剔透
又美丽。这些变幻的色彩，都是大海
呈现给世界的美景。

大海是包容的，包容着风、浪、
涌，也包容着变幻莫测的海上风暴和

种种海况。
海上大风大浪造成的颠簸，对初次

随舰出海远航的我来说，可谓是一种难
言的折磨。不仅坐立不安、茶饭不思，
还伴随着恶心呕吐，就是人们俗称的
“晕船”。晕船时，脑子里仿佛有个小人
儿拿着锤子在敲击太阳穴。坐着时，身
子随着船晃动；站立时，头重脚轻无法
保持平衡。有时晕得厉害了，恨不得把
胆汁都呕出来。

但是身为一名海军战士，风里来、浪

里去，以大海为家，以波涛为枕，岂能被晕
船击败。身边同我一样初次出海远航的
战友，晕船的也有不少，但大家始终井然
有序，都坚持着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人的
适应性是很强的，待在海上的日子久了，
我也逐渐适应了晕船。午夜入眠，海浪阵
阵，犹如拍打在耳畔。波涛摇晃着我，也
算是体会了一把歌词里“年轻的水兵头枕
着波涛”的感觉，别有一番韵味。

大海是包容的，包容着孤独与思
念，也包容着使命与责任。

在海上实习的日子里，没有通信信
号和网络，也没有了陆地上丰富多彩的
文化生活，日子难免显得枯燥；但同时，
没有了外物的干扰，生活也变得简单有
序，每个人都认真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身为军人，每一份坚守都与祖国的安全
息息相关。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中，
我读懂了什么是使命与责任。海上风
狂浪涌时，我常会想到高尔基笔下的海
燕，那勇敢的精灵迎着风浪高傲地飞
翔，发出欢快地鸣叫。人也一样，只有
勇敢地到更广阔的领域、更艰苦的环境
中去搏击风浪，才能在实践中获得磨
练，提升自我。

当我注视着这辽阔的蓝色海洋时，
这无边的大海也在注视着我。作为一
名刚走出象牙塔的年轻军官，就像这广
袤大海中的一滴水——大海包容了我，
我也在包容中不断成长。

年轻的水兵头枕着波涛
■汪天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