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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文热心 左丹

“毛泽东晚年爱读什么书？”
回答这个问题最权威的人是

徐中远。他是毛泽东生前的图书服
务员。

11月20日， 御任领导职务，出
任江苏中远助学帮老基金会秘书
长的徐中远，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
院，除了为贫困学生捐款 、向有关
单位捐赠他的新著《毛泽东晚年读
书纪实》外，还以自己的亲闻历见，
为师生们作了关于晚年毛泽东读
书生活的报告。

胡耀邦的提问，毛泽
东晚年读《金瓶梅》吗

“毛泽东最爱读什么书？”
徐中远以这个设问作为报告

的开场：“其实，这一提问是时任中
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提出的。”

因为胡耀邦同志喜欢散步，担
任总书记后住在中南海，每天沿着
“海”要走一万步。1984年至1986年
期间， 中南海部分区域对外开放，
供人参观，胡耀邦的散步就改在毛
泽东丰泽园故居内。

当时，徐中远在丰泽园内整理
毛泽东的图书资料。 他自1966年5
月开始为毛泽东做图书服务工作，
毛泽东每天要看什么书，他和同事
得找出来登记；如果毛泽东要看的
书丰泽园、后来的游泳池住宅中没
有，那么他们就到北京的几大图书
馆去借 ；北京如果没有 ，他们得到
上海、南京等图书馆去借 。毛泽东
逝世后，上级安排他和一些同志清
理毛泽东的遗物 。 这一干又是10
年，直到1987年。对此，原中央领导
同志对徐中远等人评价是 ， 工作
“认真负责，任劳任怨”。

当时，徐中远他们为了防潮防
湿，白天经常开门开窗通风 。胡耀
邦散步时见丰泽园故居存书的屋
子大门开着 ，就常进来看书 ，并与
徐中远等交谈 。一次 ，胡耀邦得知
徐中远是毛泽东晚年的图书服务
员后，便问：“主席晚年是不是天天
都看《金瓶梅》？”

徐中远告诉胡耀邦，自己在为
毛泽东生命最后10年的图书服务
工作中，老人家没有向工作人员要
过《金瓶梅》，工作人员也没有发现
他老人家看过 《金瓶梅 》，但 “可以
有把握地说 ，毛主席生前看过 《金
瓶梅》”，因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
年代，先后三次公开评论过 《金瓶
梅 》，说过 “《金瓶梅 》是反映当时
（宋代）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
老祖宗 ” ，“写了宋朝真正的社会
历史”，“《金瓶梅 》没有传开 ，不只

是因为它淫秽， 主要是它只暴露，
只写黑暗 ，虽然写得不错 ，但人们
不爱看”等话。

于是，胡耀邦很严肃地向徐中
远提出第二个问题 ：“那么你告诉
我，毛主席最爱读什么书？”

不同历史时期，毛泽
东有不同的读书重点

胡耀邦的提问自然让徐中远
很难回答。因为，毛泽东博览群书，
终身酷爱读书。就是在他老人家临
终前一天的5时50分， 在全身布满
了多种监护器械的情况下，自己无
力拿书，由工作人员托着书还坚持
读了7分钟。

但是，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
读书的重点不同 。徐中远说 ，据他
的研究 ，在延安时期 ，毛泽东最爱
读哲学方面的书；新中国成立初期
到上个世纪60年代，读得最多的是
历史和经济学方面的书。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读书
重点也随之逐渐转移到经济学经
典著作上来。他先后读过马列经济
学方面的著作有 ：《政治经济学批
判》、《经济学大纲》、《资本论》、《列
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 》、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俄国
资本主义的发展》等。

毛泽东对《苏联社会主义经济
问题》 一书下过很深的功夫钻研，
最起码读过三遍。现存两个故居的
斯大林这部著作中文版的 4个本
子，都留下毛泽东不同颜色的批注
文字和批画符号 。如他在 “关于社
会主义制度下经济法则的性质问
题”一章中 “经济法则的性质 ”下 ，
用铅笔画了三条着重线；对这一章

的内容，书上都密密麻麻地画有着
重线和圈圈，在重要的段落作了批
注。如在“经济法则的性质”一段下
批注道：“这是一个客观法则”，“我
们是否研究了 、掌握了 、学会熟练
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
划是否完全反映了 这 个 客 观 法
则？”等。

可见毛泽东读书，包括晚年读
书 ，有着很鲜明的目的性 ，即带着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读。这也与
他提倡的理论联系实践学风是一
致的 ，即 “精通的目的在于应用 ”。
同时， 毛泽东读书也是为了创新，
他对党内的指示也可以印证这一
点：“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
时代 ，出现了一系列问题 ，如果单
有 《实践论 》、《矛盾论 》，不适应新
的需要 ，写出新的著作 ，形成新的
理论，也是不行的。”

胡耀邦认同徐中远的观点。

上个世纪70年代，毛
泽东读什么书

徐中远向胡耀邦同志介绍毛
泽东上个世纪70年代读书情况。

毛泽东喜欢读史，有的史学典
籍与他终身相伴 ， 这是世人皆知
的。但毛泽东晚年读书范围仍然十
分广泛，从内容上说，马列著作、哲
学著作、鲁迅著作、历史著作、经济
学著作、军事著作、文学著作、自然
科学著作 、技术科学著作等 ，就是
逻辑学 、美学 、佛学这样深奥的哲
学著作也兴趣盎然，甚至精读过佛
教的经典 《金刚经》、《六祖坛经》、
《华严经》等和基督教的《圣经》；从
时间上来说，古代的、现代的、当代
的；从地域上说，中国的、外国的。

不管工作多忙，毛泽东每天总
要挤出时间读书 。他逝世后 ，在丰
泽园故居、游泳池两个故居的藏书
有十万册之多，基本上是他读过的
书 ， 还不包括借来读完已送还的
书。在所读的书中 ，“大部头 ”如乾
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小”的
如《无线电台是怎么工作的 》这样
的科普小册子，甚至少年儿童读的
“小人书”； 有的书他是反复读，如
像有的资料说的，《资治通鉴》读了
19遍，《二十四史》 有的传记读了6
次；他不仅读中华典籍 ，也读外国
经典 ，如英国李约瑟教授的 《中国
科学技术史》； 他不仅读社会科学
的书 ，也读自然科学的书 ，如美籍
华人 、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的
《基本粒子发现简史 》、李政道 《不
平常的核态》，在他生命的晚期，他
还读《化石》、《动物学》这样的科普
杂志 。正因为如此 ，国际物理学界
也就有将新发现的一种基本粒子

命名为“毛粒子”的佳话。
徐中远告诉胡耀邦，毛泽东晚

年读书的范围还有所增加，如喜欢
中外笑话。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30
日 ，整整半年时间 ，毛泽东大部分
时间读的是笑话书 。如 《古代笑话
选 》、《历代笑话选 》、《笑话新选 》、
《笑话新谈》、《笑林广记》、《新笑林
一千种 》、 《哈哈笑 》、 《笑 话 三 千
篇 》、《幽默笑话集 》、《时代笑话五
百首》等数十种笑话。

当时，胡耀邦同志对毛泽东读
笑话书感到疑惑。

毛泽东晚年为何看笑话书？徐
中远在这次报告中作了 “解读”：有
三种可能，一是精神调节，笑话本身
就是一种审美对象， 能引起心情愉
悦；二是缓解寂寞孤独；三是也是一
种 学 习 ， 笑 话 中 蕴 含 知 识 和 智
慧。

徐中远坚持 “一个中
心、三个基本点”

徐中远说，胡耀邦同志发过感
慨———“像毛主席这样活到老 ，学
到老，生命不息、读书不止的精神，
是 永 远 值 得 我 们 共 产 党 人 学 习
的！”

作为毛泽东的图书服务员，徐
中远对此感触更深。记者与他的话
题自然转到写书方面来。

徐中远告诉记者：“毛泽东主席
逝世后， 很多同志建议我把这10年
为毛泽东主席做图书服务的工作情
况和自己的研究的所见所闻、 所思
所想写出。这对认识毛泽东、了解毛
泽东、研究毛泽东、宣传毛泽东、学
习毛泽东、 继承毛泽东等都是很有
意义的。”2005年， 徐中远从领导岗
位退了下来从事写作。 他先后撰写
出版了《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毛
泽东怎样读二十四史》、《毛泽东晚
年读过的笑话选编》、《毛泽东读评
五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水浒
传》、《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
异》）四部著作。

宣传毛泽东的事他做了，但他
发现，还有许多贫困的孩子因为缺
钱上不起学 、读不起书 。作为毛泽
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他觉得应该像
毛泽东那样，一辈子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于是他把自己的下半辈子
的人生定位为“一个中心———自己
身心健康 ”， “三个基本点———写
书 、卖书 、慈善 ”。他用自己写书的
稿费、版权费全部用来资助贫困学
生 ， 还成立了中远助学帮老基金
会，联络志同道合者一起前行。

“作为毛主席生前的身边工作
人员，以此来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思想。”他说。

本报记者 陈薇

2012年下半年是王跃文丰收的
时期。 其9部作品典藏版套书由湖南
文艺出版社隆重推出， 包括6部长篇
小说， 2部中短篇小说集和1本随笔
杂文集； 长篇小说 《苍黄》 荣获湖
南首届文学艺术奖； 近期做客由中
央电视台推出的电视访谈节目 《小
崔说事》， 与观众分享其人生体验。

除了写作， 王跃文还担任省文
联副主席、 省作协副主席、 秘书长
职务。 11月20日， 初冬的一个下午，
在省作协暖阳斜照的办公室里， 王
跃文搁下手中的事务， 接受了记者
的独家采访。

尴尬的边缘人
王跃文的成名作无疑是50万字

的长篇小说 《国画》。 著名文学评论
家张韧曾评价其描写的官员形象活
灵活现 ， 揭示官场争斗入木三分 ，
“官场气氛足、 很真切、 很到位。”

随后， 王跃文相继推出了 《朝
夕之间》、 《梅次故事》、 《亡魂鸟》
等一系列描写当代官场的作品， 引
发了官场小说的流行热潮， 王跃文
也一跃成为最负盛名的当代官场小
说作家之一 。 曾有专业人士评估 ，
《国画》 盗版在500万册以上， 按一
本书两个人阅读的保守估算， 《国
画》 读者已逾千万之众。

然而， 被冠上 “官场小说作家”
头衔 ， 王跃文并不情愿也很无奈 ，
“我就是一个作家， 前面不要加任何
修饰。 我也反感 ‘官场小说’ 这种
说法， 将文学作品作简单粗暴的类
型划分， 既伤害某些作品的丰富性，
也遮蔽某些作品的艺术性。”

在政府部门工作19年， 王跃文认
为自己仅是一名官场 “看客”。 他自
嘲说： “文坛中人说我是官人， 官场
中人说我是作家。 其实， 我什么都不
算， 只是个尴尬的边缘人。” 就是在
这种尴尬的心境中， 王跃文将自己在
官场多年的观察、 思考和感
受创作成了深刻的小说。

曾有读者打电话感谢
王跃文在书中传授了不少
官场技巧 ， 他只当笑闻 ，
“我不相信我的小说有这作
用 ， 也没打算教别人什么
官场知识 。 我只相信自己
的良心 ， 如果有一天自己
也欺骗自己了 ， 那我就不
写小说了。”

自豪的乡下人
今年初 《湖南文学 》

复刊， 王跃文写乡村题材的中篇小
说 《漫水》 刊登后陆续被 《小说月
刊》、 《中篇小说选刊》 选载， 好评
如潮。 王跃文的 “文学面貌 ” 也跳
脱 “官场文学”， 变得多元化起来 。
王跃文自己则表示， 他过去也创作
过不少乡村题材的小说 ， 只不过他
的所谓 “官场小说 ” 名气太大 ， 那
些非官场题材的小说被遮蔽了。

《漫水 》 讲述的是两位乡下老
人半个多世纪相互关爱和温暖的简
单故事。 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 ， 最
日常的生活状态， 最朴实的情感心
理， 却真实动人 。 “我觉得故事能
不能打动人， 不在于故事本身是否
曲折， 而是故事里面有没有情感力
量。 我在写完这部小说的时候把自
己也感动了， 经常因为某些情节弄
得热泪盈眶。 小说中的生活元素在
我小时候生活过的乡村里都有。”

“中国永远是个乡土中国 ， 我
为自己是乡下人自豪 。” 王跃文认
为， 乡村作为一种元气充沛的文化
存在， 它会给作家提供无限深广的
文学资源。 某种意义上讲 ， 谁写活
了中国乡村的人， 也就写活了中国。

执着的造梦人
曾有人问王跃文 ： 你的小说想

表达什么意思？ 王跃文回答： 梦想！
《漫水》 中的两位老人长达半

个多世纪的相互关爱和温暖 ， 体现
着一种很美的南方乡村的风俗 、 风
情， 有很美的人情和人性。 有人质
疑： 现在的乡村还这样吗？ 王跃文
说， 早不这样了。 “文学是寻梦的。
要么是寻找失去的梦， 要么是向往
未来的梦。”

也有人反驳其官场小说没有梦
想， 只有严酷的现实。 王跃文解释，
“我的小说不仅仅呈现现实， 也批判
现实。 因为我知道很多事情不应该
这么做， 我必须把这些感受写出来。
批判， 为的就是梦想。 文学需要梦
想， 文学需要制造梦想。 我们的生
活是怎样的， 我们的生活应该是怎
样的 ， 这是文学要回答的基本问
题。”

文学创作有着青灯长夜的寂寞，
也有楚人怀玉的孤独。 但是 ， 王跃
文仍执着地行走在文学创作的路上，
从来没有放弃过文学梦想。 当社会
被某种辨识不清的洪流席卷裹胁的
时候， 当所有人都貌似向前狂奔的
时候， 他选择慢下来、 停下来 ， 并
思考着狂奔的人们所丢失、 缺少的
东西 。 在他看来 ， 甘于孤独寂寞 ，
勇于担当责任和道义， 是一名优秀
的文学艺术家必须具备的品质。

■文化视点

见证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
———访毛泽东原图书服务员、中办老干局原局长徐中远

■文化人物

王跃文：
文学是造梦空间

王跃文系列立体书影 通讯员摄

王跃文 通讯员摄

徐中远在一师作报告。 陈志武摄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陈薇 通讯员
汤集安 彭珊珊） 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后成为了全国媒体追逐的
焦点 。 湖南卫视 《新闻当事人 》 特地前
往山东高密 ， 专访了这位中国首个诺贝
尔文学奖得主 。 本周六莫言将做客 《新
闻当事人》， 专访其光芒与荣耀背后那一
段段不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熟悉莫言的人都知道 ， 他对粮食有
一种近乎疯狂的亲近本能 。 因为莫言出
生没多久 ， 就赶上了三年自然灾害 。 12
岁那年 ， 莫言因为饥饿难耐 ， 偷了生产
队的一根萝卜回家吃 。 不想后来被父亲
发现 ， 遭到了一顿暴打 。 这段经历也成
了莫言奠定文坛地位的第一篇重要小
说———《透 明 的 红 萝 卜 》 。 莫 言 曾 说 ，

“如果硬要我从自己的书里抽出一个这样
的人物 ， 那么 ， 这个人物就是我在 《透
明的红萝卜》 里写的那个没有姓名的黑
孩子”。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对莫言作品的评
论是 “具有魔幻现实主义”。 莫言自认为
这个评价对自己来说不是很全面 ， 他表
示自己的小说更多的还是受到了中国的
文化传统的影响 ， 尤其是民间文化 、 民
间文学的影响， 民间口头传说的影响。

在节目中 ， 观众将了解到莫言对土
地深沉的爱 ， 同时也将探秘他笔下的红
高粱地里长出的乡土中国 。 莫言希望目
前的这股 “莫言热 ” 能尽快过去 ， 让大
家忘记他这个 “生蛋的母鸡”， 而只品尝
他用笔 “下的一窝蛋”。

莫言本周六做客湖南卫视《新闻当事人》

自喻“莫言热”让他变“下蛋鸡”
本报11月22日讯 （记者

何力柱 ） 11月22日 ， 由毛
泽东文学院举办的唐象阳
散文作品研讨会在长沙举
行 ， 中 国 作 协 副 主 席 谭
谈 、 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
陵， 中国作协 、《文艺报》、
中国作家网和省作协的作
家、 评论家以及作者家乡
新化的作家等50余人参加
了研讨会。

唐象阳是来自基层的
一位散文作家和诗人 ， 省
作协会员 ， 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 新化县作协副主席。
自上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

以来 ， 他一直没有放弃对
文学的追求和创作 ， 近年
来出版了散文集 《就这样
走过》、 《边走边想》 和诗
集 《时光的碎片》。 他的作
品 ， 饱含情感 ， 浸透了梅
山文化的精髓。

研讨会上 ， 与会的作
家和评论家围绕着作者散
文的题材 、 语言 、 艺术风
格等进行了研讨 。 一致认
为 ， 唐象阳的散文题材广
泛 ， 写家乡写人生的散文
真切自然 ， 历史文化散文
则感悟力充沛 ， 散文语言
呈现出一种古典美。

■文化大观园

唐象阳散文作品
研讨会在长举行

本版责编 谭云东 版式编辑 李妍 责任校对 彭扬
主持人：陈薇 投稿邮箱： cwsmile575@163.com

本报 11月22日讯 （记者 李国
斌通讯员 刘坚平 ） 今天下午 ， 话
剧 《永不凋谢的姊妹花 》 获第三
届中国校园戏剧节专业组优秀剧
目奖颁奖典礼暨汇报演出 ， 在湖
南艺术职业学院举行 。 省委宣传
部 、 省文化厅有关负责人前往颁
奖并观看演出。

在10月下旬举行的第三届中国
校园戏剧节上， 《永不凋谢的姊妹

花》 获得中国校园戏剧节的最高奖
“优秀剧目奖”， 这是我省首次获得
此奖项。 该剧从编剧、 导演、 音乐
制作、 舞美灯光等全部由湖南艺术
职业学院师生创作完成， 并由学院
影视系和舞蹈系学生主演。

《永不凋谢的姊妹花 》 以发生
在沂蒙老区的孟良崮战役为背景 ，
讲述了妇救会长兰花 、春英 、月芬 、
黑燕等积极支援前线的感人故事。

《永不凋谢的姊妹花》
获校园戏剧节最高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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