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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缪伯英 ， 一个有些陌生 ， 但决不应
遗忘的名字 。 5月12日 ， 《青春· 缪伯
英 》 一书发布会在长沙举行 。 一段尘封
已久的青春故事， 呈现于读者面前。

缪伯英是由李大钊介绍入党的中共
第一位女共产党员 ， 湖南第一位女工部
长 ， 杨开慧的同乡和密友 。 在白色恐怖
中 ， 她坚持地下工作积劳成疾 ， 英年早
逝 。 不久 ， 她的丈夫 ， 湖南炎陵人何孟
雄也英勇就义， 为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

令人慨叹的是 ， 这对英雄夫妻的尸骨不
知散落何方 ， 他们的两个孩子也至今音
信杳无， 生死不明。

斯人已去 ， 音容宛在 ， 精神永存 。
“悦读” 特别刊发图书中珍贵的老照片和
图书作者、 编辑的感言， 向英雄致敬。

王杏芬

去年下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
了陆青明先生， 闲聊时他发起了一个
提问：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女共产党员
是谁？ 有人说不知道， 有人说是杨开
慧， 而我脑海里跳出来的名字则是向
警予……后来， 有一个朋友答对了，他
说是缪伯英， 因为这位朋友是从事党
史工作的。

我讲这个小故事，意在说明，缪伯
英同志不仅是湖南人， 并且是长沙县
人， 地理距离与我们如此之近的一位
伟大的女性革命先驱， 除了专门从事
这方面工作的学者和专家外， 为什么
知道的人少之又少呢？ 这就是宣传介
入的力度不够！

后来才得知，有些人一直在努力。他
们默默地工作着，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
让身旁的革命先驱不被尘封， 为了让革
命先驱的精神和事迹鞭策更多的后来
者，以此唤醒当代人信仰的力量。

回家以后，我遍查资料，发现除了很
少的新闻和网帖， 没有一本有关缪伯英
的文学专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缺失。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
其丈夫何孟雄又为著名的龙华二十四烈
士之一，这里面肯定有、也一定能挖掘出
许多感动世人、激励青年的革命故事。基
于此，我开始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青春·
缪伯英》。

缪伯英去世时，尚未满30周岁。在斟
酌书名的时候，“青春” 这个字眼不由分
说跃入我的脑际。 不仅因为年龄让缪伯

英永远定格在了青春岁月里， 最重要的
是， 她短暂的一生充满了革命者昂扬的
活力。无论影像，还是精神，都如晨光熹
微，无尽芬芳、无尽美好。

写作过程， 也是升华写作者本身的
过程。大时代背景下的红色英雄群像，不
为物质所动，不为名利所惑，坚定地追求
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
惜为认定的主义和事业献出宝贵的青春
和生命。 我浸润在年轻的革命先驱者们
给我带来的崇高境界里，并久久地，被他
们谱写的那一曲曲壮丽的青春之歌而感
动。

我试图用可读性强的革命故事，传
递红色情怀，唤醒信仰力量，并希望通过
此书的创作，向公众传达：中国共产党由
建党之初的50多位党员， 发展到如今拥

有八千万党员的大党， 这个历史巨变证
明，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政
党，是守得住朴素的无私的政党，也是能
获取人民最可靠、 最永久支持的政党。
（作者系《湖南报告文学》杂志副主编）

我写我书 她如晨光熹微，
编辑手记

谭丁

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曾说
过这么一句话： 一切历史都是思
想史。 思想不是历史的创造者，
但它是历史的构造者。 思想透过
笔尖跃然纸上， 历史在文本和录
像中回放， 透过思想折射出来的
光看历史， 历史才是立体的、 多
元的。 每一个思想者眼中， 都有
他独特的历史。 马立诚先生的著
作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
（东方出版社出版） 告诉读者， 中
国改革开放的四十年光阴是一部
各路思潮博弈交锋的历史。

改革开放重塑了过去的中
国， 打开了商业与贸易的大门，
伴随着滚滚而来的资本洪流， 思
想的层层浪花也涌入了国门， 中
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政治愈加开放透明， 经济愈加繁
荣富强， 文化愈加多元民主。 但
这四十年的光阴， 也是充满不确
定和焦虑的岁月， 贫富分化、 生
态破坏、 官僚腐败等问题在转型
过程中集中爆发， 社会阶层快速

分化， 不同的利益社会群体纷纷
涌现。 不同阶层和团体的人们抱
着对未来的希冀， 开始认真分析
社会现状， 思考出现的种种问题、
矛盾、 冲突。 沉疴下猛药， 非常
出重典， 面对社会顽疾， 他们引
领着追随者， 主张用自己的解决
方案来对症下药。 在自由和宽容
的气息中， 中国社会铸就了各种
各样的思潮。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
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主要社会
思潮进行了梳理、 分析、 评论。
马立诚先生用生动的笔触、 详尽
的描述、 丰富的史料、 宽广的视
野为我们徐徐拉开了一幅波澜壮
阔的画面， 各种社会思潮宛若群
星一般熠熠生辉， 彼此的激烈交
锋在发展的铁轨上碰撞出火花，
时代与岁月的烙印令人恍若隔
世。 阅读此书， 仿佛和马先生面
对面坐着， 他用细腻的口吻将过
去的时代娓娓道来， 陈释着历史
的变迁， 向我们诉说着他对思想
的见解。

种种思潮在中国社会风起云

涌， 它们向世人昭示的是一个思
想井喷的时代。 《最近四十年中
国社会思潮》 揭示的不仅是几种
社会思潮， 更反映了当今中国社
会的思想大潮。 各种思潮的代表
人物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 希望
自己的见解能被采纳， 从而治国
清政、 安康民众。 我想， 恐怕这
才是此书最大的意义。 抛砖， 为
的是引玉； 抛出几种主流思潮，
为的是激起民众对国家前途的关
心， 引发人们对社会现状的思考，
引出更有价值、 更精彩的思想。
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对其中的思潮
进行讨论、 思考、 批判， 对作者
的价值取向表示赞同或否定， 甚
至可以根据自己的感悟， 提出新
的想法。 我坚信， 中国社会未来
的希望就在思想的洪流中发酵，
可能就在当下的这些主流思潮
中， 亦或是还在襁褓中的思想，
甚至是未知的还未诞生的新兴思
想。 我们每一个人对于国家、 民
族的热爱就是思想诞生的希冀，
这份希冀承载着中国社会的未
来。

读有所得

周德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和
“人” 可以说是两个最基本的概
念，而“天”和“人”的关系则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 是核心
问题。 宋代思想家邵雍说：“学不
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 ”言下之
意， 凡是做学问的都离不开研究
天人之间的关系。

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与核心，其对于“天”“人”关系
的探讨和“天人合一”思想的阐述
也是最为全面、深刻的。 战国时期
荀子提出“天人相分”学说。 他认
为“天”是与“人”相对立的自然世
界，但是“天”与“人”又有关联。 一
方面，天有自身规律，另一方面，
人可以通过主动地认识自然，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制天命而
用之”。 汉代董仲舒宣扬“天人相
副”“天人感应”， 鼓吹有意志的
天。 真正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
是北宋哲学家张载。 张载在天、人
关系的研究上独树一帜， 承前启

后，以《孟子》《中庸》《大学》等经典
之“性”“诚”“明”的理念贯通天人。

由《易经》开出天人关系的命
题，经过几千年的探索、充实和完
善，可以说，“天人合一”的理念已
经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
基础。 用今天的话语阐释，主要有
这么几层意思：

一是“天”和“人”不是对立的，
而是统一的。“人”既来自于“天”，
也是“天”的组成部分。 因此，“人”
应当“知天”“敬天”“畏天”。

二是“天”和“人”拥有内在的超
越性。 在中国文化中，“天” 是具有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生
生不息”的生命有机体，而不是纯粹
的自然之天的含义。“天道”“人道”
源自“道”；“天性”“人性”出自“性”；
“天命”“人性”皆为“仁”。 故《论语》
有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只有
当天地精神内敛于心时， 才能通过
人的实践活动彰显“天” 的万千气
象。

三是“天人合一”思想表明人
类应自觉地与天地自然环境组成

生命共同体，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 通过全面协调发展，达
到天人和谐繁荣的理想境界。

可以说， “天人合一” 乃是
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思想宝库的
珍珠和智慧。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
历史上， 没有哪一种思想在今天
像“天人合一” 一样地受到世人
的青睐和关注。 现代科学技术的
突飞猛进， 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
生机福音， 也时有损害自然环境
的披露， 特别是由于对自然的无
情开采索取， 造成资源枯竭、 物
种灭绝、 生态平衡破坏的现象，
有的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甚至威
胁人类生存的地步。 人类决不能
走与自然相互抵触对立的路子，
而要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 亲
和自然， “辅万物之自然”， 顺势
而为， 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健康发展， 共同建设人类生存发
展的美好家园。

（作者系哲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湖南省教育科学院博士后指导
教授）

古意今读

缪伯英自幼随父识字， 聪颖好学， 在校时
品学兼优。 图为1913年缪伯英在平江启明学校
学习时留影。

缪伯英在北京期间经常去杨开慧的家， 向
杨昌济先生请教， 在那里认识了北大学生何孟
雄、 邓中夏等人， 共同的理想追求， 使他们很
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与同志。 图为缪伯英与
何孟雄、 李却非在北京的合影。

孤独
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彭忠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
人。”温暖的春夜，李白边饮边歌舞，月与影也紧随他感
情的起伏而起伏。画面堪称唯美，但李白内心的孤寂却
跃然纸上。士人官场受挫或仕途无望时，总会选择退隐
江湖，与清风明月为伴，和樵夫渔翁为友。但事实上，没
有谁愿意离群索居形影相吊， 因为我们都需要交流，需
要赏识甚至批判。

在儒家文化中，“孤”和“独”都是失去亲人照顾的
人，这两个字也都有令人怜悯、哀伤、同情的含义。而西
方从“太阳”“惟一”发展出“孤独”这个词，产生类似庄子
哲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自负的孤独感。两个不同的
文化，赋予了“孤独”不同的生命意涵。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没有和自己独处的经验，
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蒋勋认为，孤独没有什么不好。使
孤独变得不好，是因为你害怕孤独。蒋勋在最近修订出
版的《孤独六讲》中，以一颗柔软心书写让我们内心安定
的力量，与读者谈生命个体的孤独与完整。有人从中看
到孤独，也有人看到属于自己的精神烙印。独立面对世
界之后，你更能知道它的价值。这本书要谈的不是如何
消除孤独，而是如何完成孤独，如何给予孤独，如何尊重
孤独。蒋勋以美学家特有的思维和情感切入孤独，融个
人记忆、美学追问、文化反思、社会批判于一体，创造了
孤独美学，美学的本质或许就是孤独。

生容易，活容易，生活才难。除了柴米油盐，鸡零狗
碎，还得面对人生的孤独。庄子、竹林七贤、李白、鲁迅、
张爱玲，都是孤独的存在，孤独让他们的生命变得丰富
而华丽。蒋勋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鼓励特立独行，
让每一种特立独行都能找到存在的价值。

（《孤独六讲》 蒋勋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微书评

无悔的信仰
激荡的青春
黎晓慧

“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
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憾
事！孟雄，你要坚决斗争，直至胜利……你
若续娶，要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
成长，以继我志。”写下这让人唏嘘绝笔的
是缪伯英，她是中共第一位女党员……

20世纪70年代初，一位女知青在学习
中共党史时发现了缪伯英的故事，感人的
事迹和同为缪姓的亲切感让她从此记住
了这位伟大的女性。30多年过后， 这位当
年女知青在利用业余时间牵头组织族
人七修缪氏族谱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

“缪伯英 ”这个名字。难道这就是中共第
一位女党员缪伯英？敬仰和激动让她难以
抑制自己的兴奋， 她开始走访族里的老
人， 并因此聆听到更多关于缪伯英的故
事，找寻到位于长沙县开慧乡枫树湾村的
那处简陋的缪伯英同志故居……

“我当宣传部部长那么多年，挖掘推介
了那么多革命人物和红色纪念地，居然不知
道中共第一位女党员是我们湖南长沙县人！
这真是一大憾事！” 德高望众的老领导站在
故居前又一次发出感慨……

……
在《青春·缪伯英》的写作和编辑出版

过程中，我时常被深深地打动。我曾试想
着用上面如许的一些方式来介绍我们的
主人公———缪伯英，并希望每一种方式都
能直击人心、让人感动，不为别的，只为让
更多的人知道缪伯英、了解缪伯英。因此，
当毛泽东文学院的王杏芬老师将完整的
作品交付我们时， 我不由发自内心地高
兴：终于有了一本客观严谨、生动翔实介
绍缪伯英一生的著作了。

《青春·缪伯英》讲述的是中共第一位
女党员的故事，涉及我党初创阶段的一些
人和事，为严格遵循历史事实，作者查阅
了大量的史料， 并多次与缪伯英亲属、相
关研究机构和人员做深入交流。在占有大
量史实的基础上， 作者本着大处不虚、小
处不拘的创作原则，对作品的主题思想进
行了提炼和升华。

本书采用报告文学的写作手法，谋篇
布局上注重前后呼应、悬念设置等各种技
巧。如作品巧妙利用赭色玉石作为何孟雄
与缪伯英相识、相知、相恋直至结为革命
夫妻的媒介。又如，源于真实遗物的蓝色
小闹钟、 青色翻领大衣等前后呼应地出
现，既增加了作品的真实感，又强调和深
化了绝不浪费青春时光、舍小家为大家等
革命精神和崇高追求。

《青春·缪伯英》主人公是一位女性，
作者王杏芬老师也是一位女性，以女性的
视角去体悟缪伯英的事迹和思想往往更
贴切和真实。在文中，我们可以读到长辫
子姑娘为同学两肋插刀的豪气，可以读到

“桃哥”为教训经常欺负弟妹的“四麻雀”
的聪慧， 可以读到她与杨开慧的姐妹情
深，可以读到她与何孟雄的志同道合和革
命情谊，更可以读到她对父母、对弟妹、对
儿女、对丈夫、对战友的无限深情。

（作者系湖南人民出版社《青春·缪伯英》
一书责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