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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河

蒙达尔纪， 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地名。 说熟悉，
人们知道那里曾与旅法中共早期组织的建立有关，
特别是在建党95周年之际， 省委书记杜家毫在
《湖南日报》 发表 《一次意外“收获”》， 详述推动
收购老一辈革命家旧居遗址、 筹建中国旅法勤工
俭学蒙达尔纪纪念馆的故事， 反响热烈， 蒙达尔
纪由此走出学界， 映入大众眼帘， 为大家所熟
知。 说陌生， 是因为它远在万里之遥的海外
法国， 发生在那里的风云故事史述不详， 静
默在那里的旧居遗址更是鲜为人知。 蒙达尔
纪纪念馆装修对外开放后， 这里成了中国旅法游
客参观的精选之地， 昔日沉静的小镇勃发出浓浓
的景区气息。 为充分发挥纪念馆的功能， 中南出
版传媒集团继去年推出 《蒙达尔纪纪念馆周年纪》
画册， 今年重点推出了这本 《寻梦蒙达尔纪》， 中
法文两个版本。

这是一部党史探源之作。 追溯“源头的源
头”， 找回最原始的“初心”， 我们才会真正做到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寻梦蒙达尔纪》 以开
阔的历史视野、 详尽的历史资料， 详细记叙了
毛泽东、 周恩来、 邓小平、 蔡和森、 向警予、 李
维汉等老一辈革命家选择马克思主义、 走上革命
道路的真实故事， 生动地写真出早期共产党人的
初心之本， 梦想之源， 以及在选择马克思主义时
千辛万苦漫漫求索、 千转百回、 自我革命的心路
历程， 读来既真切真实， 又有豁然开朗之感。

这是一部党史补述之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是一个英雄群体共同奋斗的
结晶。 党史界对于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对建党的贡
献述及较为简略。 事实上， 正是他们的努力， 中
国共产党的成立才有宽广的国际视野和鲜明的中

国特色， 他们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
确路线最坚定的支持者， 在关键时刻发挥着关键
作用。 该书以严谨的学术态度， 回答了为什么那
么多热血青年选择赴法勤工俭学， 他们是怎么接
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 选择信仰马克思主义的，
留法学生中为什么湖南人最多,蔡和森作出了怎样
的贡献， 他和毛泽东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说赴法勤工俭学学生出现“蒙达尔纪派”
和“勤工派” 是革命群体的聚合而不是分裂……
作者一一作出令人信服的阐释， 并对学术界一些
有失偏颇的研究进行了修正， 读来既引人入胜，
又有茅塞顿开之感。

这是一部党史散文之作。 记叙党的历史， 是
一项严肃而严谨的工作。 而该书以散文的形式，
将短暂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写得大开大阖、 波澜
壮阔而不觉有冗余累赘感， 相反， 笔触间让人感
受到的是澎湃的红色激情、 自豪的湖湘精神， 深
沉的历史思考， 让人不忍释卷 。 比如 ， 在写到
毛泽东、 蔡和森经过探索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
如何让更多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 作者开篇就做
出精彩评论：“一条道路的产生， 需要先行者的探
索，但绝不是几个冒险家的探险；需要先觉者的指
引，但绝不是几个精英的孤旅。正如中国著名文学
家鲁迅先生当时所说：“地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
了，便成了路。”作为党史重大题材的作品， 虽然是
散文形式， 但仍不失严肃严谨。

梦随心生，心逐梦起。“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
记走过的路； 走得再远、 走到再光辉的未来， 也
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 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寻梦蒙达尔纪》， 堪称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佳作，
甚为可读。

（《寻梦蒙达尔纪》 陈宏 著 湖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

蒋蒲英

由京沪五位青年学
者 合 著 的 《大 道 之
行———中国共产党与中
国社会主义》， 从2015年
2月第1次印刷到2018年3
月共42次印刷， 发行上
市一周， 即在三大网店
销售告罄， 好评如潮。

《大道之行》 基调
正， 忠诚谱写担当。

当五位作者还是孩
提的1989年， 日裔美国
人福山发表了一篇题为
《历史的终结》 的论文，
文章大肆鼓噪： 人类社
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
的尽头， 西式自由民主
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为
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 。
之后苏联解体、 南斯拉
夫分裂、 东欧剧变， 福
山仿佛成了预言家。 然
而， 现实给福山好好地
上了一课， 从那时到现
在， 中国在社会主义大
道上行稳致远， 中国连
续30多年高速增长， 5亿
多人摆脱贫困，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
贡献着中国智慧、 中国
力量， 体现着中国价值。
该书卷一题为“世界文

明史视野下的中国社会主义”。 作者从
中国实际而非任何一种既有理论出发，
梳理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逻辑和理
论， 解释其因缘， 检视其问题， 探究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是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 是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然， 是中国人民站起来、
富起来、 强起来的根本保障。 这是中
国共产党主体性在世界文明视野中的
合理解释。 信仰和组织性是中国共产
党给予中国人民的最丰厚的滋养， 也
是中国现代文明进程的指南针， 这为
全书奠定了稳健的基调， 磅礴大气，
深刻独到。

《大道之行》 旋律美， 自信缘起
信仰。

该书绪言以问题为导向， 提出激
活党的创造力和战斗力等六个方面的
意见。 从卷一到卷五从文明、 政治、
基层、 社会、 经济五个方面阐述了中
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论述抑扬顿挫， 详略得当， 具有一种
强烈的节奏感。 作者倡导“负责地思
考政治”， 遇到矛盾不回避， 碰到问题
不绕行， 看到困难不低头。 首先考虑
避免最坏的结果， 然后才在此基础上
追求更好的秩序， 这是一种底线思维，
也是一种问题导向。 作者讲问题讲得
透彻， 讲得明白， 建议与对策也提得
到位。 比如在卷四阐述经济再组织时，
作者写道， “放任资本大搞圈地运动，
把习惯于农耕文化并拥有伦理自主性
的几亿农民逐出土地， 必然导致灾难
性的社会政治后果” “在坚持农村土
地集体所有制这个大前提下， 发挥村
民、 农协、 农会的组织、 协调、 调节
和教育等政治功能， 把资本下乡扭转
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 ……

《大道之行》 范式新， 团队彰显
力量。

看到本书的五个作者， 不由得让
我想起多年前一个音乐组合“小虎
队”。 作者鄢一龙、 白刚、 章永乐、 欧
树军 、 何建宇分别出生于 1976年、
1977年、 1981年、 1977年、 1975年，
分别来自浙江杭州、 湖南益阳、 山东
兖州、 福建永泰、 浙江乐清。 他们与
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成长， 都曾就读于
中国的大学， 都曾留学于境外海外著
名学府， 研究方向不同， 学科优势互
补， 分析问题视角方法各异， 并自始
至终在“不自信无以立根本、 不批判
无以治当下、 不创新无以图将来” 的
主旨下进行。

捧读该作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体验，
逻辑基础、 理论基础、 现实基础的阐
释条分缕析， 通篇没有生僻难懂的引
用、 译文， 没有高深的理论。 平朴的
语言， 务实的风格， 严谨的逻辑， 雅
俗共享。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
与中国社会主义》 像一曲荡气回肠、
激励前行的正气歌， 让我们远离市井
喧嚣和尘世繁杂， 仰望天空， 思索未
来。

（《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
社会主义 》 鄢一龙等 著 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出版）

罗胜前

彭玉麟是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清官， 成晓军
教授 《清官彭玉麟》 一书是湘军人物研究难得的
力作。

彭玉麟 （1816-1890） 祖籍湖南衡阳， 生于
安徽安庆， 是湘军长江水师的主管者， 近代海军
的奠基人， 官至两江总督 （坚辞未受）、 兵部尚
书。 他与曾国藩、 左宗棠并称“晚清三杰”， 是中
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风云人物， 也是以清廉刚
直著称的一代名臣。 彭玉麟的事迹在民间广泛流
传， 研究他的文章和书籍自其同代始， 至今不绝。

《清官彭玉麟》 与其说是史记， 不如说是评
传， 这是它与其他史书最大的不同。 该书尊重历
史、 凭借历史， 以明快的线条把彭玉麟清廉正直
和侠骨柔情的丰满形象立体地呈献出来， 记录的
是彭玉麟的事迹， 表达的是作者对彭玉麟为官处
事的看法和尊崇。 它不是春秋笔法， 而是直白赞
歌。

晚清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走向没落与衰亡， 充
满了耻辱与悲凉。 彭玉麟的一身正气成为凄风惨
雨中难得的一抹亮色。 作者以彭玉麟的人生经历
为脉络， 以他的浩然正气为骨血， 详细介绍了彭
玉麟幼承母训的坚忍， 求学求生的艰难， 爱情友
情的赤诚， 敢于任事的刚毅， 为官治吏的清廉。
其中特别亮眼的有彭玉麟扮成叫花子芒鞋徒步七
百里解曾国藩南昌之围； 捐献清朝政府给他的全
部养廉银和大部分月俸累计达200余万两用于公
益和军需， 而他自己勤劳俭约， 仅一二侍从， 三
间茅屋； 他查处弹劾、 革职、 斩毙了包括水师副
将谭祖纶、 胡开泰及李鸿章妻兄赵自元在内的大
小劣官恶吏几百人， 保障了长江水师和清朝海防
的正常建设； 他屡屡辞官不受， 但当中法战事吃
紧之际， 他当仁不让， 以衰病之躯， 衔兵部尚书
之职“单骑入粤”， 并通过周密部署取得了中法战
争的胜利。

无情未必真豪杰。 书中除介绍了彭玉麟一身
正气， 还浓墨重彩地讲述了他的侠骨柔情。 他历
时40年， 画梅花一万幅来表达对故人的无限思念
和自身的清亮气节， 让这个浑身是刚的男人多了
一分书生意气和浪漫情怀。 概其一生屡建奇功不
要官， 勤劳俭约不要钱， 铁腕除恶不要命， 秉公
断案不徇私； 目光远大建构海防， 勤政爱民助弱

悯农； 忠肝昭日月， 铁骨有柔情。 这种品格正如
他的自画诗 《赋性二首》 中所说： “赋性韶龄便
笃纯， 岂因老大敢欺人。 愧无广厦能容客， 愿布
金沙普济贫。 污吏贪官仇欲杀， 贤人君子敬如神。
防他三万六千日， 虚度光阴负此身”。

该书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
的态度， 实事求是， 客观公正地对彭玉麟作出了
评价。 彭玉麟只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维护者， 他改
变不了那个王朝的最终命运， 也不可能跳脱其时
代的局限性， 甚至他自己也悲愤地写下了“不许
黄龙成痛饮， 古今一辙使人哀” 的诗句来谴责昏
弱的朝廷， 但他所表现出来的一身正气和远见卓
识， 在那个衰落的王朝已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彭
玉麟所展现的清廉正直， 无私无畏的人格特征，
不仅在混乱的朝代守住了为官做人的底线， 即使
在今天也有重要的正面借鉴意义！ 正如作者所说，
彭玉麟的所作所为“不仅从一个侧面对时人产生
了正面影响， 而且为今人留下了某些可资借鉴吸
取的有益成分”。

成晓军先生作为中国近代史和湘军研究的作
家， 为 《清官彭玉麟》 的写作倾注了几十年的功
力和心血， 用情之深令人动容。 1983年开始， 因
为研究曾国藩的缘故， 成教授对彭玉麟进行系统
研究至今已达35年之久。 期间， 他不仅从彭玉麟
个人的书信、 奏稿、 诗文和同朝为官的曾国藩等
师友同僚对彭玉麟的评价中认识彭玉麟， 还从彭
玉麟的家乡和湘军后裔那里搜集整理了大量一手
资料， 为其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他先后写了
文章 《论中法战争期间的抵抗派彭玉麟》、 剧本
《彭玉麟》 两集、 评传 《曾国藩的幕僚们》 彭玉麟
专题等， 均以史实为依据， 实事求是地作出评述，
在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有的还在各
地出版社多次印发。 在几十年史料收集和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 先生耗时两年多潜心创作， 完成了
《清官彭玉麟》 一书。

彭玉麟已逝世一百多年了， 但他秉公断案、
多情重义的故事一直在民间流传。 《清官彭玉麟》
的意义是使彭玉麟在书上活下来， 让其正直清廉
的精神激励后人， 也给某些为官者示警。 “不要
人夸颜色好， 只留清气满乾坤” 应是彭玉麟的品
格， 也是当今社会的主流声音！

（《清官彭玉麟》 成晓军 著 湘潭大学出版社
出版）

吴钩

陈寅恪先生说过， “华夏民族之文化， 历数千载之演
进， 造极于赵宋之世。 后渐衰微， 终必复振。” 不论是从
居民生活水平、 社会发展水平， 还是从文化发达程度、 商
业繁荣程度、 政治文明程度来看， 宋代都可谓处于华夏历
史的高峰， 并开启了世界最早的近代化， 被海外汉学家赞
誉为“现代的拂晓时辰”。

如果引证文献论述宋代的文明， 难免给人枯燥之感，
这个时候我们不妨去看宋画。 宋画呈现了一个比文字记载
更为生动的历史世界， 让我们得以近距离观赏到一个别开
生面、 活色生香的“风雅宋”。 风雅， 是社会文明形态发
展至高水平时才会形成的文明表现。 对于“风雅宋” 之
称， 天水一朝当之无愧。

从宋人毛益的《萱草戏狗图》《蜀葵戏猫图》 与李迪的
《犬图》《蜻蜓花狸图》， 你可以了解到宋人饲养宠物猫与宠
物狗的习惯；从传为刘松年作品的《十八学士图》，你会看到
一个盛水果的冰盘，原来宋朝人也喜欢在夏季吃冰镇水果；
从宋代佚名的《夜宴图》、马麟的《秉烛夜游图》与李嵩的《观
灯图》，你能发现蜡烛作为一种照明工具在宋代社会的普及
化； 而李嵩的 《花篮图》 系列不但展示出画家高超的静物
写生功力， 更反映了宋代插花艺术的精湛。

从署名卫贤、 实际作者应该就是张择端的 《闸口盘车
图》， 你可以看到宋代水力机械的发达与官营手工业的繁
荣； 从署名张择端、 实为南宋摹画的 《金明池争标图》，
你会发现宋朝皇家园林纵市民游赏的开放性。

宋画不但展现出比文字描述更生动、 活泼的宋代风
貌， 还给我们展开那些被文字遮蔽、 涂抹的宋朝面貌。 许
多人认为， 宋人的服装审美由于受程朱理学的影响， 一改
唐朝服饰的艳丽华美风格， 变得拘谨、 内敛、 呆板。 不但
网友有着这样的成见， 不少学术论文也这么论述。 我想这
些论者大概都不曾去看宋画， 因为宋画上的女性， 不管是
南宋 《瑞应图》 上的后妃、 宫女， 刘宗古 《瑶台步月图》
上的大家闺秀， 还是南宋佚名 《歌乐图卷》 上的女艺人、
何充 《摹卢媚娘像》 上的道姑， 抑或是梁楷 《蚕织图卷》
中的家庭妇女、 刘松年 《茗园赌市图》 中的市井女子， 她
们的着装都大方而性感， 全无半点今人想象中的拘谨气
味。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 如果说， 宋代是漫漫历史长
河中一处发掘不尽的文明富矿， 那么珍贵的文献资料当然
是通往这个富矿的大道， 无数学人的研究也给后学开辟了
众多路线， 而宋画， 则为我们打通了一条风景更加宜人的
小径。

（《风雅宋》 吴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黄冈秘卷》
刘醒龙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小说不满足于一般性地描
述尽人皆知的 “地方性知识 ”，
而是将其笔触深入到历史和人
性深处 ， 通过一个家族数代人
的命运变幻 ， 以一个奉行有理
想成大事的老十哥刘有志和一
个坚信有计谋成功业的老十一
哥刘有智的恩怨纠葛为故事主
要情节 ， 揭示出了黄冈人的独
特性格和黄冈文化的独特气韵。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3：
曾国藩的领导力》
张宏杰 著 岳麓书社

著名历史学者的张宏
杰的最新力作 ， 也是作者
写作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
面》 系列图书的收官之作。
全书以曾国藩与同僚 、 下
属的恩怨离合为主线 ， 穿
越百年风雨飘摇的政治时
局 ， 深度剖析曾国藩在晚
清官场上的生存交往之道，
和 “经世致用 ” 的领导力
和用人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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