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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读书能够带给我们快乐， 这一点一般人应
该是有共识的， 因为如果读书不能给我们带来
快乐的话， 人们就难有读书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即读书的动力和追求)。 这里的区别在于人们
对于读书的“快乐” 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 根
据我的观察和分析， 人们对于读书的“快乐”
内涵的不同理解实际分为两种， 我们可以分别
用“目的的快乐” 和“过程的快乐” 去进行概
括。

我认为中国的传统读书观， 用一句话来概
括， 就是“目的的快乐”。 在传统读书观中，
读书的过程一般是没有快乐的， 而只有苦读。
关于读书“过程” 之苦有过许多的描写， 其最
典型的表述就是“头悬梁” “锥刺股”。 头悬
梁、 锥刺股， 如果用一个不雅的词来描述的话
叫做“自虐”。 读书人为什么会主动并乐意去
“自虐” 呢?因为中国传统读书观同时还有关于
读书“目的” 的诱人表述： “书中自有黄金
屋， 书中自有千钟粟， 书中自有颜如玉。” 意
即通过苦读的“过程”， 去达到获取功名的快
乐的“目的”， 因为有获取功名的“目的” 在
前面吸引着， 再苦再累也不在乎。 我们看到 ,
中国的传统读书观实际是把读书分成既有区
别、 又紧密联系的两个部分， 前一个部分是读
书的“过程”； 后一个部分是读了书以后收获
到的东西， 即所达到的“目的”。 联系起来看
便是： “过程” 苦不堪言， “目的” 快乐无
比。 这就是读书的“目的的快乐”。 今天中小
学的“应试教育” 在本质上和传统读书观的
“目的的快乐” 是一致的。

读书的“过程的快乐”则是读书人真正喜欢
读书，在读书过程中，被书本深深地吸引，甚至
为书中的内容所陶醉，被书本所提供的知识、真
理和境界所折服，从而感受到无限的快乐，进而
感受到生活的充实、人生的美好、生命的魅力。
为了说明读书“过程的快乐”，我来介绍几幅漫
画：第一幅表现的是一个人边洗脚边读书，由于
全神贯注紧盯着手里的书本， 一只脚踏在洗脚
盆旁的地板上，另一脚则放在盆子里洗，他自己
居然完全没有感觉到。 第二幅漫画表现一个小
孩一边放羊一边看书，书太好看了，小羊也被吸

引过来看书，草都不吃了。 第三幅是连环漫画，
表现一家三口———年轻的父亲、母亲和小孩，吃
晚饭时父亲和母亲叫小孩吃饭， 小孩在院子里
用两个肘关节撑在地上看一本书， 硬是喊不回
来；母亲要孩子的父亲一定把小孩喊回来，结果
儿子在父亲的催促下离开书本到房里吃饭；可
父亲又不回来了， 他也撑着两个肘关节在那里
看书。 上述漫画采用夸张的艺术形式很好地表
现了书本的魅力，表现了读书“过程”的快乐。钱
钟书形容自己喜欢读书是“馋猫贪吃美食”。 林
语堂说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读”，他反对在
“读书”一词的前面用“苦”去形容。 北京大学陈
平原教授讲，学者的读书和撰述，自有一种旁人
无法理解的乐趣，这时候读书不算什么苦差事，
根本用不着“黄金屋”“颜如玉”来当药引。 联系
上述种种关于读书“过程”的描写，我们思考一
下，读书这么快乐、这么美好的事情，是人生最
高层次的享受，怎么需要“头悬梁”“锥刺股”呢？
如果借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头悬梁”“锥刺股”
的人只能被认为是“作秀”。

今天我们遇到的新问题是， 信息通过电子
设备大量涌现，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书？ 通过电
子网络阅读资讯占用了一些人不少的宝贵时
间， 给人的是即时性的快乐； 通过电子网络去
阅读书籍则也不失为是一种读书的好方式； 但
我认为通过电子网络阅读书籍还是赶不上阅读
纸质书， 阅读纸质书会让人把玩书籍， 会闻得
到纸墨芳香， 读完一本书后会更有成就感。

我们并不反对读书“目的的快乐”，我认为
读书“过程的快乐”与读书“目的的快乐”并不矛
盾，是相统一的。 可以设想，如果一个人喜欢读
书，能真正享受读书“过程”的快乐，他就自然能
把书读好；再进一步，如果这个人书读好了，水
平提高了，学问增长了，能力增强了，事业自然
会更加成功，他就既能获得更高的收益、能更好
地为家庭创造财富，也能更好地为社会做贡献。
这个时候，在他的身上，读书的“过程的快乐”与
“目的的快乐”就获得了有机统一。

读书的“过程的快乐” 与“目的的快乐”
两者能统一当然好。 如果二者不能统一， 我更
看重过程的快乐， 更看重超越功利的读书， 就
是蔡元培所讲的“学问改变气质， 读书怡人性
情”。

彭流萍

“前进！ 前进！ 必须趟过这条滚烫的河流！
必须赶在大地苏醒前， 赶在翻滚的浪花坍塌
前，突出重围……”谨以此诗纪念中国人民解
放军建军91周年。

———题记

一
那个拂晓
山林嘶鸣 江水咆哮 八万六千匹脱缰的

战马
背着秋风桀骜地奔向远方
那个夜晚
寒风呜咽 落叶萧萧 手捧英雄的史诗
小心翼翼翻开一页又一页浸满泪水的稿

纸
血液加速翻涌 眼睛泛着泪光
压抑的情感爆发无法抗拒的力量
催生我心中满血复活的千军万马———

二

挥师南下 左突右挡
踏碎一堆又一堆坚硬的白骨
撕开一道又一道铁桶般的布防……
这一仗啊 好惨烈———
敌人的机枪吐着饥饿的红信子
我看见那些无名的战友
突起舌尖 绽开布满仇恨和愤怒的味蕾
长着眼的子弹
崩碎了他们的牙床 钻进头颅 最后被吞

掉

三

那些炉火中镀满黄金的石头
打翻求生的欲望 勇敢投入巨浪的怀抱
那些从黑暗中倒下又从黎明中站起来的

勇士
手挽手 唱着《国际歌》 越过死亡的河流
迎着春天的花朵 像一只只扑火飞蛾
顺着风的烈焰 瞬间像钢铁一样熔化……

四

当秋天的果实跌落大地的怀抱
当腊月的飘雪奏响了空山
当共和国的旗帜高高飘扬
当湘江的子孙沐浴着火红的霞光
啊 我的对手 我的打铁匠啊
你的烈火 你的铁锤
你的冷水 你的生猛
你的每一道闪电般的工序
将五万红军将士
打造成一件件闪闪发光的铁器
请原谅我迈着仓促的步伐
像一叶扁舟 莽冲直撞……

五

———我苦思冥想的娘啊 我肩膀宽厚的父
亲呀

让我朝着湘江的源头三叩首吧
久违的故乡 原谅我吧
来年 枫叶红了 我就回家 回家
盛开的梅朵儿 原谅我吧
等仗打完了 我们就成亲 成亲
红沉沉的厚土 波光粼粼的湘江
原谅滴在左岸的片片血花
原谅身披铠甲的勇士吧
原谅红五军团和少共国际师
原谅红八军团和三十四师
原谅我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
原谅一根根青冈木堵住了你万马齐喑的

血管

六

当黑暗迎来黎明
当幸福余音袅袅
当长征七号飞天的刹那……
让我手捧万米阳光 烫暖一江红泪
让我含着晶莹的泪花娓娓道来———
鲜血殷红 野花漫山
袅袅升腾的烟霞 死去的蜜蜂 凋落的花

瓣
这是我亲眼所见到的呀

肖功勋

满怀崇敬和虔诚，踏着灿烂阳光，穿越黄土高原，我走进
了心仪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

走在杨家岭，我情不自禁地在一孔孔窑洞前停留。 窑洞
里陈列着的木桌、木椅、笔砚、油灯让我凝神思索，仿佛看到
伟人在陕北的严冬之夜熬着寒冷挥毫疾书， 起草《实践论》
《矛盾论》《论持久战》等许多光辉著作；仿佛看到那张简易而
粗糙的桌子前，伟人正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笑风生，发表
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仿佛
看到伟人与跋山涉水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促膝谈心， 鼓励
他们用“小米加步枪”定能打败飞机加坦克强敌的信心和斗
志……自古都是心胜于兵，智胜于力，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
党人用延安窑洞换取了南京、上海、武汉、北平、西安……换
取了全中国！中国革命的胜利实在是一种思想的胜利，是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延安的这些窑洞真不愧为毛泽东思想
的生产车间。

当我随着“朝圣”的人们走进朴素的枣园，一条蜿蜒曲折
的小水沟引起了我的兴趣。 其实这不是一条平常的小水沟，
它就是有名的“幸福渠”，留给后人更多的是一种沧海桑田世
事变幻的记忆。我想，昔日的“幸福渠”一定是清水潺潺，浇灌
出画家笔下美丽的陕北田园风光：平原麦子熟，山坳玉米粗，
坡塄谷穗儿长……而水渠两边更是绿树环绕， 鸟语花香，呈
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江南景象。

沿着水渠，我寻觅伟人和先烈的足迹。 可我怎么也想象
不出当年伟人们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 先烈们奔赴前线
捐躯沙场的情景。只有枣园内参天的古树，茂盛的松柏，见证
了中华民族走过生命沼泽的足音和震响耳际的催征战鼓。
在“幸福渠”转弯的院落里，一棵丁香树在秋风中摇曳着，像
一位饱经沧桑的历史老人，默默地伫立着，在半个多世纪里，
回忆着过去，凝视着现在，思考着未来。 据说这株丁香树
是毛主席亲手栽植的，现已高达4米多。 丁香树后面，便是
毛主席当年在枣园居住的窑洞，枣园窑洞不熄的灯光，成了
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象征，而用“幸福渠”乳汁般的水浇灌出
来的红枣和小米，最终成就了中国革命事业。

登上宝塔山已夕阳西下，如血的残阳染红了宝塔。 我抚
摸着那些被风霜磨砺，焰火熏黑的宝塔的古砖，抚摸着呼啸
的枪炮子弹留下的痕迹，不能不浮想联翩。 塔上的每一块青
砖，每一个弹洞，都承载着曾经经历过的那个时代和人物，记
忆着曾经发生的惊天动地的故事， 倾情讲述着叱咤风云的
壮举……

转身北望， 蜿蜒曲折的延河像天际飘出的一条游龙，从
层层叠叠的山峦间流来。滚滚延河，滔滔流水，曾经激荡着全
国老百姓的眺望与期盼。 无尽的黑暗是如此沉重，夜幕一样
笼罩着神州大地，而在陕北山区的延河边，中共六届六中全
会、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相继召开，升起了照耀着中国的“红
星”。满怀报国之志的热血青年，眺望着祖国西北角耀眼的北
斗星，外国友人看到了陕北高原闪闪的红星，中外记者找到
了中国的命运和方向，于是，全国知名的作家、记者来了；高
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白求恩、露易斯、斯诺、史沫特莱、马海
德来了；就连张学良、赫尔利都怀着不同的心情来到延安，站
在延河边上感受它的热风寒霜……我们现在虽然无法揣摸
他们当时的心境，但可以想见，谁也不敢漠视这小小的延河。
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中国历史必将在这里改写，旧制度行
将被延河的浪花卷去……

走进延安，就像走进一部厚重的诗史，博大精深，璀璨夺
目，让人一辈子都读不完，读不透。

六月六
李焱华

“池塘荷花开得鲜，六月六里遇姣娴；久日问君毛毛信，
今日得见把情牵。牵就牵来牵就牵，和哥牵情定百年；要做画
眉啼到老，莫做阳雀叫半年！ ”

这是多年前，泸溪县梁家潭村墟场上，来自土家苗寨的
儿女们身着盛装，端起米酒，吹起长号，敲起锣鼓，唱着山歌
欢庆民族节日六月六。当时风华正茂的张先生与姑娘对上了
山歌，缘定了今生。 时至今日，古稀之年的他忆起当年看美
景，听美歌，感慨万千。

“六月六”，飘过历史长河的浪漫歌会，今日依然风流，让
人怦然心动。又是一年“六月六”，这个武陵山深处的山寨，再
度成了歌的海洋、舞的世界。

烈日炎炎，墟场舞台上，群众演员们轮番表演筷子舞、舞
龙耍狮、龙灯表演、跳香、团圆鼓舞。

头戴花帕，身着民族服装的覃大哥介绍，相传在明朝洪
武年间，老祖宗“蛮僚人”覃后（覃垕）统辖少数民族先民开展
反明斗争，自称覃后王。 后来，明王朝派兵征剿，覃后王因叛
徒出卖被捕，洪武四年六月初六日被剥皮处死。

为了延续香火。覃后王死后，苗民四处迁徙，不惜改换姓
氏和族别，逃散到梁家潭等地。每逢农历六月初六，族人们汇
聚起来，唱山歌纪念覃后王，翻晒衣被，意为“覃后王晒皮”，
又称晒“龙袍”。

“六月六”是苗族与土家族的共同节日，主要是对歌与祭
祖。据《泸溪县志》记载，六月六原在潭溪举行，清光绪年间被
官府禁止。 1936年，梁家潭村开场，举办“六月六”节日活动，
将纪念覃后王活动列入开场庆典内容， 从此有了民族节日

“六月六”。
多年来，经过传承和发扬，“六月六”活动内容日益丰富，

有拦门酒礼、山（苗）歌会、苗族民间体育、传统民俗文化表演
等，特别是增加了祈求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意愿的跳香活动。
每到这一天，人们省亲会友，情真意切，歌场对歌，通宵达旦。

离别之际，山歌声从山谷里飘出来，在山岭间萦绕，飘向
远方。

沙金

在长沙， 走得最多的路就是韶山北路了。
第一次走进韶山路， 还是上世纪80年代

初。 刚参加工作3个月时， 单位安排我从隆回
六都寨水库工地回长沙培训学习， 首先要到东
塘和长岭之间水利厅内的上级单位报到。 当时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韶山路上的樟树高大挺
拔， 浓荫如盖， 走在行人稀少的街道上， 显得
十分空阔安静。 记得水利厅和东塘之间， 还有
农家住户和菜园。

那时， 韶山路上除寥寥几路公交车外， 中
巴车是市民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 收费五角至
一元， 虽然比公交车贵很多， 但停靠方便， 随
上随下， 不像现在交通管理这么规矩。 坐中巴
的乘客中本地人和外地人很好区别， 喊“停
车” 或“停一下” 的大多是外地人， 冲口而出
叫嚷一句“踩一脚” 的， 必定是土生土长的长
沙本地人。 即使偶有外地人学着喊“踩一脚”
也显得不那么地道， 似乎缺乏一点底气。 因
此， “踩一脚” 成为那个年代长沙土著坐中巴
特有的行话， 直至后来市内取缔了中巴营运，
“踩一脚” 才渐渐销声匿迹。

韶山路原是长沙城市南北方向唯一的主
道， 90年代中期芙蓉路修好后， 才又多了一条
南北交通的主干道。 由于韶山北路南高北低，

由北至南一路从岭到坡， 袁家岭、 窑岭、 长
岭、 曹家坡等。 因此， 车子从东塘下来， 一路
飞奔， 坐中巴如果不掐准时机提前喊“踩一
脚”， 车子就会飙出很远。 乘车人若有不满，
司机和卖票的会埋怨：“何解不早点喊啰！”

上世纪90年代末， 单位机关从东郊泉塘基
地搬到韶山路长岭水电大院办公， 于是， 每天
乘坐单位交通车往返于郊外至韶山路上。 后来
为了便于机关工作人员上班， 单位在长岭大院
集资修建了住宅楼， 紧邻韶山北路， 我从此成
为韶山北路上的一名住户， 每晚在街上车辆的
呼啸声中安然入睡， 早上又被洒水车音乐声唤
醒起床。

虽然家住闹市中的韶山北路， 但我是一个
比较宅的人， 有时十天半月都不出大院， 偶尔
出来走在韶山路上， 会诧异又有了许多新变
化。 街道的路面重新铺过了， 中间绿化带又新
栽了许多漂亮的花卉， 两边临街的房子外墙重
新粉刷了， 门面店子的招牌统一制作了。 甚至
倏然发现， 某个地方又冒出了一栋新楼、 新开
了几家商店。 这条有些年龄的老路， 历经了岁
月的风风雨雨， 总是合着时代的节拍， 不断赋
予一座城市新的蕴涵。

韶山北路起点是省委大院， 新中国成立以
后， 毛主席多次回湖南视察指导工作。 到长沙
后， 多次住在省委九所、 蓉园宾馆， 其中自
1974年10月中旬开始， 在九所6号楼住了114
天，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主席回湖南的最后
的一次和最长的一次。 可以想象， 主席寓居九
所的日子， 除指点江山、 运筹帷幄外， 又有多
少次朝着韶山路南望， 想念湘潭韶山冲的故
乡。

前段， 因原单位的变故， 我应聘到九所宾
馆内某单位上班。 为了强迫自己增强锻炼， 每
天坚持步行上下班， 因此， 与韶山北路有了更
多“接地气” 的交往。

每周一至周五早上， 由南往北， 下午下班
则从北到南， 无论日晒雨淋， 安步当车。 跨过
东西走向的人民路、 文艺路、 五一路、 八一
路， 一步一步地丈量， 将韶山北路的每一处建
筑印记在我的脑海。 从长岭我家到上班的地
方， 按一般行走速度， 需40分钟， 快走也要半
个钟头。 让人欣慰的是， 通过一段时间的步
行， 我的体重减轻了七八斤， 臃肿的身体有了
轻快之意。

如今， 韶山路上车水马龙， 热闹繁华， 与
当年车少人稀略显空阔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
古樟浓荫， 花团锦簇， 这条因伟人故乡而名的
路日新月异， 生机勃发。 走在其中， 在浓郁的
商业气息中， 湖南大剧院、 湖南图书馆、 湖南
木偶剧团、 潇湘电影制片厂、 长沙工人文化宫
等， 无不透露出一份沉淀已久的湖湘文化底
蕴， 我心里不由滋生了一份欣慰与豪情。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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