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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受组织安排， 我于2018年9月1日走进中央党校
大院， 同中青年干部培训二班 （第19期） 的120多
位同学一起参加学习。 开学之初， 有感于董振华教
授导读 《共产党宣言》 时的一些观点， 整理了一篇
学习笔记， 发在个人公众号里。 不承想， 分享到班
级群里后， 同学们纷纷点赞鼓励， 由此激发了我继
续整理学习笔记的兴致。

人都是有惰性的， 尤其到了我们这个年纪， 上
有老、 下有小， 在单位里承担了一定的管理责任，
工作生活事务庞杂， 或多或少总会有一种想歇口气
的情绪拖拽着自己。 除了自我加压， 或是为了不负
众望， 外在的刺激和压力， 也是我们对抗惰性的武
器。 其实， 在推送第一篇学习笔记时， 我就特地注
明“党校学习笔记 （一）”。 这纯属给自己“找事”，
目的是逼着自己动动笔。 有“一” 必须有“二”
啊， 写完了“一” 就没了下文， 别人不说你， 你自
己都会觉得难为情。

33篇笔记， 基本都是结合党校教学和生活的点
点滴滴有感而发， 其间穿插了若干对工作、 学习的
思考， 有些议题长久萦绕在脑子里， 正好借着笔记
整理， 好好梳理一番。 总起来说， 主要包括几个方
面的内容： 党校的课， 党校的人， 党校的景。

中央党校位于京西北大有庄， 被认为是“留在
北京的美丽地标”。 据说大有四季各有特色， 一时
一色， 一日一景。 我们秋季入学， 绵延入冬。 大有
的秋， 是各种美的元素不规则地按着规律铺陈， 杂
乱而有序， 美艳而清纯。 大有的冬来临时， 北风萧
瑟间， 枝向苍穹， 叶落满地， 整个校园蓦地豁然开
朗。 我想尽可能地把大有的美景写进笔记中、 留在

记忆里， 怎奈笔力不济， 转念一想， 缺憾也恰好可
以成为美的补白， 继而释然。

这里名师荟萃、 方家云集， 许多老师个性鲜明，
远不是“正襟危坐” “不苟言笑” 这些刻板偏见可
以描摹。 比如， 罗平汉教授一口浓重的乡音， 讲座
中却要执着地解释他说的的确是普通话。 举座皆
惊， 继而哄堂。 个性化的幽默风趣最终“拯救” 了
他。 卓泽渊教授是一位诗意盎然的法学家， 据说讲
课皆以“定场诗” 开场。 同样乡音顽固的卓教授一
开口， 就让人深感之前错怪了罗平汉教授。 不说二
位教授的学术造诣， 单就方言而论， 二位恐怕难分
伯仲、 各有千秋。 我在笔记中展现了党校课堂的部
分生动场景， 只是想要说明， 如果以为党校的课堂
四平八稳、 了无生趣， 实在是一场误会。

还有我这帮可亲可敬的同学们。 一帮四五十岁
的中年人， 学得那么刻苦， 练得那么积极， 聊得那
么开心， 全无暮气， 像孩童般生机勃勃。 他们身上
迸发出的党性立场、 为民情怀、 创业动力、 勤勉学
风、 踏实作风，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 我
在笔记中情不自禁地感叹： 党校最生动的是人！

我的职业生涯， 同理论和舆论工作紧密相连，
舆论工作7年有余， 理论工作整整10载。 这不能不
让我把学习笔记的篇幅， 更多地向这两个领域倾
斜。 新闻舆论工作者每天接触的新鲜事物涉及方方
面面， 涵盖各个领域， 为了满足工作需要， 各方面
信息都要了解一点， 各方面知识都要学习一点， 这
就注定了媒体人必须做一名“万金油” 式的“杂
家”。 这不丢人， 真能做到这一点， 已然不容易。
当然， 如果结合自己的工作， 在广为“撒网” 的同
时， 又能专攻某个领域， 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也
是值得赞誉的。

但是， 正如一名大学校长， 首先应该是一位教
育家， 我觉得媒体人更应该追求的， 是成为“翻译
家”， 成为“传播家”。

一名称职的媒体人， 必须是一名好的“翻译”，
要善于把冷僻的知识、 深刻的论断、 繁复的逻辑、
晦涩的术语“翻译” 成普通读者能够看懂的文本。
如果别人都看不懂或不爱看， 你还怎么说服人、 怎
么引导人、 怎么完成这个社会赋予你的使命？ 要做
好“翻译” 工作， 就要深谙传播之道， 准确把握受
众需求、 深入研究受众心理， 用合适的语言、 合适
的形式、 合适的载体， 把想说的“道理” 传播出
去， 在同受众的良性互动中进一步推动下一个环节
的传播。

从这个意义上说， 媒体人的角色， 更像是一位
“摆渡人”，把实践中的舆情收集过来，把理论中的思
考投放进去，在理论和舆论间穿梭，在思想和实践间
互动。 摆渡人最需要做的，是让两岸的人们安全、顺
利进而尽可能舒适地到达彼岸。 媒体人也一样，更应
该专注的是把“道理”讲清楚、说明白，让“道理”入
眼、入脑、入心。 这是媒体的职能，也是媒体人的本
分。 所以在系列笔记中，我花了三分之一的篇目来
讨论这些问题———《理论与舆论， 该如何共舞》《“塔
西佗陷阱”的舆论学反省》《理论学习，不能太功利》
《通俗些，再通俗些》……

很多年前， 喜欢上一首歌———《摆渡人的歌》，
歌词云：

黎明冉冉苏醒 尘雾中/他慢慢走来/晚霞渐渐昏
暗暮色里/他将要离开……

歌声悠远， 意蕴绵长。 今天想来， 感触尤甚。

(《理论的味道》 赵强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史蒂芬·霍金 著 湖南科技出版社

《十问： 霍金沉思录》
“如果把 《时间简

史》 比作一个起点， 那么
《十问 ： 霍金沉思录 》 就
可以看作一个终点， 阅读
‘终点 ’ 能够有助于我们
更好地了解 ‘起点’。” 在
霍金逝世的一周年， 这本
遗作出版。 让我们阅读这
本现代最伟大物理学家最
后的智慧结晶， 感受和领
悟他所要传达的讯息， 共
同缅怀这位天纵英才。

《从莎草纸到互联网：
社交媒体简史》
汤姆·斯丹迪奇 著 中信出版社

社交媒体其实并不
是什么新鲜的东西 。 从
西塞罗和其他古罗马政
治家用来交换信息的莎
草纸信到宣传小 册 子 ，
过去人类跟同伴交流信
息的方式依然影响着现
代社会 。 作者在书中借
助对托马斯·潘恩和 “互
联网之父” 文顿·瑟夫等
人的讨论 ， 探索了社交
媒体在启迪创新和激发
社会变革上的作用。

叶梦

当你翻开 《逆风飞翔》 这本书， 书中那个少年已经向你
张开了双臂。

如果你有足够的勇气， 你不妨按照她的 《秘密地图》， 通
过时光隧道， 潜入古城穿过古风尚存的巷道， 走进茅屋子与
她一起去听鬼故事？ 若是你和她一样， 也曾经是一个胆小的
孩子， 你在读过她的 《灵屋子》 《落气亭探险》 之后， 也许
会获得一种间接的精神体验而变得强大， 从此敢于面对生命
真相。

她就是 《奇幻世界的入口》 中的那个想成为英雄的少年，
也是 《四个鬼妹几》 中屡屡犯错的淘气包， 你想知道她是怎
样改邪归正的吗？ 她的惶惑、 淘气、 艺术觉醒以及幸福感也
许你也经历过， 这样的感觉是没有年代隔阂的成长体验。

还有一个也许你现在不愿意面对的问题， 就是如何面对
生命真相？ 这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精神命题。 她经历了
长久的蒙昧才搞清楚的事情， 也许你早就知道了谜底而坦然
面对。

她所经历的有关生命、 有关精神成长的问题， 从来没有
直接的答案， 她的个体体验都潜藏于本书文字。 尽管她清晰
描绘的记忆场景与人物， 多数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那些记忆
碎片已经通过文字复活成为一幅幅动态的长卷。 若你在浏览
这一长卷中， 看到的不仅仅是描绘诸多世相的风情画， 也不
完全是各有千秋的童年故事。 你在获得阅读愉悦之外， 是否
会因为跨代阅历的分享让你获得了更多的人生经验？

经历过长夜的人才会珍惜阳光， 洞悉黑暗才会全身心地
拥抱光明。 她走过的弯路你会绕道， 她经历的
曲折你会一飞而过。 她在
稚嫩青涩时所犯过的错 ，
你可以借鉴而回避。

历史是进步的， 是向着光
明的。 你比她的起点更高， 也
会飞得更远。

她经历的荒诞也许不会再出
现了， 但是你即将走过的漫长的人
生将要出现什么？ 将不可预料。

她用生命的微火点亮一支小小的
蜡烛， 那个曾经照亮她生命的蜡烛， 或
许也能够给你一点点亮光。

人生在世， 就靠有亮光而光明堂正地活
着。 就靠这些亮光， 让她崇尚独立思考、 让
她尽量保持人格完整， 让她还有维护人性之
美的勇气； 这些亮光也让她有一直行走在抵达
艺术之境的探索途中。

她一直想把这微微的亮光交给与她心灵契合
的隔代少年， 你愿不愿意接过她这一缕亮光啊？
或者， 在你的下一个甲子光临的时候， 你也会同样地交给你
的后辈一缕亮光！

如果是这样， 中国儿童精神接力就这样代代相传。 一辈
比一辈强大！

她曾经是新中国出生的儿童。 刹那间就是一个甲子过去，
因为她一直保有童年的亮光， 她与你没有代沟， 精神的链接
一拍即合。

一直拥有丰沛童年感觉的人， 才会有永不枯竭的艺术源
泉， 才具有永恒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逆风飞翔》 叶梦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文学创作者与
爱好者的福音

曾庆仁

那天作家和诗人们聚会， 我带去曾思艺翻译的阿赫玛托娃诗选
《安魂曲》 和丘特切夫诗选 《我心注视着整个银河》， 大家认为， 曾思
艺的译本是“诗苑译林” 丛书数十年来质量最好、 装帧最精美的。 而
我补充说： “曾思艺的译文也是‘诗苑译林’ 这一品牌数十年来最好
的之一。”

曾思艺在学术研究、 文学翻译、 文学创作三个方面均有建树， 出
版了12部学术著作、 11部译著、 4部创作集。 我一直认为， 在这三个方
面曾思艺走得最远的还是翻译。 他翻译的 《罪与罚》 已有商务印书馆、
上海三联书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等十几家出版社出
版， 《尼基塔的童年》 也有多家出版社出版， 并且在台湾获得翻译文
学奖， 《屠格涅夫散文选》 也在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多种版本。 而
他翻译得最多也最有特色的， 是诗歌。

我曾在 《理性王国的感性之花》 一文中说： “《俄罗斯抒情诗选》
是曾思艺第一次结集出版的诗歌翻译集， 诗人译诗， 更能表现诗歌的
语言美和意韵美， 整部诗歌都翻译得自然， 明净， 优美， 其中译得最
出色的， 是费特和尼基京的诗歌， 我感到奇怪的是， 他怎么能在完全
复制原作韵脚的情况下， 把诗歌翻译得那么自然， 清丽， 优美……”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今天当我读完他译的阿赫玛托娃诗选和丘特切夫
诗选， 我体会最深的， 正是曾思艺译文的纯正。 丘特切夫就不必说了，
我以为将曾思艺称为“中国丘特切夫研究第一人” 并不为过。 思艺曾
告诉我， 他在俄罗斯做访问学者期间， 俄罗斯学者都为他的丘特切夫
研究成果感到惊讶， 他访问丘特切夫博物馆时， 俄方主动安排相关学
者、 专家和他进行深入的学术交流。 曾思艺研究丘特切夫的文字已经
在80万字以上， 这种深厚的学养与他写诗的灵气结合， 丘诗的翻译质
量自然是无需多说的了。

阿赫玛托娃是我最喜欢的俄罗斯诗人之一， 这些年她成了中国翻
译诗歌出版的热门人物。 由于对她的喜爱， 我几乎买下了有关她所有
的译文版本。 通过对比， 我想向读者推荐曾思艺和晴朗李寒。 我曾在
电话中与思艺交流， 我一句句对比他们译的 《安魂曲》， 以为他们各有
千秋 （思艺认可我的判断）。 但从读者的角度考虑， 我还是建议买曾思
艺的译本， 晴朗李寒译的是 《阿赫玛托娃诗全集》 共三卷， 定价198
元， 曾思艺译的是 《阿赫玛托娃诗选》， 选得非常到位， 定价72元。 当
然， 经济条件较好的读者选择买全集也是值得的。

我一直感到庆幸的是， 几十年来不管社会怎么变， 我周围总有一
批能进行纯正艺术交流的同仁和朋友， 但能够在电话里长期交流艺术
的， 惟有思艺兄一人。 我多次与思艺谈到我对中国老一辈翻译家们的
感谢， 说老一辈翻译家是我真正的文学启蒙者， 一点都不为过， 因为
我全部的文学创作都是伴随着“翻译体” 成长起来的。 现在我感到欣
慰的是， 新一代翻译家们正在惊人地成长着， 像思艺这样不为名利、
立志把翻译工作做好的人越来越多， 我把这看成是文学创作者的福音，
毕竟绝大多数作家和诗人无法将一门外语学到能翻译的水平。 这更是
广大中国读者的福音。 中国读者要看到世界上最好的文学， 必须要经
过翻译家的手。 在我心里， 曾思艺们的工作， 是神圣的。

对思艺的翻译， 还有最重要的话想说： “曾思艺的翻译较完整地
表现出了原作者的精神气质。” 我以为这非常重要。 我认为， 伟大作家
是伟大心灵的产物， 是人道与天道结合在一起的产物。 是自然之美德
的力量。 是黑暗之中的光， 是光中的寓言， 是寓言上的风， 是风中的
肉体与灵魂……所以对翻译家来说， 能够通过语言译出原作家和诗人
的精神气质， 就是最重要的了。

（阿赫玛托娃诗选 《安魂曲 》 、 丘特切夫诗选 《我心注视着整个
银河》 曾思艺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得人才易
得人心难

张光友

据说日本的企业家们， 喜欢读中国的古典小说 《三国演
义》。 他们当然不仅仅只是喜欢小说中那些跌宕起伏的故事情
节， 更多的是从书中得到管理企业的谋术。

孟子曾经说过， 得人心者得天下， 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一
个重要内容， 也是我们今天所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 思想的
早期雏形。 在 《三国演义》 一书中由刘备团队演绎得淋漓尽
致。

古话说， 世上最难得的是人心， 如何获得人心， 是一门领
导艺术和做人的诀窍。 刘备团队在凝聚人心方面有着许多成功
的经验， 把它们梳理一下， 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用崇高的愿景激励人心。 人们之所以走到了一起， 许多时
候是因为志趣相投。 刘备与关张三人桃园结义， 发誓不求同年
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日死。 就是为了那个驱除奸佞， 匡扶汉室
的美好愿景， 换得关羽后来的千里走单骑， 张飞大战霸凌桥而
演绎出对刘备的忠心耿耿。

用虔诚的态度感动人心。 刘备为了得到人才， 釆取了与曹
操截然相反的手腕， 后者是强取强夺， 而他则是靠自己谦卑的
姿态， 礼贤下士， 用虔诚的态度去感动别人， 使之成为自己的
忠实下属。 大家最熟悉的当然是三顾茅庐而请来孔明的故事
了， 孔明自然是肝脑涂地虽万死而不辞； 类似的事情在书中还
有多处， 如为送徐庶伐倒满山树木， 感动他许下“人在曹营心
在汉” 的诺言； 为深谢赵云单身护太子而掷阿斗， 令赵云涕泪
满面而今后唯马首是瞻。

用温柔的态势教化人心。 刘备团队凝聚人心的另一高招
是， 釆用怀柔策略， 这一点七擒孟获便是最好的佐证。 孟获本
是一南蛮之地的小头目， 因不服蜀国的管辖屡屡在边境挑起事
端， 为使其臣伏， 孔明五月渡卢， 对孟获七纵七擒， 从而使他

俯首帖耳， 表示永不再犯。
用宽厚的胸襟接纳人心。 人与人之间的交

往， 许多时候是需要以心换心的， 只有自己具备
宽阔的胸怀， 才能获得更多的人心。 刘备一向宽
厚仁慈， 与曹操的“宁可我负天下人， 不可天下

人负我” 的观点形成强烈的对
比， 这样的处世态度， 使他赢得
了更多的支持者。 在新野城被攻
破， 他自己处于败军之际， 匆忙
出逃时， 居然还想到要保全百
姓， 以至于后来众口皆赞刘皇
叔， 民心的天平更多倾向他的一
边。

当然， 刘备团队最终没有取
得天下， 那是诸多原因造成的，
但他们凝聚人心的做法， 还是值
得现代人借鉴的。

特别推荐

摆渡人的歌

我写我书

向你
张开双臂

走马观书

我读经典

读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