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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珍生

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以
司马光《资治通鉴》涉及的历
史重大事件为对象，深度阐发
了历史兴亡存废的奥秘，是一
部具有很高哲学思辨力的历
史哲学著作。最近，湖南人民
出版社推出的王先志的大著

《船山通鉴论》，以当代人的视
野，对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深
蕴的中国治理智慧进行了深
度梳理，并以晓畅的语言呈现
出来，是一部推进优秀传统文
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的优秀著作。

恩格斯曾将推动社会历
史进步的力量归结为“合力”，
而不是某种单一的神秘力量，
这是对历史事件演变的科学
揭示。在《船山通鉴论》中，作
者将《读通鉴论》所涉各种主
导因素作了集中归纳与深度
剖析，深得船山学说的精神。
作者从不同层面对船山通鉴
论的智慧进行了发掘：一是将
对历史走向有重大影响的政
治观念进行了解读，如德论、
法论等；二是梳理了历史活动主体如君主、
宰相、将领等的得失；三是从制度得失的层
面为治理提供欲求治乱之因的智慧。如，
揭示了王船山对于诤谏、法的疏密缓急宽
严等的反思与建议。对于影响历史走向因
素的不同层面，都分析了它们在历史事件
中的地位，准确地再现了王船山洞彻历史
的能力。

该书对王夫之《读通鉴论》的独特性作
了准确的揭示。王船山《读通鉴论》立论范
围与《资治通鉴》并不完全一致。《资治通
鉴》起自春秋三家分晋终于五代，而王夫之
的书则从秦始皇始，终于赵宋蒙元，突出了
秦始皇确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为当世立法
的贡献。对于中国历史，王船山不就事论
事，而是用前史证实世事，在互证中寻找历
史主体活动的一般规律，有着广阔的历史
视野与鲜明的时代特点。他善于透过现象
看本质，体现了博大的哲学智慧。尤其是
作者看到了王船山以进化论的历史观作为
释史、论史的基本方法，使得《读通鉴论》具
有超越此前史学家们的认识高度。

作者肯定了王船山冲决一切思想罗
网，对天下得失兴亡进行规律性的升华，尤
其表彰了王船山“理势合一”的进步历史
观。王船山认为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可知
规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郡县之
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变，合古今上下皆安
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在理势交
互关系中，看到势作为一种客观力量在人
类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理固乎
势”。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离
合之势与治乱之势。“天下之势，一离一合，
一治一乱而已。”同时，王船山有着深刻的
辩证法思想，他提出治理国家，必须“以今
之宜，治今之天下，而非可必之后日者，君
子不以垂法”。强调不以不变的法则来对
待时时变化着的社会生活。

该书回答了探寻中国智慧“为什么要
向历史学习”的时代之问。王船山对于历
史的功能作了科学的界定，认为：“史者，垂
于来今，以作则者也。”历史的陈迹深蕴着
治理的智慧。西人有言，读史可以明智。
但王船山更强调历史智慧对于经世致用的
借鉴意义，强调历史智慧的当下意义。王
船山激赏《资治通鉴》：“资治者，非知治知
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治国
理政、社会治理从来就不是盲目随意的个
人意志的自由发挥，而是在纷繁复杂表象
下有着内在诱变“机枢”的，这个“机枢”就
是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该书揭示了中国治理智慧的特性。中
国智慧就是突出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主
导作用，认为德是国家治理的总机枢。王
夫之极少就德论德，总是把德与一系列相
对应的范畴联系在一起进行论述，使“德”
在传统治理中的地位得以体现出来。该著
在德论中，梳理了德与政、德与仁、德与威
等范畴、概念之间的关系，及其在治理中相
辅相成的功能，为人们全面认识治理智慧
中“德”的内涵及其特性，提供了多样的视
角。国家之政虽千头万绪，但关键活动无
外乎铨选、兵戎、钱谷、赋役、礼制、刑名，这
些关乎国家兴亡成败的机枢中，德是根基。

总之，《船山通鉴论》一书以问题为中
心，将王船山《读通鉴论》所涉及的重大历
史哲学问题作了恰当归整，让淹没在历史
长河中的智慧之光以大众可以接受的方式
呈现出来，这对于王夫之的《读通鉴论》走
向大众，无疑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船山通鉴论》王先志著 湖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

梁文武

爷爷是村里的裁缝，念过几年私塾，在村
里勉强算文化人。爷爷过世的时候，父亲才
六岁。奶奶是童养媳，丈夫早逝，她含辛茹苦
把七个子女养大。在兄弟姐妹中，只有父亲
念了高中，参加工作后，还上了成人大学。

按说，父亲到了城里，当了工人，娶了
媳妇，有了我和弟弟，日子应该越过越红
火。但是，除了负担我们，奶奶和六个姊妹
每个月都需要他资助，款汇慢了，奶奶的米
缸就会告罄。

父亲曾经和我说，从小时候起，他的梦
想就是有一间宽敞明亮的书屋，屋里书山
书海，他在书香里美美地呼吸、阅读、写
作。但是，现实无情，他和母亲的收入只能
供我和弟弟上学，一日三餐都很勉强。当

他省吃俭用攒了些钱，想方设法买到一些
自己的书籍时，书房却成了问题，住的是茅
草房，书只能很委屈地蹲在墙角。一下雨，
书就被水打湿，盖上塑料布也没用，因为我
们睡觉也几乎是浸在水里。

单位分房时，我们家榜上有名，全家都喜
滋滋的。父亲一大早就写信告诉奶奶，说有
了房好好装修一下，把奶奶接过来住，好好享
几年福。母亲也早去看了要分的房，回来那
高兴劲不亚于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在家
里直嚷嚷，说要把房装修得怎样怎样。

眼看着父亲就要给我们家的书找一个安
身之处了，可是有一天，父亲下班回来低着头
一声不吭，脸绷得有些紧，把妈妈叫到一边嘀
咕了半天，妈妈居然泪如雨下，看着我和弟弟
时别过头去悄悄抹泪。我们缠着父亲问东问
西，他一下火了，“啪啪”给我和弟弟一人一巴

掌，吼了一句：“烦不烦？都给我睡马路上
去。我那些宝贝书就堆你们床上。”

那些年，我们一直住在茅草房，逢年过
节单位的人来过我家多次，问父亲有什么
要求。父亲说，把新房让给那突然出了工
亡事故的一家，自己想得通，组织上这么安
排是对的，坚决服从！一旁的我们也明白
了一个所以然。我和弟弟这回没哭没闹，
一人牵了他一只手：“爸爸，将来我们长大
了，起一栋三层别墅，我们住一层，空两层
出来专门给你放书。”

后来我家开始租房，单位里又有好几次
分房，父亲都主动让给了更需要的人，他靠自
己的努力和勤奋当上了处级干部，成了单位
唯一租房住的干部。他一如既往地爱书，我
和弟弟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和弟弟成家
之前，家里有了上万册书。

但是，我们还是要给书找个归宿的，人
的灵魂需要归宿，书也一样。书屋梦成了
我们大家的梦。

靠着党的政策，弟弟在商海里打拼多
年，取得了不小的成绩，真的起了一栋别
墅。父母扭扭捏捏不肯去住，说这样的福享
用不起，习惯了，还是租房好。弟弟说：租
房？那不委屈了我们家的书？咱们中国人
物资生活达到了小康，精神生活也要奔小康
啊！经过好一阵思想工作，那上万册书终于
如愿以偿地堆满了别墅的二层楼和三层楼。

2020年，实现小康、似乎年轻了好些岁
的父亲，提笔挥就两幅书法，四个字龙飞凤
舞：小康书屋。字在桌上熠熠发光，像父亲的
眼睛。把它装裱一新，分别挂在了两层书房
的门前。挂上去的时候，父亲的手好一阵哆
嗦，两行泪水从眼角淌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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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一季度

“湘版好书”榜单

编者按
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组织评选的2020

年一季度10种“湘版好书”近日出炉。
按照“价值导向、专家意见、市场表现、群众口

碑、质量标准”相统一的原则，经专家学者评审、编
校质量检查，评选出的10种图书分别是：《你信大爱
我信你——潇湘家书·抗疫篇》《大国飞跃——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湖湘英烈故事”丛书（第
三辑）》《“共和国记忆”系列》《大医至简——刘希彦
解读金匮要略》《地方》《经典中国故事绘本》《妈妈
总是有办法：张丹丹育儿早教启蒙》《湖湘世家》《中
国野生鸟类：中国草原与荒漠鸟类》，涵盖了主题出
版、人文社科、文学艺术、科普少儿等类别。

《你信大爱我信你
——潇湘家书·抗疫篇》

潇湘家书活动组委会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湖南民众的抗疫心灵
史，是面对灾难时中华民族情感与精
神的大展露、大激扬。该书从医务人
员、公安干警、新闻记者、基层工作者和
志愿者等抗疫群体书写的3000余封抗
疫家书中，采用图片+书信的方式精选
出81封汇编成册。一封封家书讲述了
抗疫过程中一个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流
露了一线工作人员的思念、不舍、坚守
和希望，反映了抗疫一线工作人员的内
心世界，弘扬了湖湘儿女面对疫情的英
勇和大无畏精神。疫无情，人有情，留存
这些宝贵文字，意义重大。

《大国飞跃——
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张树军、闫茂旭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史为主，史论结合，根据中
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
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
实现“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三次
伟大飞跃的97年奋斗历程，深刻阐明
三次伟大飞跃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
辑，历史性地揭示出新时代的本质特
征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

“湖湘英烈故事”丛书
第三辑（18册）
湖南人民出版社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
雄才能英雄辈出。本丛书是对英雄的
礼赞，旨在激励青少年铭记英烈精神，
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梦
想，砥砺家国情怀，激发使命担当。本
辑共18本，展现了蒋先云、罗盛教、何
宝珍、周以栗等湖湘英烈的生平事功，
展现了湖湘英烈们心忧天下，自觉将
国家和民族命运扛在肩上的英雄壮
举，以一座座精神丰碑，直观形象地展
示湖湘英烈勇于任事、英勇敢死的群
体面貌，展示湖湘英烈为中国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共和国记忆”系列（3册）
白烨、李淑琴、殷双喜主编 湖南电子

音像出版社
“共和国记忆”系列是中宣部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选题，包含《共和国文学记
忆》《共和国音乐记忆》《共和国美术记
忆》3大板块，通过精选1949—2019年在
人民群众中产生过深远影响的100部文
学作品、100部音乐作品和100幅美术作
品，以这些作品作为切入点，通过讲述它
们背后的动人故事，牵引出作者的创作
背景、主人公的故事、那个年代的社会风
貌、人们的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让读者
了解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激活70年辉煌
历程中的那些闪光点，唤起人们对那段
岁月最深刻、最不可磨灭的记忆。

《大医至简
——刘希彦解读金匮要略》

刘希彦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金匮要略》是中医四大经典之一，

在理论与临床实践上都具有较高的指
导意义和实用价值，对后世临床医学的
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和深远的影响。湖
湘古中医研究者刘希彦对《金匮要略》推
崇备至，赞誉其为方书之祖、医方之经，
是防治杂病的典范。《大医至简——刘希
彦解读金匮要略》是“大医至简”系列图
书中的第二本，作者侧重将《金匮要略》
里的理法提炼出来，结合临证对其原文
进行阐释和解读，而非逐条讲解，让读
者能从整体上把握《金匮要略》的核心，
更好地读懂和理解这部中医经典。

《地方》
蔡测海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围绕作者创作的文学故乡三川
半几十年的历史展开，以词条的形式将
三川半的人、事、景、物、情等分割成一个
个小单位，分篇讲述，既叠合，又分叙；既
交织，又疏离；如同张合有力、绵密厚实
的一张大网，将作者对“理想故土”的热
爱、疼痛、悲悯、感怀和人情世故、一山一
水精彩描绘出来。历史与传说、现实与幻
想、梦境与非梦、个人和家国、民族和世
界、地方和远方，都在作者出色的想象力
与深厚的文字功夫中有独到的见解和新
颖的思辨。

《经典中国故事绘本》
（9册）

任率英、王叔晖绘画，汤素兰改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
此绘本精选我国著名连环画家任率英、王叔晖先生的

作品《白蛇传》《桃花扇》《蝴蝶杯》《秋江》《昭君出塞》《岳
云》《将相和》《西厢记》《河伯娶妇》汇集成一系九册彩绘连
环画，邀请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新编作文，李兵、王燕、何帅
及杨乐乐、郑慧琳等多位知名主持人参与语音演播，为少年
儿童读者提供一书可赏、可读、可听、可视的多维度体验，引
导他们获取知识，学会审美，增长智慧，传承文化基因。

一部妈妈的自我进化
成长史，一份大龄妈妈自我
激励的行动清单，一张从无
助走向互助的早教启蒙地
图。张丹丹是国内著名主持
人，她在伴随两个孩子成长
的过程中，通过大量的学习

和实践，从新手妈妈变成了
一位育儿有办法的专家型
妈妈。本书汇集了张丹丹近
十年育儿路上升级打怪的
精华，集合了习惯养成、情
绪管理、性格塑造、入园适
应、能力提升、亲子阅读、生
命教育、二孩家庭及妈妈自
身成长等 9 个妈妈最关注
的育儿主题，提供了 48 项
高频早教核心问题的深度
解决方案，给妈妈们经过验
证的有效经验和实用方法。
本书还配有 53 节亲子阅读
音视频课程，引导家长有效
开展亲子阅读。这本书不是
结局，它是妈妈们团结在一
起寻找办法的一个序章，
每个妈妈都能从中汲取到
力量。

《妈妈总是有办法：张丹丹育儿早教启蒙》
张丹丹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本书以湘潭鼓磉洲罗
氏五百余年的家族史为线
索，将罗氏主要人物的命运
融入中国历史的变革中，探

索作为翰林学士、教谕、幕
僚、山长、将军等的罗氏子弟
在南明王朝的覆灭、鸦片战
争、洋务运动、五四运动等关
键历史节点下跌宕起伏的
命运。作者以大量珍贵的诗
文汇稿、日记信件、族谱方志
等历史文献为基础进行严
谨考证，对湘军、湘学派系等
重要历史议题作出深刻思
考的同时，展现了独特的叙
事魅力，使读者得以窥见湖
湘历史乃至中国历史鲜为
人知的一面。此书由著名学
者唐浩明、龚曙光、王跃文
联袂推荐。

《湖湘世家》
罗宏著 岳麓书社

“中国野生鸟类”丛书
是中国第一套综合鸟类学

最新研究成果、图文结合
展示中国丰富多彩的生态
环境与鸟类多样性关系的
中国鸟类全书，《中国草原
与荒漠鸟类》是该丛书的
一个分册，从鸟类多样性
与生态系统的相互作用关
系出发，描述了中国草原
与荒漠生态系统的分布和
特征及其中的鸟类，阐述
了鸟类与生态系统协同演
化的历程，以及鸟类如何
适应草原与荒漠生境，介
绍了相关鸟类的分布、生
态习性、研究成果、受胁和
保护现状。

《中国野生鸟类：中国草原与荒漠鸟类》
邢莲莲、杨贵生、马鸣主编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班永吉

今年第 1期《湘潮》刊登了一
篇《“半条被子”的三位女红军今
何在》的文章，给我留下了很深的
印象。作者李少华深入浅出地梳
理了 3 位女红军牺牲的细节，以
及当地群众 80 多年坚持祭扫 3
位女红军墓的故事，令人唏嘘。

李少华是湖南资兴市关心下
一代工作委员会的一名工作者，
他带着责任感、使命感和历史感，
走进了“半条被子”故事的现场，
史论结合，文章虽短，意味深远。

文章披露了 3位女红军牺牲
的情况。资兴市关工委调查人员
通过走访调查、现场参观及察看
分析，了解了当年牺牲在黄家村
的三位女红军的来历及牺牲经
过、黄家村村民 85 年来为 3 位女
红军扫墓的详情。资兴市关工委
调查人员认为，黄草镇黄家村牺
牲的 3 位女红军烈士，与曾住汝
城县文明乡沙洲村徐解秀家的 3
位女红军存在一定的关联性，从
已掌握的信息来看，极有可能就
是这3位女战士。

1934年11月6日晚，湖南汝
城县文明乡沙洲村，徐解秀和前
来借宿的3位红军女战士睡在自
家的厢房里，4 个人盖着她床上
的一块烂棉絮和女红军自带的一
条被子。第二天下午 3 点多，红
军要开拔了，3 位红军女战士把
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半条留
给了徐解秀。

“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
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人民的
军队，为的是让老百姓过上好生
活。”3 位红军女战士这样告诉
她。就在大家互相推让的时候，
红军大部队已开始翻山。3位女
战士说：“等胜利了，我们会给你
送一条被子来，说不定还送来垫
子呢。”这时，天快黑了，徐解秀不
放心，想送一程。因为是小脚，走
路困难，丈夫朱兰芳说他先去送
3 位女战士翻山追上大部队，谁
知丈夫跟3位女红军走后也没再
回来。

1984 年 11 月，《经济日报》
记者罗开富在重走长征路寻访
中，有幸遇到了徐解秀老人，听老
人含泪讲完这个故事后，写下了

《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何
方》的报道，于 11 月 14 日刊发在

《经济日报》。老人曾问罗开富：
“你能见到红军吗？”罗开富回答：
“能见到。”“那就帮我问问，她们
说话要算数呀。说好了，打败了
敌人要来看我的呀！”说到这里，
徐解秀流下了泪水。罗开富和在
场的人都沉默了，眼角也都湿润
了。

当年，看到这篇报道的邓颖
超、蔡畅、康克清等十几位参加过
长征的女红军，委托他人发表谈
话也见了报：“悠悠五十载，沧海
变桑田。可对那些在革命最艰难
的时候帮助过红军的父老乡亲
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请罗开
富同志捎句话：我们也想念大爷、
大娘、大哥、大嫂们！”

2016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中，深情讲述了这
个“半条被子”的感人故事，教育
全党走好今天的长征路，必须把
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一
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为人
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
斗。

本文作者呼吁有关部门在资
兴市关工委人员调查的基础上再
组织人员查阅历史档案，查清楚
3位女红军的真实姓名，那么，当
年《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采访报
道文章提出的“当年赠被情谊深，
如今亲人在哪里”，就可能会有一
个圆满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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