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识》
托马斯·潘恩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认识常识 ，
就是在怀疑的摸
索中， 认识真相。
本书内容确如书
名所言， 全是常
识， 但这些常识
是就今天而言的。
1776年， 托马斯·
潘恩撰写了铿锵
有力并广为流传
的 小 册 子 《常
识》 ,� 深刻揭露
了英国的黑暗与压迫本质， 极大地鼓舞了北
美民众的独立斗志。 托马斯·潘恩被广泛视为
美国开国元勋之一。 本书被誉为“改变美国
的20本书” 之一。 美国当地时间2015年9月22
日， 习近平主席在西雅图发表演讲时， 提到
了他阅读过的这部经典。

《我的抗联岁月
———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
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
中信出版社

为纪念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周年，
以及“九一八”事
变84周年， 国家
图书馆与中信出
版集团合作，推出

“中国记忆” 项目
东北抗日联军专
题系列丛书，包括
本书及《最危险的
时刻———东北抗
联史事考》、《请把我埋在战斗过的地方———追
寻抗联记忆》。 这些口述史料和照片、 手稿等
相关文献在入藏国家图书馆的同时，也成为人
们了解东北军民十四年艰苦抗战历史的鲜活
史料。

《华莱士：日本侵华史调查》
[美]欧文·华莱士 著，王金铃 译
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美国
畅销作家欧文·华
莱士通过亲身经
历，对中国的抗日
战场所见所闻的
记述。全书分两部
分，《日本的“我的
奋斗”》 是他1940�
年至1941年12�月
底作为记者对中
国抗日战场的亲
历亲闻，对日本军
国主义对外发动
战争的根源， 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为中国而
战》则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莱士应征入伍，
在美国军队的制片分队主笔撰写的电视纪录
片脚本。 他再次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呼喊、
发声，把中国人民团结抗日的决心斗志和这片
古老土地所遭受的苦难如实地告诉世界。

《逻辑思维：迷茫时代的明白人》
罗振宇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工业时代用
庞大的知识体系，
让每一个人进入
了一个细碎的分
工的角落，被迫变
得扁平化。如何以
个人身份把握机
会？本书是罗振宇
与《罗辑思维》见
解的第一次充分
集中表达：一切坚
固的东西都将烟
消云散，个人崛起
的时代已经到来； 本书也为80后90后支招指
路，实实在在缓解年轻人的成长焦虑。

《重生》
冯积岐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关于爱
情、忏悔、救赎和
重生的小说，也是
一部有关成长的
小说———一个人
在成长过程中，其
家庭、社会和所处
的环境对其有着
不可估量的影响。
主人公李盈悦少
年时遭遇不幸；青
年时，在艰难中历
经了挫折，在极其
失望中放纵自己。
死亡线上，她回首自己短暂的一生，勇敢地面
对自己，面对现实，伏案写作，用文字释放了最
后的能量，使生命擦出了绚烂的火花。本书是
继陈忠实、贾平凹后，陕西作家又一领军人物
冯积岐的长篇小说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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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经典

契诃夫：
当柔软撞击残酷

□袁园

欧·亨利、莫泊桑和契诃夫中，我对契
诃夫有着特殊的情感。 他们仨都是短篇小
能手，尤其是契诃夫。

除了《凡卡》外，大家容易对契诃夫留
下一个专门刻薄人的印象。 但在我的印象
中，他却是一个少有的“少女心”小说家。非
常粉红，异常温柔，他对于所喜欢的形象其
实笔触柔和到不行。就像是《凡卡》，你几乎
时时刻刻能感受到作家的不忍心， 但同时
作为诚恳的作者， 他又不得不在背景后铺
陈一个真实的世界。在这两相对比中，柔软
冲击着冷酷， 使得他的小说充满了力量和
悲悯。谁又不是《套中人》？谁不吃着《醋
栗》？谁又不曾是那《迟开的花朵》呢？

《迟开的花朵》是第一部让我看到契诃
夫“少女心”的作品，写出了那种年轻时候
理想的被惊醒： 猛然间你不知道如何就人
到中年，浑浑噩噩被日子消耗殆尽。可是醒
过来更悲哀的是，你还是只能这样活下去，
毫无改变。另一篇《第6号病房》，看完后我
很长一段时间都沉浸在阴影中。人性的恶，
随时可以将你由合群变成异类。 从某种意
义上来说，我们都是与众不同的怪物，带着
与生俱来的孤独。 而当孤独成为迫害的手
段，你该如何去面对社会，又如何面对自己
动荡不安的内心呢？

前段时间我曾碰见一个提问，是生活对
你的影响比较大，还是阅读？但在我看来阅
读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无论看云看天，看人
看小蚂蚁，还是看书，其实都是生活。因为阅
读，让人明白生活中许多事早已发生，即便
孤独也不必害怕； 也正是因为好好生活，才
有可能明白什么样的书，是一本好书。

微书评

别错过这位南方才子
□晓舟

今天不过是
历史的延续，了解
历史才能更好地
认识现实。陈寅恪
先生有诗云“读史
早知今日事”———
正是本书书名的
出处。作者是大学
历史系教师，但这
本书不是学术著
作，而是一部读书
随笔。

作者从一些很小的点切入， 透视的却
是背后的大时代。比如从曾纪泽学外语，看
晚清士大夫对英语的态度；宋教仁、鲁迅等
人的转行与择业，是救亡图存下的自觉；张
申府找女朋友， 乃五四后对于女性的重新
认识与社会的解放； 外祖母教训幼年何炳
棣吃饭， 渗透着传统里的忧患意识……虽
然所谈侧重小细节， 却是大历史下不可或
缺的一个个脚注。

作者学养深厚，行文旁征博引。他不停
地在东西方经典之间穿梭， 不时冒出思想
的火花，给人以启发。既涉猎古今中外，又
能深入浅出， 有这种功力的文章已经不多
见，这部书堪称近年来文史随笔的新收获。

长沙人段炼是难得的读书种子， 虽然
年轻，却很少受网络和手机的影响，他不玩
微博，也不开微信，乐于做纸书的遗民。他
归国任教不久， 非常低调， 知道的人并不
多。南方多才子，段炼你可知？希望你不要
错过。

（《读史早知今日事》段炼著 九州出版社）

走马观书

读书与做人做事的很多道理是相通的。
古人读书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慢，正所谓
“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古人读书不但要朗
读，而且要抄、背、默，“一章三遍读，一句十
回吟”，不倒背如流不罢手。从古人读书慢，
能体会到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国历史典籍所记载的“韦编三绝”，讲
的就是孔夫子用皮绳把竹简、 木椟拴起来
读，读的次数多了，连皮绳都翻断了三次。可
见，孔夫子读书下的功夫有多深。明代大文

豪张溥则以抄读著称。据《明
史》记载，他“所读书必手抄，
抄已， 朗诵一过， 即焚之;又
抄，如是者六七始已”。因此，
他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七
录斋”。 曾国藩也是有名的
“书痴”。 在湖南湘乡流传着
这样一个笑话： 曾国藩在家

读书， 一篇短文朗读
了多遍还背不下来。
一个想等他入睡之后

行窃的小偷实在等不下去了， 跳出来大叫：
“这种笨脑袋， 读什么书?” 其实， 曾国藩的
“慢”，并非其人有天资禀赋上的弱处，而是
读书讲求精嚼、精思。他在家书中多次谈到
读书，说“用功譬若掘井”，贵在“掘井及泉”;
“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
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这种
“慢”看似“笨功夫”，实际上是为了把书读得
熟、记得牢、钻得深。

不难体会，古人的慢读书蕴含了学不厌

精、触类旁通的大智慧。诚如有诗所说，“文
须字字作，亦要字字读;咀嚼有余味，百过良
未足。”由此想到当下的某些国产商品，总感
觉少了抹“求精”“出新”的亮色。作为制造业
大国，我国生产的商品林林总总、数量庞大。
但看一下路上跑的汽车、 手里拿的手机、家
里用的电器、商场里摆的奢侈品，以至身上
穿的衣服，有多少是民族品牌?甚至一些百
年老店和“老字号”产品，也由于不重质量、
盲目扩张，而如“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
问题出在哪里?其原因正如当下一些人读书
一样，浅尝辄止、速食不化，不愿意下“慢功
夫”“苦功夫”“笨功夫”。

宋儒陆九渊讲：“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
功夫兴味长。”从古人读书中，也不难琢磨到
不急不躁不怕慢、 不急求功不厌烦的道理。
由此，又想到发展观、政绩观的问题。发展是
硬道理，这个理人人都懂。但好比读书“一口
吃不成胖子”，得有一个自博而约、积久功深
的过程，发展也只能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离
开客观规律和现实基础， 盲目追求发展速

度，往往“欲速则不达”。至于以牺牲资源和
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更是后患无穷。经济发
展进入新常态，脚步是放慢了些，但换挡不
失速，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终归还是为
了行稳致远。

在政绩观方面，“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这理所当然。但应切记，我们追求的政绩是
经得起历史、实践和人民检验的政绩，而不
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图虚名得实祸的
豆腐渣工程，不能成为一代人的政绩、几代
人的负担的“政绩债”。事快三分假，慢工出
细活。创造过硬的政绩，就要像古人读书那
样，“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远
沽名钓誉之心、戒急功近利之意、去冒进浮
躁之气，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致力于
谋长远、 打基础的工作。“草萤有耀终非火，
荷露虽团岂是珠。”搞形式、做虚功、走捷径、
耍滑头，难免落个贻误事业、害人害己的结
局。

(作者系湖南省委常委、 省委宣传部部
长。转载于《人民日报》2015年9月10日7版)

慢功出精品
□张文雄

读有所得

莫负此君深情
□邹金灿

一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亲近与否，
取决于其性情。有深情者自能近之，无深
情者即使雅好传统文化， 亦难体察个中
幽微之处。

许石林先生深情。 在他绝大多数的
文章里，尤其是谈论古人言行之作，他都
是在做同一件事情：进德彰贤。这听起来
很冬烘，似乎头巾气十足，但里面所涉及
的德行，是人之大端，不可糊涂。现在很
多人看不得正襟危坐说道理的文章，时
势如此， 许先生在写作时也不得不进行
权变，他将“进德彰贤”这一用心，溶在平
易近人的文字里，如盐入水，人受其味而
不觉有东西进入腹中。

读许石林先生的文章， 容易被各种
生动的比喻吸引， 又或是对其嬉笑怒骂
的姿态印象深刻。在我看来，这些东西都
不是最应注目之处。“天下文章出桐城”，
桐城文章强调义法。所谓“义”，是《周易》
说的“言有物”；所谓法，是《周易》说的
“言有序”。许先生书中的各种比喻也好，
嬉笑怒骂的姿态也罢，都属于“言有序”，
而他的“进德彰贤”之心，才是言中之物，
就像水里的盐一样。古人写作技巧极高，
但并不以“言有序”为能事，不去高谈什
么写作技巧。 言有物， 才是古人最看重
的，因为无论你是反对还是赞成作者，都
要基于作者的“盐”来发论。

在古人看来，要窥得作者用意，是讲
究眼光的一件事。譬如读《庄子》，入眼就
不得不慎重。清末大儒王先谦在《庄子集
解》的自序里，这样评价《庄子》里的各种

狂言怪语：“此岂欲后人之行其言者哉，
嫉时焉尔。”意思是说，庄子的狂怪，皆因
忧世而发，并不希望后人模仿。王先谦可
谓是庄子的异代知音。《庄子》 成书于衰
世，里面的言论多因忧愤而生，因此往往
正言反说。后人读《庄子》，若不能体察其
忧世深情， 就容易对那些非贤非圣的言
论不得要领，甚至走火入魔。

当然了，许先生的书并非像《庄子》
那样走激诡之路。 但他在文章里大谈古
人的好，这似乎给人“食古不化”的印象。
其实，许先生自有深情。他服膺顾亭林，
亭林先生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许先
生躬行顾氏之言，将忧世之心，化为崇古
之文、笑骂之笔，实际上是希望对今日的
人心出一分匡扶之力。

在现实生活中，许先生并不泥古，比
如他与一群朋友相聚， 当大家都将某人
批驳得一无是处时， 他会直言不讳地说
出那个人的可贵之处； 当大家都异口同
声地赞扬某人时， 他则会告诉大家那个
人有哪些不足之处。他无意标新立异，只
是论人衡事自有进退的标尺， 不会被大
流裹挟，这个标尺就是人的德行。李白有
言：“古人今人若流水。”若将时间线拉长
看，今天的人也会成为古人。然而人分今
古，美德却不分今古，前人的嘉言懿行，
在任何时候都值得后人心慕手追。 这就
是先贤崇古的精神所在。

先儒论人，以美德与学问为高，目的
是培育士君子， 而士君子是良政美俗的
基石。这是一种极其深邃的眼光，因为它
直接指向人本身。 许先生显然领会了古
人这一深意， 他那些貌似为古代招魂的
文字， 其实是为玉成与勉励今日的士君
子而发。读许氏书，如果认为他只是在缅
怀古代，显然将他读浅了，更辜负了他的
深情。

（作者系青年学者、诗人。《桃花扇底
看前朝》 许石林著 鹭江出版社）

闲说 生活在报复你，文字在偿还你
□文/迭戈

我跟小驴因书结缘，交往已有数年。
他在长沙工作期间，也时常见面。后来他
毅然放弃在长沙《文学界》杂志安逸的工
作，甚至放弃已在长沙购置的房产，前往
海南《天涯》杂志社发展，生活又进入一
种“漂泊”的状态，可谓他特立独行的现
实写照。

我读小驴的第一本书， 是他赠送给
我的《少儿不宜》短篇小说集。翻开书，我
看到“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常堵在窄小的
胡同里等我。那些家伙身强力壮，嘴里叼
着白沙烟。 红砖墙上攀爬着茂密的常青
藤，掩盖着”文革“时期一些简单粗暴的
白色标语。他们粗壮的手臂一伸，将我卡
在常青藤下动弹不得， 嘴巴上的香烟就
差点烫在我的脸上了……”

作者直白、平述的文字让我赞叹，其穿
透力把我带到幼时也曾经历过的场景。作
者写作，也就是在写自己，他没有掩饰自己
的懦弱，也没忘记自己心中的愤怒。

《你知道的太多了》这本书，作者在
前言中坦承“对于社会，我不是知道的太
多了，而是知道的太少了。”

小驴的家境并不富裕， 早年的小县
城生活并没有让他失去奋斗的目标，他
立志成为一个作家， 用文字表达对世界
的看法，“生活在报复你，文字在偿还你”,
他就是在这纠结中，找到了平衡的位置。

“我从不怀疑我的文字的真实性……
它们来自我的心声，我的所思所想所感。它
们真实地存在于我处的世界”。小驴的文字
是真诚的、敏锐的，干练、准确。现实中的他
也是一位真诚的人，低调、腼腆、不善于表
达，很难想象他的文字是这样的精彩、这样
的透彻， 这些似乎跟他外表与年龄极不相
称，如不是跟他熟识，还真以为背后有高人

“指点”。
在我与他交往中， 他很少谈论文学

创作，更多谈论的是生活琐事，电影的观
感。在他新出的这本随笔结集中，不难看
到他对电影的偏爱， 他巧妙地将电影镜
头与现实生活去比照，还原事实真相。

在随笔中的第二辑， 关于云南的生
活记忆中，他的文字像电影文学的序章，
“我不曾想过，以一种怎样的心态离开昆
明。就像之前不知为何而来，飘落到此一
样。很多人来到这个城市，待了一阵子就
说，我不想走了……”这样的感觉，就像
欧洲电影中漫无目的漂移镜头， 让人迷
茫、让人束手无策。

或许他感到累了， 在长沙他是真心
想安下家来，他买了一间小小的公寓，买
了一台代步车， 甚至还一本正经的谈起
了爱。或许生活跟他开了一个玩笑。在长
沙的事业，并不如他想象那般顺畅，无趣
的框框，让他再次飘到海南，总算找到了
一个立足点。

小驴的文字，一直是很个人的。他不
受外界舆论侵袭，保留着独立的观察，无
论立场，只求阐述，立论无关对错，只求
真实，这点是很难得的，也是他作品的价
值所在。

（《你知道的太多了》 郑小驴著 作
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