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
史
小
说是
可
读
作
历
史
的

14 2020年4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曾衡林 版式编辑 刘也周刊·悦读 投稿邮箱：732349208@qq.com

张海迪

小时候，母亲给我买来一摞小学课本，
用牛皮纸包上书皮。我在课本里看到一段
话：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我问母亲：“妈
妈，我怎么才能爱祖国呢？”母亲说：“我们
要用心爱自己的祖国，因为祖国就在每个
人的心里。”

一次，母亲给我买了一本《连环画》杂
志，里面有向秀丽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被
英雄的故事感动得流下眼泪。向秀丽是广
州一个制药厂的工人。有一天，车间酒精瓶
破裂，燃起了大火，如不及时灭火，旁边的
金属钠就会爆炸。为阻止大火蔓延，向秀丽
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酒
精的流淌……大火被扑灭了，可向秀丽却
被严重烧伤……母亲说：“你要学习向秀
丽，长大要为国家献出自己的一切。”

那时候的我还不懂得什么是一切。一
切是一个抽象的词，而在现实生活中，一切
又是什么呢？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在他
们上楼的时候，我听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
咚—咚—咚……仿佛有什么沉重的东西戳
在地面上。客人进屋后坐下了，我看到一位
大个子叔叔坐在椅子上，他伸着一条腿，身
体也有点后倾。后来母亲告诉我，这是大个
子叔叔走路的声音，因为他安了一条假腿，
是木头的，不能打弯。大个子叔叔曾是志愿
军战士。有一天，一颗炮弹落在他的身边，
轰的一声巨响，火光四起，他的一条腿就永
远留在了战场上。而在那里献出生命的志
愿军战士还有很多很多，比如黄继光、邱少
云……

童年时光，母亲带我坐火车，在列车的
奔驰声中，母亲会为我读书。那一次母亲给
我读波兰钢琴家肖邦的故事。她说，肖邦是
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也是一个爱国者。他曾
因为在华沙起义失败，流亡法国。后来他在

那里得了重病。临死前，他特别嘱咐自己的
亲人：“我死后，请把我的心脏送回祖国。”
母亲读到这里，眼泪流下来。她对我说，什
么也比不上一个人对祖国的热爱。

15 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坐在一辆卡
车上，那是初春的光景。此前我生活在城
市，从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跟父母下放农村，
也从没有想过要去的农村是什么样子。

那是一个贫穷的村庄，我开始了点煤
油灯的日子。清晨，村口的钟响起来，一群
群去地里干活的乡亲从我的小窗前经过。
我每天都能看到他们在地里劳作，无论是
春夏还是秋冬，收了麦子种玉米，收了玉米
摘棉花。年复一年，他们无怨无悔。秋天的
时候，乡亲们家家户户交公粮，他们赶着装
上粮食的马车、驴车，去交给国家。很多年
后，我曾想，在那么贫穷的年代，村里的人
生活那么困难，自己的粮食都不够吃，可是
交公粮的时候却没有半点犹豫，人们都愿
意为国家献上一份力量。

祖国就像母亲，你会为她欢乐，为她忧
愁，更愿为她增光添彩。这些年，我担任中
国残奥委员会主席以来，曾带领中国残疾
人体育代表团赴英国伦敦、俄罗斯索契、巴
西里约、韩国平昌、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
征残奥会、亚残运会和冬残奥会。中国残疾
人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奋力拼搏，赢得了
一块又一块金牌，现在，已经连续四次获得
金牌总数和奖牌总数第一。颁奖的时候，我
看到五星红旗一次次升起，我和大家也一
次次唱响国歌。有蓝眼睛的记者问我：“看
到升国旗你在想什么？”我告诉他，看到五
星红旗我就想到了祖国，她如同血液早已
融入我的生命中，也早已升华为一种力量，
这是我奋斗不息的源泉。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无数
先辈历经艰难困苦，曲折坎坷，为国家的富
强和民族的振兴前赴后继，不懈奋斗，视国
为家，以国家兴亡为己任。自从建立了新中
国，祖国这个词把亿万人的心紧紧拥在五
星红旗下，汇成巨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力
量，这力量让一座座新的城市拔地而起，让
一列列高铁驶向远方，这力量将一颗又一
颗卫星送上苍穹，也让潜航器到达了曾经
深不可测的海底。

几年前，母亲就跟我说了一个心愿，希
望在70周年国庆那一天能去天安门，看壮
阔的游行队伍，还要看夜空中绚烂的礼花。
70年前，母亲18岁，是一个文工团团员。新
中国成立前夕，他们的文工团接到任务，要
在开国大典那一天，去天安门前打腰鼓。
1949年10月1日那一天，母亲被安排在腰
鼓队的第一排，她亲眼看见了毛主席，亲耳
听到毛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母亲
说，那一刻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尽情欢
呼，声浪直冲云霄。那一天成了母亲最美好
的回忆。是的，她说过，什么也比不上一个
人对祖国的热爱……

（《我和我的祖国》张海迪主编 湖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本文为该书序言，有
删节。）

什么也比不上
对祖国的热爱

湘版好书王跃文

长篇历史小说《大清相国》写的是三
百多年前康熙王朝的故事，主人公陈廷
敬。康熙王朝风云际会，名臣辈出，却鲜
有善终者，惟陈廷敬政声与清誉兼而有
之，既具当世名，又享万世名。

陈廷敬二十一岁进士出身入朝为
官，历任吏、户、刑、工四部尚书及左都御
史、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讲官，晚年官
至文渊阁大学士。经筵讲官即为帝师，充
任者必须学问淹洽、品端德劭。康熙皇帝
曾嘉赞陈廷敬：“每日进讲，启迪朕心，甚
有裨益。”陈廷敬到了晚年，康熙皇帝夸
奖他：“卿为耆旧，可称全人”、“恪慎清
勤，始终一节。”康熙皇帝还在赐陈廷敬
的御制诗里写道：“房姚比雅韵，李杜并
诗豪；何似升平相，开怀宫锦袍。”意思是
说陈廷敬既像房玄龄、姚崇那样的太平
盛世的宰相，又像李白、杜甫那样的大文
豪。

世间没有无态度的写作。史家著史，
采史即有预设；诗人作诗，诗即是言志；
小说家虚构爱恨情仇，所浇尽为胸中块
垒。写历史小说，择选哪位人物，摄取何
种史料，都成了作家的态度。陈廷敬在朝
为官五十多年，经历过的大事太多，详尽
写来难顾首尾。我凭藉史料对他的评价，
所述故事虚实互参，要紧的是刻画他的
形象。陈廷敬的形象可用四句话简要概
括：自古清官多酷，陈廷敬是清官，却宅
心仁厚；能官多专，陈廷敬是能官，却从
善如流；好官多庸，陈廷敬是好官，却精
明强干；德官多懦，陈廷敬是德官，却不
乏铁腕。

古人所遗史乘，撰述皆有己见。后人
研究出来的历史，依据故纸和考古之
类，想象和臆断在所难免。历史学家威
尔·杜兰特说：“绝大部分历史是猜测，
其余的部分则是偏见。”此论或许偏颇
和武断，但也道出历史研究的某些真
相。文学却可以更真实地记录历史，哪
怕只是支离破碎的生活残片。读《诗
经·采葛》，可以感受先秦男女恋爱的
炽烈和缠绵；《桃夭》则让古人婚礼的
喜庆场面历历在目；《古诗十九首·去
者日以疏》呈现的是东汉末年战乱后
的萧瑟景象；杜甫、陆游皆具“诗史”精
神，读其诗而知往昔之时事；皇皇巨著

《红楼梦》，所述康雍年间的贵族生活，
无任何历史著作可与匹敌。

可见，真正的文学（除去伪文学）
是可读作历史的，历史小说更可读作
历史，只不过是作家艺术处理过的历
史罢了。

（《大清相国（王跃文讲解版）》王跃文
著 岳麓书社出版 本文为该书序言）

《致江东父老》
李修文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致江东父老》中书写的对象，
是在今天叙事中越来越安放不下
的典型中国式面孔：落魄的民间艺
人、与孩子失散的中年男人、过了
气的女演员、流水线上的工人、不
得不抛弃自己孩子的女人……在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就这么地活了
一辈子，作者写下他们，写下力量、
勇气、情义，一如他在自序中写到
的：“那些被吞咽和被磨蚀的，仍然
值得我泥牛入海，将它们重新打捞
起来；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或事，只
要我的心意决了，他们便配得上一
座用浪花、热泪和黑铁浇灌而成的
纪念碑。”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
饶平如 著、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向读者还原了一段不被时间改
变、不因际遇转移的纯粹的爱情故事，这
在当今时代、当今世界尤其显得珍贵。饶
平如以“绘画”和“拼贴”的方式完成家族
史，他的私人记忆不仅记录了大半个世
纪来的中国家庭与民族的风风雨雨，更
是大历史叙事下的普通人和家庭的个体
体验，感人至深。非专业的素人创作本身
具有强大的原创性，作者以自己单纯的
美学完美表达出这段爱情故事与家族历
史，画作也受到专业人士肯定。

阎雪君

喻灿锦来自大湘西的张家界，
土家族。家乡的山山水水、民族风情
涤荡了她的心灵，陶冶了她的性情。
在金融系统工作多年，即使年逾不
惑，灿锦依旧保持着为文和为人的
纯真。

我与灿锦在湖南金融系统的
几次活动和采风中见过面，她也曾
应邀参与过中国金融工会和中国
金融作协组织的征文评选工作，彼
此打交道多了，相互之间如老朋友
般熟识。

生于湘西，长于湘西，这位湘西
姑娘自然而然对湘西有着割舍不断
的深情，湘西在她身上则留下了抹不
去的烙印，连她主编的文学微信公众
号也叫“美丽湘西”。多年来，她的大
部分文字总是围绕着故乡湘西来写。
她自大学毕业前后，于上世纪九十年
代开始，自发地投入写作，不管不顾
地一年年埋首写，一写就是20多年。
虽然是在繁忙的工作之外业余创作，
在生活上又时不时面临独自承担孩
子的生活、教育重担，但无论遇到什
么困难和挫折，从来未曾中断过她最
心爱的写作。

纵观这本散文集，分为“湘西风
韵、人间景象、半生呢喃、尘世花火、
人海温暖、职场温馨”等六个部分，系
作者精选多年来创作的散文作品集
结而成，许多文章在《青年作家》《芙
蓉》《散文百家》等重要文学报刊上发
表过。

文首的第一篇章“湘西风韵”，是
我个人最喜欢和欣赏的部分。在她笔
下，湘西各地的秀美景色、神奇风俗、
淳朴风情迎面扑来，令人目不暇接。

《澧水流走我的童年》一文充满
童趣：“夏日黄昏的河畔，蜻蜓在水
面上一点一点，一忽儿掠过水流，
一忽儿歇在石尖，待人怀着满腹阴
谋蹑手蹑脚地逼近时，它却轻盈地
飞开了。”充满幽默：“妈妈洗完被
子后，和我站在河滩上拧干。妈妈
拼命地揪啊揪啊，想要榨干床单里
最后一点水汽。这是不可能的嘛，
我不以为然地打着帮手，出工不出
力。妈妈一使劲，我被床单反绞着
退了老远。‘没吃饭是不？！’妈妈气
呼呼地骂我。”充满童真：“阳光是
染色剂，淘去脏点，还衣裳原本的
赤橙黄绿青蓝紫；阳光是漂白粉，
将白的衣裳漂得雪白；阳光是清新
剂，晒干后的衣裳抱在怀里满是太
阳的芳香；阳光是烘干机，将湿漉
漉的衣裳晒得干透。”

《凤凰吟》的文字则如诗如画：
“在农历二月的细雨中踏进凤凰，注
定凤凰似一位细眉低首的女子，在陌
生的远处痴痴等我赴约。未近凤凰
城，只远远接近凤凰县境，但觉山色
渐渐秀媚，空气渐渐清新。”如诉如
泣:“找不到倾诉的对象，将满腹心事
倾付与一直静静尾随我的默默河水。
远方的你是在这沱江的下游候着我
吧，那么应该可以遇见我飘过去的河
灯、倒下去的心语？心中一遍又一遍
的问，你拾到了吗，你拾到了吗？沱江
作枕，一夜无眠。”读完《凤凰吟》，真
的就想去与凤凰这个多情的“女子”
赴约了。

由此可见，灿锦已经有了属于自
己的湘西系列散文风格，走出了独特
的湘西特色之路。

业余笔耕，硕果满枝。灿锦陆续
荣获路遥全国青年文学奖、毛泽东
文学院祖国之光奖、春笋杯全国诗
歌散文奖。特别是她连续三届获得
中国金融文学奖、连续两年获得中
国建设银行总行征文一等奖、中国
金融工会征文一等奖等奖项。工作
和写作之余，作为湖南省金融作协
常务副秘书长，省建行作协副主席
兼秘书长，积极协助组织协会各项
活动。因其在金融文学上的较高成
就和无私奉献，最终荣获中国金融
作协颁发的首届“德艺双馨会员”荣
誉称号。

灿锦能够从建行一个最基层
的县支行网点员工调到市分行再
考到省分行，从一个文学爱好者成
长为一名优秀的作家，缘于她始终
坚守心中的信念，不忘初心，持之
以恒，虔诚追求。感谢灿锦小妹为
我们捧出了一盘散发着泥土清香
的文字美味。

（《湘西姑娘》喻灿锦著 四川
民族出版社出版）

我写我书

余皓

在我看来，在已经发表和出版的
众多关于彭德怀的回忆录中，最有名
的是《彭德怀自述》，它是一部传主视
角的回忆录；而《彭德怀三线岁月》取
材于和彭德怀打过交道的人，是部他
人视角的回忆录。这部书至少有三个
方面的特点。

第一是真实。作为传记，尤其是以
彭德怀这样在当代中国产生重大影
响的名人为传主的作品，能否真实再
现彭德怀光辉伟大的人生，是考量作
品成败的关键。彭德怀的人生跌宕起
伏，但传记并不因过程起伏降低要
求，相反，读者更愿意了解真实的彭
德怀。这样，关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
后如何生活、他是在什么情况下去三
线、在三线做了什么工作等诸如此类
的问题，便都凸显出来。作者没有回
避，关键是备足了功课，做到了无一
事无出处，无一字无来历。比如，在彭
德怀在三线期间做了什么工作的问
题上，他用数据回答：“彭德怀从 1965
年 11 月 30 日到成都，至 1966 年 5 月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除了参加一些
必要会议，大部分时间都在三线工矿
企业的工地上。他曾三次作长途视
察，足迹遍布四川以及贵州六枝、盘
县、水城等地的 20 个县市，参观了 15
个工矿企业区。”

第二是脉络清晰, 重点突出。《彭
德怀三线岁月》由 67 个小故事组成，
这些小故事可以独立成篇，合起来又
是编年史，可读性很强。他用传主身边
人的眼光来描述传主的生活爱好、言
谈举止，通过生活的细微处抓住了传
主的性格特征，把彭德怀的晚年人生
经历作为重点，在坚守真实的前提下
兼具文学的神韵风采。

作者王春才抓住了彭德怀的性
格核心：真诚朴实地热爱党热爱人
民。他大半辈子戎马倥偬，做了国防
部长，却为了人民的疾苦，不顾个人
安危大声疾呼被罢了官。在闲居及
被限制使用的日子，他从不叹息，忍
辱负重，缘于他对党对人民充满了
深沉执着的热爱。彭德怀晚年在三
线工作时，极为关心地方的工农业
生产，指示干部建工厂不要和农民
争地，“修路，接电，接水要让农民受
益。”

第三个特色，是整部传记线繁、
面广、人众、事多，有厚重之感，无泛
泛之议。《彭德怀三线岁月》从彭德
怀被罢官向毛主席保证自食其力开
始，从首都到成都，从庐山会议到西
南边陲的大三线，城乡交叉。婚姻家
庭、亲朋好友、身边的工作人员、农
工干商、同时代的政治家、“文革”风
波、大三线的波澜壮阔与星光闪烁的
革命理想……传主在三线关心国家
安危，关心人民疾苦，在逆境中忘我
工作的伟大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
分的反映。

作者王春才曾多次近距离接触
彭老总，有机会感受他的胸怀。1965
年，他调中共中央西南局国防工办，
遇见了来三线工作的彭德怀。年轻的
王春才被彭老总质朴作风感动，立志
要写一部反映彭老总在三线工作的
书，但工作繁忙，没有机会。20 多年
后的 1986 年，他遇见了彭老总当年
的秘书綦魁英，在他那里看到一本日
记，详细记载了彭老总当年的行程。
王春才大喜过望，沿着日记提供的线
索，遍访当事人和知情人，广泛收集
资料。经过辛苦的工作，终于完成了
自己的心愿，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秀
的答卷。

（《彭德怀三线岁月》王春才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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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实记录者
读有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