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一个梦想——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桂梅的故事》，中共云南省委组
织部著，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年 1月出版。

推荐理由：本书讲述了“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张
桂梅扎根边疆教育一线40余年，
托举大山里的女孩上学梦、抚育
孤儿成长成才的故事。她默默耕
耘、无私奉献，克服万难，在云南
省丽江市华坪县创办了全国第一
所全免费女子高中，让1800多名
大山里的女孩实现大学梦；义务
兼任华坪县儿童福利院（华坪儿
童之家）院长，抚育130多名孤儿
成长成才。全书收录53个故事，
按信仰、敬业、为民、意志4个篇
章编排，并配发张桂梅心声，图文
并茂，兼具政治性、思想性、艺术
性，是学习张桂梅精神、提高党性
修养的生动读本。

我们都是追梦人
秋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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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津报 架

最好的教育是什么？
广婵

话尽侠道是悲凉
王彦明

《怀着深情看人》，梁漱溟著，当
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力津报 荐

《故园农事》，黄孝纪
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0
年10月出版。

本书是毛姆生前亲自编选的单
行本短篇小说集，包含了六个发生
在一战后英国殖民地马来半岛上的
“人生片段”，六种平静生活表面之
下涌动的激烈“情感冲突”，故事主
人公皆为殖民地的英国行政官员或
种植园主。

故事里的婆罗洲就像打开的潘多
拉魔盒，令来到此地的英国人无论生
性多么克己复礼，都会堕落、犯傻、“失
心疯”；然而这片远离英国的异域又充
满了原始勃发的致命吸引力。六个故
事都展现了人性的多样和脆弱，毛姆
始终以极为冷静的目光审视着自私、
胆怯、嫉妒、贪婪、欺骗、堕落等让人羞
于面对的人性阴暗面，但如果坚持读
到最后，会发现毛姆给予人的同情同
样是坦诚和巨大的。

“每一次改变都是礼物，每一次
蛰伏都是扎根。人生没有所谓的弯
路，走过的每一步路，都是到达终点
的必经之路。”

这是薇娅回望自己近20年来的
改变之路时发出的感慨。

小小年纪独自到北京闯荡，做
过服装店导购，积攒实力后开启创
业之路，在生意蒸蒸日上时毅然尝
试做歌手，也毫不犹豫离开歌手职
业重新创业，又在接近而立之年选
择进军淘宝，经历了人生低谷后，
迎着风口，开始了淘宝直播的探索
之路。

薇娅的每一步路都书写着她的
果敢、努力与坚韧。本书将透过直
播，展现为人所知及不为人知的薇
娅，窥见她的改变与成长。

《马尾树：六篇小说》
【英】毛姆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20年11月

《薇娅：人生是用来改变的》
薇娅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21年1月

悦分享 读

作者像一位街头素描画家，纸笔
间画出的是这个城市的生活百态。人
性的描摹，故事的创新，结构的探索，
叙述的多维，语言的极致，你都能在
《北京人》这本书的阅读中获得。

书中的人物虽小但是有魂:漂泊
异乡不能归家的她对故土、对家人情
意单纯却炽热，对国家的情感朴素却
浓烈，这个魂恰好就是城市中的“包
容”“厚德”，收录到这本书中的文章都
是如此。这些文字有讲述大家都熟悉
的表演艺术家、导演艺术家和当红影
视演员的，也有讲述普通如保安、出租
车司机、外国留学生、外地来京打工
者、社区居委会大妈、手工艺者、中学
老师、电影学院教授、基层公务员、诗
人等平凡小人物的。从行文中可以看
出作者和他们都曾有亲密接触，在讲
述他们的故事的时候，作者没有停留
在事件表层，更没有刻意迎合大众的
关注，而是捕捉细微，把情和理融合起
来，以小见大地去刻画这些人物的精
神世界。

书中还收录了作者近几年来发表
的一些与北京相关的散文和随笔，这
些文字都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露，而
且字里行间都能给人以触动。

《北京人》
王海滨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20年12月

一曲农耕时代的苍凉挽歌
刘月桂

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
想。因为有了梦想，李时珍写就《本草纲目》；因
为有了梦想，司马迁写就《史记》；因为有了梦
想，南仁东为中国天眼呕心沥血；因为有了梦
想，张桂梅历经万难，终于在云南华坪办起了免
费的女子高中。正如她所说的：“我有一个梦
想，就是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阻断贫困的代
际传递。”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我有
一个梦想——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桂梅的故
事》向我们讲述了这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
代楷模”40多年坚持在云南西北偏僻山区教书
育人，以多病之身创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
中的故事，令我们感到动容与钦佩。

有人说，因为一句话或者一件事，有时候可
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1957年，张桂梅出生在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一个满族家庭。对于她来说，
发生在幼时的一件事，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一
名女党员的出现，甚至影响了张桂梅的一生。那
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牡丹江农村，阳春三月的北
方仍然春寒料峭，当时正在上小学的张桂梅放
学回家，却发现自家的房子塌了，只剩下每个房
间里孤零零的土炕。这时，一名年轻的女干部
对张桂梅的父亲说：“你不要担心，只管把家人
安顿好就行。”在这名女干部的指挥下，现场秩序
井然有序，她还跟着村民们一起把倒塌的土墙
的土块碾碎，用茅草混合成土坯，再砌墙盖房。
当村里人为她打来热水洗漱时，她说：“我做的这
一切都是应该的，我是一名共产党员！”至此，“共
产党员”四个字在年幼的张桂梅心中烙下了深
深的印迹，女干部在她心里播下的是感恩党的
种子，后来长成了参天大树。她作为家中第一
名共产党员，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感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的理念传递给更多人。

时间来到2008年，当华坪女子高中成立
时，人们并不看好它的未来。学生基础差，有的
学生连汉语拼音都不会，普通话也说不清楚，甚
至课程要从小学、初中补起，这意味着教师要付
出更多的心血。为此，张桂梅提出不管采用什
么办法，一定要把所有学生都教出来，而且至少
考进“二本”以上的学校，面对张桂梅这看起来
不切实际的任务，全校17名教师只剩下8名。
怎么办？当张桂梅心灰意冷准备交接材料时，

她突然发现，留下的8名教师中，有6名是党
员。她苦口婆心地劝说：“如果在战争年代，哪
怕阵地上只剩1名党员，阵地都不会丢掉。而
我们有6名党员，还把党交给我们的这块‘扶贫
阵地’丢了，你们痛心不痛心？”党员教师们纷纷
表示要跟着张桂梅继续干下去。“让我们从重温
入党誓词开始，重新再出发吧！”大家在张桂梅
的带领下，紧握右拳向党旗庄严承诺：一定要把
女子高中办好，一定要把大山里的女孩送入大
学！如今，经过12年的不懈努力，华坪女子高
中已经成为高考综合上线率100%、位列丽江
市第一名的全省知名高中，1804个可能辍学的
贫困女孩，因为张桂梅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
校门，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为了自己入党的誓

言，为了心中的梦想，我将选择奋斗到生命的最
后一刻。”对于张桂梅来说，正是她心中的梦想，
支撑了她办校12年来的无怨无悔。她丈夫早
亡，无儿无女，无房无车，却有130多个孩子喊
她“妈妈”；她身患重症、满身药味、满脸水肿，住
的是学生宿舍一张床，与学生吃一样的饭菜；她
每天早上5点起床，坚持到夜里12点30分才
睡，周而复始，常年如此。她在担任华坪县儿童

福利院院长期间，就将工资卡上交财务人员，给
孩子们生病吃药、改善伙食，甚至到外面读书的
费用，也都从她的工资卡支出。华坪女子高中
成立后，张桂梅的工资卡由福利院和女高财务
共同使用，她甚至不清楚卡里的余额。她是只
有一条牛仔裤的校长，是早饭一个馒头、午饭一
碗面条的校长，也是只有一部老年手机，甚至按
键数字符号早已褪色却不舍得更换的校长。

正是这样一位校长，在2007年当选了党的
十七大代表后，用华坪县委、县政府特批的置装
费，为学校购置了电脑；正是这样一位校长，在
校内用一辆带雨篷的两轮电动车作为第二代
“专车”，而她的第一代“专车”，是飞驰在大街小
巷的“摩的”；正是这样一位校长，在校任职期间
没有报销过一张餐票、一笔差旅费，没有领取过
一分钱的绩效工资，那些原本属于她的绩效工
资，她都让财务放到统一的“盘子”里平均分配
给其他老师，甚至把各级各部门给她的慰问金、
劳模补助等费用交给财务，作为老师的加班费。

办校12年来，张桂梅每年春节一直坚持家
访，走访了上千名学生的家庭。不管路途多么
遥远、山路多么艰险，她从无怨言。车子不能
行，就步行；步行走不稳，便是爬也要爬到。每
次去家访，看到学生家里困难，她都要掏出钱或
衣物来送。更不要说，每次家访回来，她都要重
病一次。张桂梅用孱弱的身躯，走过一道道山，
跨过一条条河，忍受着身体上的巨大痛苦，用共
产党人的信念，支撑着走进每名孩子的家里。
“姑娘，好好读书，你的世界他们不懂。以后考
上大学，我们来解决你的学费问题。”学生在张
桂梅的“兜底”呵护下，更加努力前行。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

给她一个学习的机会，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
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作为共产党员、人
民教师，我们除了努力支持孩子读书，别无选
择。”云南华坪给了张桂梅一个绽放人生异彩
的瑰丽舞台，让我们见证了这名新时代的共产
党员“做人晶莹剔透，做事水滴石穿”的榜样力
量。无论世事如何变化，每一个梦想都值得被
珍视，每一个为了实现梦想而努力的过程，更
值得被尊重。

日前，广西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著名乡土作家黄孝纪的
散文集新作《故园农事》，书中浓郁的乡土气息，美丽的田园
风光，生动的劳动画面，细腻、朴实、清新的文字，无一不触
动我的内心。

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自小就跟着大人在泥土里摸
爬滚打。我与作家黄孝纪有着共同的务农经历。故此，当
我读到书中的《种秧》《莳田》《砍苎麻》《栽瓜》等篇章，扑面
而来的劳动场景是那么熟悉与亲切。

一个人童年、少年留下的记忆，就像镌刻在时光模板上
的印记，久久不会褪色。作家黄孝纪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末出生于湘南山区八公分村，在故乡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
代。他聚焦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故乡农事，分
别从种田、作土、育山、养殖、手艺、农闲六辑，写了六十篇散
文，重现了一个传统农耕村庄日常生产劳作的真实面貌。

当然，黄孝纪的笔下，也不乏焦虑感和疼痛感。在传统
农耕与现代工业文明的冲突中，乡村的自然生态环境也遭
遇了空前的危机，大地上许多生物的消失和锐减，跟诸多田
园农事有关。从《放牛》《养猪》《犁田》等篇，我们看到了时
移世易，农村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如果到农村去看一
看，走一走，一个村庄几乎找不到一头耕牛，也难得找到散
户养猪，更看不到手扶犁耙、赶着水牛黄牛犁田的老农。

作者是一个有情怀的人，近些年，他以故乡八公分村为中
国南方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样本，分别从植物生态、乡村器
物、食单、农事等角度，致力于系列化的乡土散文写作，形成
了颇有特色的八公分系列散文集多部，力图重建二十世纪七
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纸上故乡，为中国南方农耕乡村立传。
这本《故园农事》，就是他的八公分系列大工程的最新成果。

这不仅是一本农耕时代乡村生产的大事纪要，更是一
个渐行渐远的农耕时代的苍凉挽歌。这本书也会让我们及
我们的子孙后代铭记祖辈劳动的艰辛，生活的不易，倍加珍
惜当下，开创美好的未来。

最好的教育是什么？无论是《曾文正公家书》
还是《傅雷家书》，都是不同时代的名人留下的“育
人”方面的宝贵财富，正所谓“家学渊源深厚”。那
么，被称为最后一位大儒的思想家、教育家梁漱溟
先生又留下了怎样的“育人”财富呢？一本精美的
《怀着深情看人》里，藏着些许“独家秘笈”。

采访过梁漱溟先生的美国著名传记作家艾
恺曾表示：“我认为就算再过一百年，梁先生仍
会在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单单因为他独
特的思想，而且因为他表里如一的人格。他更
接近传统的儒者，确实地在生活中实践他的思
想，而非仅仅在学院中高谈。梁先生以自己的
生命去实现对儒家和中国文化的理想，就这点
而言，他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他总是思
考着社会问题，一有所悟便去力行。此外，他自
己还强调过，也无人可以否认，他是表里如一的
人，其思想和道德是一致的。他一生的为人处
世，大有孔孟之风；他四处寻求理解和支持，以

实现他心目中的为人之道和改进社会之道。”
《怀着深情看人》这本书有哪些与众不同的

特点呢？
首先，它围绕着梁漱溟先生的学术观念与

人生观念的思想内核——“怀着深情看人”而分
三个部分组织展开。时时处处可见思想精粹，
解决了人与世界关系的终极教育问题。
其次，全书所选篇目以《梁漱溟全集》（第一

至第八卷）为底本，以梁漱溟先生儿子梁培恕先
生所写的序言作为推荐序，以梁培恕先生所作
的重点篇目的按语、批注为读者阅读的指导。
既省却了读者阅读全集的不便，又分享了梁漱
溟先生于子女教育的精神成果。作为独家批注
本，读来饶有趣味，每每会意，欣喜若狂。
再次，书中三个部分虽然文字体量不同，但

是各有侧重，具体而直接。第一部分为《勉仁斋读
书录》精选及梁氏全集第七卷附录中与梁漱溟学
术思想有重要相关性的文章；第二部分为梁漱溟

所述卫西琴先生及其学说；第三部分为梁漱溟先
生本人的海外游历经历及其所阅读的国外思想
家从世界看中国的内容，重点关注教育问题。这
些，对于思考当下的教育热点问题，也多有助益。

如果说“怀着深情看人”是教育的崇高精
神追求，那么，“言传身教”就是切实可行的方
法论。正如《怀着深情看人》第81页中给予我
们的答案：

我从来没有听见过他（指卓娅之父）对孩子
们长篇大论地说教，或用很长的话谴责他们。
他是用自己的作风，自己对待工作的态度，用自
己的整个风度教育他们。于是我明白了：这就
是最好的教育。……教育是在每一件琐碎事
上，在你的每一举动上，每一眼色上，每一句话
上。这一切都可以教育你的孩子：连你怎样工
作，怎样休息，你怎样和朋友谈话，怎样和不睦
的人谈话，你在健康时候是怎样的，在病中是怎
样的，在悲伤时候是怎样的，在欢欣时候是怎样
的——这一切你的孩子都会注意到的，他们是
要在这一切事情模仿你的。
你看，最重要的是，“用自己的整个风度教

育他们”“这一切你的孩子都会注意到的，他们
是要在这一切事情模仿你的”。推而广之，子女
教育如是，学校教育如是，员工教育亦如是。
耐心细读《怀着深情看人》，其目的不止于

解“育人”之惑，而且对于领略梁漱溟先生的精
神风采，补益“育人”之道与术，甚至更进一步
讲，增强民族文化软实力，均属开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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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而为人，最难的莫过于为信念而活。早在两千年前
的战国时代，就有一群人凭借各自的信念活出自由人生，史
称“百家争鸣”。更有人自称墨者，决意拯救世上的每一条
生命。我想李亮这次取材墨家，似乎是在为“侠”寻找本源，
又似乎要借助“战国争鸣”的特殊背景，探究“兼爱”这个充
满悖论的命题之于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无论“小取”“大取”，还是“百家阵”“不义地”“青云

楼”，这些名称都呈现为一种符号性的表达，给予我们深
思其背后意义和与人生对接的暗示的导引。逐日夫人将
“百家阵”和“不义地”直接解释为墨者处理事务的命运排
演，甚至像转换魔方一般地随机调整生存状态。这是适应
力的考验，同时也是人性的考验。
“百家”对应人生百态；而“不义”则是象征人性的内在幽

暗属性。如果“百家阵”的测试，是种种模拟，在可控中尚存诸
多的不可控；那么完整成麦离的任务，则是人生不可预知的磨
炼。在这个过程中，争鸣百家都是在一种“信”的状态里，不断
进行命运演绎、推算和挣扎。也许他们都曾在自己的人生中
充满困惑、矛盾和无力感，但是依然有一种强烈的反抗感。
以一种蝼蚁般的微薄之力，寻找一个强大的支点。他

们所秉持的“道”本身就是支点，同时也是陷阱。姜明鬼、麦
离、秦雄、辛天志、赵流，以及韩王和他的“酒色财气”，都是
在一种近乎自戕的精神世界里演练着人生。所以他们畅意
也痛苦，坚持也动摇，伤人也伤己。
这就是我们为“侠”所迷的关键，我们可以透过故事，回

到生活，甚至可以眺望渺小而卑微的自己。我想姜明鬼被
安排在“承”字诀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意义吧。
兼爱的漏洞在哪里？在于情爱吗？在于对象吗？在于

对“非人”的铲除吗？我想这是李亮在对“百家”的思索中，也
在寻找的一个答案和支点。小说在“承”的价值命题上，逐渐
由“身外之承”转向了“以身承之”，由外物“黑渊”转为个人的
“古木之力”。这不就是我们与世界的一种衔接过程吗？

李亮坦陈他所有的主人公都很辛苦，帮他去挣扎、愤
怒、惩恶扬善、痛苦悲伤……我总是在李亮的小说中，窥到
他不敢选择的选择，不能做到的做到……背后我想就是畅
意之后的悲凉。

读大家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