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太雷（1898—1927）

江苏武进（今属常州市）人。1915年考入

北京大学，同年冬，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科

学习。1919年，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1920

年，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赴莫

斯科，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

多次陪同共产国际代表会见李大钊、陈独秀

等，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1922年，参与创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担任共青团

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1927年，参

加八七会议，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

员。后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

局书记等职。同年12月11日，参与领导广州

起义，在指挥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29岁。

（1921年1月）

（略）
我此次离家远游并没有什么□□，你们

也不必对于我有所牵挂。我觉得现在我做
事，总不能说可以长久。今天不知明天如
何。这样，心境不能安定，心境不安定是如
何痛苦呵!我想最好能自己独立生活，不要人
家能操纵我的生活。所以我立志要到外国
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的生活。我
先前本也有做官发财的心念，所以我想等明
年去考高等文官考试，但是我现在觉悟:富贵
是一种害人的东西。做了官，发了财，难保
我的道德不坏。常常在官场中混，替那些不
好的人在一起，嫖赌娶妾的事情或不能免。
倘若是这样了，非特我的身体、道德要坏，恐
怕家里要受莫大的苦处。你也看见多少做
官的发财的人们多嫖赌娶妾，倘若我做了
官，发了财，我自己也不能保不替他们一样
的做坏事。唯有求得高深的学问，既可以自
己独立谋生，不要依靠他人，这样不就用不
着恐惧失去饭碗，心境自然也就安定，心境
安定是寿长的最要紧的事，又可以保持我清
洁的身体、高尚的道德，不至于像那些做官
的发财的人一样嫖赌娶妾做坏事。我觉悟
着做官发财替福气是完全相反背的，因为做
官发财的总是嫖赌娶妾的。就是不嫖、不
赌、不妾，他们的心境亦决不会安定的，因为
做了知县想做知府，赚了二百块钱一月，又
想三百，他们的欲望绝不会满足。欲望多的
人决不会长寿和安乐的，所以我说做官发财
决不是福气。真正的福气是心广体胖，心广
体胖一定要心中无所忧虑，要不嫖、不赌、不
娶妾。但是一个人要心中无所忧虑，先须得
生计独立，就是说做事不要靠人家引荐、要

人家来请，即使人家不来请亦能有饭吃。这
样，只有有了高深学问才能够。一个人有了钱
要不嫖、不赌、不娶妾，是一件狠〔很〕难的事，
因为这不是能够用人力禁止的，必须使他能有
别种快乐之事去代替这种坏的快乐事体。求
学问是一种最快乐的事。在有学问的人看，那
嫖赌等多是痛苦而不是快乐，所以他们绝不会
去做那种事的。你看见多少真正读书的人（如
你的爹爹）多是这样。所以我决计外国去游学
求一点学问，将来可以享真正幸福，你也可以
享真正的幸福，母亲也享真正幸福。但是我们
现时不能不尝一点暂时离别的苦去换那种幸
福。你情愿不情愿？我想你是一个明白人，一
定是情愿的，并且赞成的。

至于家中过日的问题，我于前两次的信
中已经说过了。凡遇有金钱紧急的时候，尽
可写信与北京彰仪门大街通才商业学校吴炳
文及吉林哈尔滨道里特别地方审判厅张照
德。他们是我的好朋友，他们允许帮助我。
荟甄四叔处已有两封信去了。母亲尽可向他
要，因为这款虽然是他家给我们的，但是我们
要知道，铜钱是天下共有的，真正讲起来，亦
不是他们的，亦不是我们的。所以尽可以向
他要，不必客气。就是要不着，我终设法使你
们够用。因为这款只有现在可以借口问他
要。家中用途不宜过省，每月用卅元却好。
母亲年老，亦应当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你可
劝劝母亲说不要过省，不然我在外如何安心
呢？决计不要忧没有钱，吴南如等一定可以
替你们想法子。如若再没有法子的时候，我

也可以回来的，不过白走一趟罢了。你可以
趁这个时期中用一点功。你一定要进学堂
的，所费亦不算多。你第一要选择你所最擅
长的功课，学习了可以使你独立。我想你学
刺绣及图画一定是好的。刺绣要学那新式的
刺绣，如绣花卉、人物、山水之类。图画学了
是最有乐趣的。再者，图画与刺绣是有极大
关系的。因为刺绣配颜色等一定要会图画的
才会配得好。我想你于这两种课都是很擅长
的，并且很欢喜的。这两样东西很有用处。你
学好了这两样，你很可以自立了。那时你是一
个独立的女子了，比较那种女子只做男子的附
属品，要荣耀得多呵。你可以寻先生学习这两
种功课。我想常州女学堂里一定有好先生。
你不要怕费钱。要钱你可以对吴南如、张照德
写信要。我现在正找报馆里的通信员之事，倘
若找着了，又可以有每月四五十元的进款，所
以你们决计不要愁钱。除掉学习刺绣、图画之
外，你还要学一点普通常识，尤其对于如何教
育子女，是要研究的。历史、地理、理科是你应
当懂一点的；国文只要多读新的白话文，可以
多看小说如《水浒》《西游记》《红楼梦》等等。
还要多看杂志与报纸，如《妇女杂志》《小说月
报》，常州局前街新群书社多有卖。同吴家大
媳妇进学堂亦是很好，只不知那个学堂里刺
绣、图画好不好？你不要拿我的话忘记了，我
希望我回来的时候，我学得很好，你也学得很
好，那时我们多快活呵，那时我们应大家互相
庆祝了。我希望能如此！

我们现在离开是暂时的，是要想谋将来永

远幸福，所以你我不必以为是一件可忧的事。
我们应该在这时期中大家努力做，寻我们将来
永远的幸福，这是一件何等快乐的事呵。我并
没有一点忧愁，因为我有这个目的在心中，我希
望你也能有同样的心思，一点不忧愁，只用心照
我告诉你的用功去。母亲是很能看得开的，你
再拿我这一番话说与母亲听，他〔她〕老人家一
定能不牵挂我的。你必要照我告诉你的做，我
在外心才能安。我很感激你，我发誓我决不负
你。你在家安心供养母亲，教育细 ，自己照我
的话用功。我一路有信给你，到俄国后我时常
有信家来，不要忧愁。家里有什么要紧事可写
信与吴南如、金宸等。（略）

这是张太雷1921年1月写给妻子陆静华的

一封家书。

当时，张太雷受委派将赴莫斯科。临行前，

他给妻子写下了这封家书。

由于党的各项工作还处于秘密开展阶段，

张太雷不可能将此次去俄国的真实意图告知妻

子，只是写道：“去求一点高深学问，谋自己独立

的生活。”他通过浅显易懂的道理，对比做官发

财的害处与求得高深学问的好处，进一步向妻

子解释了自己前去求学的原因。所求的学问就

是为人们“谋将来永远幸福”。

张太雷即将“离家远游”，家中生计提前做

了安排，叮嘱“家中用途不宜过省”，“决计不要忧

没有钱”。他又殷殷嘱咐妻子“用一点功”，进学堂

学习一些功课与知识，做一个“独立的女子”，而

不是“只做男子的附属品”。字里行间体现出对家

人的关切之情，男女平等的观念跃然纸上。

艹频

书津报 架

11读书
2022年11月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刘颖 美术编辑：卞锐

E-mail:tjrbdushu@126.com

张太雷致妻子
推荐理由：本书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写，精心编辑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

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等二十余家单位收藏的100

封革命英烈家书、遗书而成。图书按照家书写作时间先后排序，时间跨度从1921年至2018年。家书作者均

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牺牲的英烈，他们有的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献出了生命，有的是新中国建设事业中

涌现的先进模范；既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亦有普通的共产党员。

这些家书展示了革命英烈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浓厚的家国情怀，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艰苦奋斗历程，感人

至深、引人深思、催人奋进。

摘自《百年革命家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著，中华书局2021年10月出版。力津报 荐

《放大——科学、艺术与文化的现实交汇》，小庄著，湖南科技出版社2022年7月出版。

他们不会顺着潮水的方向涌去
小庄

讲述劳动者自己的故事
杨沁

《劳动者的星辰》，范雨素、郭福来等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8月出版。

我人生中的第一个英雄（如果不算孙悟
空的话）是亚历山大·弗莱明。当时的自己
大概刚刚有能力看得懂文字书，得到了一本
科学故事合集作为启蒙读物，里面的第一个
故事，就是讲青霉素的发现。

比起同龄小孩来，我对青霉素的感触要
多得多，因为长过一头的疖子没少打这种药，
而且因为妈妈是医生的缘故，童年有很大一
部分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我常常去注射科
室门口看护士们给病人做皮试。小朋友们常
常又疼又怕，鬼哭狼嚎。

但我的科学读物却告诉我，这种很痛的
药水是一种多么伟大的发明，它在“二战”中
拯救了无数盟军士兵的生命，甚至由此扭转
了战局。更神奇的是，它的发现充满戏剧性，
对，便是那个人人都知道的版本——英国微
生物学家弗莱明原本在实验室里犯了个错，
让自己培养的细菌遭到了污染，却误打误
撞，找到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抗生素。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故事会让作为一个
孩子的我觉得非常酷，不仅记住了（那本书里
有几十个故事，我唯一记得的只有这个），还
喜欢讲给别人听。就这样讲了很多年，直到
成为一名科学写作者后我读到了更精细的版
本，它和我最初的理解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首先，一个人不可能靠着偶然的失误而

被幸运女神眷顾，弗莱明在发现这种杀菌剂之
前好几年都在研究溶菌酶。他参加过残酷的
“一战”，目睹了许多人因伤口感染而悲惨地死
去，此后一直在寻找能够对抗细菌的办法。

其次，在当时条件下，培养皿里面混进杂质
其实是挺常见的一件事，因此而遭受到实验破坏
的微生物学家不可能只有弗莱明一人，但可能只
有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了为什么，这背后有一个重
要的原因——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搞艺术的画家。

这个原因听上去有点不着调的感觉，却是合
情合理的，且听我道来——弗莱明是赫赫有名的
切尔西艺术俱乐部的终身成员，并且有作品传世，
这些迄今留在博物馆中的小画都是一些简单形
象，比如芭蕾舞者、哺乳的母亲。乍一眼看上去没
什么特别，但实际上特别不得了，因为他是用细菌
色素来作为颜料的，由此所开创的手法一直为后
来的同行所效仿，甚至美国微生物学会现在每年
都会举办“琼脂艺术大赛”（ASM Agar Art Con-
test）来向他致敬。如果你去浏览该项赛事的网
站，会看到许多效果出乎想象的作品。

作为画家的弗莱明，显然要在意培养皿里
头长得不对了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会影响到他
的伟大画作。

于是二十多年后，我终于可以在我的启蒙
科学读物基础上讲出更丰满更真实的一个青
霉素故事了，《放大——科学、艺术与文化的现
实交汇》这本书中收入的《生物复制时代的艺
术作品》一文，开篇就记叙了和亚历山大·弗莱
明的此段相遇。事实上，类似的相遇遍布了我
的科学写作历程。在追溯史料、翻找文献、放
大历史细节的过程之中，我曾经看过、听过、讲

述过的那些人和事，会逐渐呈现不一样的面
目，可能精彩得超乎原来的想象，也可能会给
出一个咋舌的反转。

比如，和弗莱明一样，神经元的发现者圣地
亚哥·拉蒙-卡哈尔也是一位被实验室工作耽误
了艺术事业的画家，他的涂鸦技能也许正是神经
细胞结构被发现的关键之一，而他留下来的成百
上千幅画作，如今还在神经科学教材里熠熠生辉。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提灯女神”、护士节因
她而设立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其实有非常深
厚的数学和统计学功底，她所开创的极坐标区
域图“玫瑰图”对非战斗减员作出的解读，促成
了克里米亚战争时期英国军队的医疗改革。

又比如，对力学和光学做出过奠基性工作
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醉心于外星文明，临终
前还留下了一本关于其他行星居民们的猜想，
而行星运动三大定律的提出者约翰尼斯·开普
勒则写下过最早的科幻小说，让主人公在月球
上观察地球的运动。

以及，史上发现化学元素最多的人、英国
皇家学会会员兼法国科学院院士汉弗莱·戴
维，十分喜爱吟诗作赋，甚至为笑气（一氧化二
氮）写过热情洋溢的诗篇，他是这种早期麻醉
剂的推广者之一。

可见，这些科学史上的重要人物，曾和我
们一般，是各种旁骛的文艺青年，本职之外很
有一些“不务正业”的嫌疑。他们恣意或审慎
的选择，达成或未达成的成就，既带着普通人
的执着，也带着时代之子的烙印。这是重新发
现这些人这些事的过程中，最大的乐趣，也是
最大的欣慰，我会忍不住想把这一切写下来，

为他们的迷惘，也为他们的决绝。
并且这些人绝不孤独，倘若放眼文化艺术

界，各个历史时期的文艺大拿们在不务正业这
一点上，可谓遥相呼应。

超级文豪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曾经研
究过色彩理论，提出了对于互补色、折射和色差
的独特见解，尽管他的看法因为和牛顿的光学
理论针锋相对而遭到同时代物理学家们的嘲
笑，但却对后世的色彩心理学产生了影响。
现代舞先驱、舞蹈家洛伊·富勒精通机械和

光学器具，她早年独创的蛇形舞遭到了抄袭，因
为“没有剧情因素”而得不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但她最后以多项舞台电气装置专利的方式完成
了漂亮逆袭。

写下过《洛丽塔》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是一位蝴蝶分类专家，在他去世三十多年后，他
关于新大陆蝴蝶物种与旧大陆蝴蝶物种之间亲
缘关系的预言得到了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证实。

出演过《蓝丝绒》的女星、兰蔻代言模特伊莎
贝拉·罗西里尼在淡出演艺圈后，专门进修过动物
行为学，参演了一系列动物保护和环境保护主题的
视频，亲自扮成毛毛虫、蜘蛛、大黄蜂……她的《绿
色成人片》获得过互联网创新技术方面的大奖。

在一个纷扰的年代，回看历史，对照当下，
我觉得这些任性的天才身上，有着一种不可多
得的静气——他们不会朝着所有人蜂拥而去的
方向，而只会从容走在自己的步调里，他们其实
也不知道未来的结果会怎样，于是把一切的一
切交给时间。我也很想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
就这样，不知不觉，串成了一个长长的名单……
约十五万文字，前后写了三年多，我没有刻意制
定一个进度，但享受和这些人物相伴的每一天
而已。有时候，为了求证一个细节，可能需要一
两个月的等待，这种等待就像你朝着时间的分
岔小径扔出一个自由线团，然后跟随它无规行
走，也不知道要走多久。直到某本书和某个档
案出现，给出答案。

2017年，《我是范雨素》一文三天内达到四
百万阅读量，育儿嫂范雨素和她身后的“皮村
文学小组”随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讨论。2020
年，皮村文学小组成员应邀参加央视“朗读者”
直播活动，在星空下面向全国观众朗诵了自己
写下的诗与歌。近日，世纪文景首次在国内推
出皮村文学小组作品精选集《劳动者的星辰》，
选取《新工人文学》九位作者的十四篇代表作，
力图为新工人文学叙事留下珍贵的剪影。

皮村故事

皮村是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的一座村庄，位
于东五环和东六环之间。由于位置较偏僻，租
金便宜，这里居住着两万多名外来务工者，其
中有不少爱好文学的工友。

自2014年起，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
究员、文学博士张慧瑜开始为文学小组担任指
导，每周末为工友开设两个小时的文学课。张
慧瑜还动员自己的朋友来皮村担任志愿者，吸
引了一批高校教师、作家、编辑、记者加入授课
群体。工友们定期相聚，讨论文学，逐渐形成
“皮村文学小组”。

皮村文学小组成员来自天南海北，年纪从
60后到90后都有，工友们都有丰富的人生阅
历。尽管他们的文学经验“一般来自初中和高
中语文”，和大学教育的文学经典有一定距离，
但也因此呈现出不同于专业创作的朴拙、真挚
与蓬勃的生命力，提供了知识分子写作以外的
全新视角，风格纯朴，鲜活动人。除此以外，文
学小组的作品在社会学、新闻学、传播学等领
域也是极好的研究样本。

范雨素和她的“同学们”

范雨素生于1973年，湖北襄阳市襄州区打
伙村人，出名后她依然居住在皮村，一面做钟点
工维持生计，一面继续文学创作。《大哥哥的梦
想》讲述了一个有作家梦、航天梦的农民的故事，
范雨素的笔触清灵透彻，带着具有洞察力的幽默
感，作家淡豹曾评论“这位农民空想家，可能出现
在马孔多村子的后院，也可能出现在桑丘身旁”。
另一篇《“北漂”们的日子》描绘了作者20世纪90
年代在北京旧货市场飘零辗转见到的众生相。

1969年生的郭福来被工友们称为“福来大
哥”，他是河北省沧州市吴桥县张家洼村人，目
前是布展工人，曾在《北京文学》发表过作品。
《工棚记狗》《工棚记鼠》讲述工友们在工棚里
逗流浪狗、抓老鼠的故事，再现了务工者的真

实生活。郭大哥的文章语言刚劲简省，风格浑厚
有力，沉重中又含有温情。
四川大姐施洪丽生于1971年，高中学历，她一

生走南闯北，干过形形色色的工作，《一个四川月嫂
的江湖往事》讲述了她的人生经历：在餐厅杀蛇、90
年代在火车站擦鞋倒票、去台商家当保姆等等，风
风雨雨、磅礴大气、金句频出，带有鲜明的时代印
记，也显示出一个劳动者的宽广胸襟和旷达情怀。
李若是河南信阳人，曾在“网易人间”发表大量非

虚构作品。《穷孩子的学费》《红薯粉条》回忆自己童年
时代的生活经历，用朴实的文字呈现劳动的细节和艰
辛，作家黄灯评价她的文字“有直刺人心的力量”。

此外，本书还收录了月嫂李文丽、王成秀和
80后作者苑伟、万华山的作品，他们或书写城市
生活的新经验，或追忆故土往事，或展现在城乡之
间迁徙的历程。这些作品以独一无二的亲历者视
角发出了劳动者自己的声音，展现他们对生活的
独特感悟，呈现出饱满的感情和厚重的质地。

新的文学想象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目前有近三亿
“新工人”，他们的户籍仍在农村，但长年在城市

打工。这一庞大人群分布在各大城市的角落，却
长期处于沉默的状态。

对于皮村文学小组的工友们来说，从事文学创
作本身是逃离异化生活、获得生命喘息的方式，在他
们笔下，文学发挥着一种最简单、最质朴的功能，直
接表达他们的生活和生命状态。他们的作品拥有朴
素、粗粝、鲜活的风格和旺盛的生命力，不仅打破了
文学语言与现实的隔膜，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写作内
容丰富，贴近生活，从乡村到城市，从个人经历到家
族历史，与当下中国的现实和发展紧紧相连。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评论道：“皮村文学小
组的写作犹如劳动本身，在千锤百炼之后浓缩了
生活的经验和巨大的能量，既有人生的大悲大喜，
也有历经命运考验后的平静和醇熟。”

正如皮村文学小组的座右铭所言：“没有我们
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
没有我们的将来。”劳动者的故事承载着时代的丰
富细节，劳动者的双手留下了时代不可或缺的记
录，相信《劳动者的星辰》展现出劳动者的真实境
遇和生存状态，从这里我们将看到全新的文学视
野和一代人的精神史诗。

《音乐修养通识课》

江柏安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22年9月

艺术是人的创造性的源泉，滋养人的性
灵，最伟大的力量就是艺术所给予的愉悦、洗
礼、澄清、淬炼。领导干部自觉加强艺术学习，
涵养修为，提升自我综合实力，是完善领导力
构建、强化人格尊严、凸显个人智识灵性最有
效的途径。

来自音乐艺术的修养，就可以为我们赋予这
种力量，它会激发我们富于创造力的思考，使我们
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进而使我们在各自的工作
中获得磁石般的吸引力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本书是一本深入浅出，融合了“音乐欣赏习

惯培养”“音乐形式美审美经验”“音乐常识与风
格简介”的多媒体图书，文笔流畅且通俗易懂，
真正实现了“边看边听，边听边看”，充分做到了
使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相互呼应，会带给读者
相当好的阅读与听赏体验。该书秉承通识、博
雅教育理念，追求文化品位与审美灵光兼具，以
多维视角观照音乐，既讲析音乐审美基础知识，
又考察中外音乐文化演进历程。全书案例丰
富，叙述生动，深入浅出，引人入胜。

《假如今天是生命的

最后一天》

【日】翡翠小太郎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2年6月

本书是文学批评家孟繁华有关当代散文
创作的一部评论集，评述了十八位中国当代散
文名家的作品。散文是写作者较为本真放松
的文字，一片天机，从胸臆中发出，不伪饰，不
造作。读者读其文，仿佛可以想见其人，欲称
其为师，欲与之为友，读者与作者由此跨越文
字的栏杆，突破时空的阻隔，在精神上达到高
度的默契。本书以扎实的学术基础、广博的知
识储备、精准的专业眼光和敏锐的文体意识，
对目前活跃在国内文坛，如谢冕、王充闾、张承
志、贾平凹、韩少功、李敬泽等散文名家的创
作，给予了充分而富有见地的评价。他们的创
作代表了一个时代散文创作的较高水准，而作
者孟繁华的评价则是建立在中国当代文学创
作的坐标系上的，高度和气度兼备。通过这部
评论集，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和体会当下散文
创作与散文家的气质，以及散文研究和评论的
重要变化。

假如今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你有未竟的
心愿吗？你将怀着怎样的心情度过？有什么事
情是你一定要做的吗……

本书通过26个关于人生的小问题，帮助读
者剖析自己的内心，认清“自我”的价值。通过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及探讨，作品引领读者一步
步接近最本真、最想成为的自己。作品鼓励读
者直面“总有一天会死去”的事实，以积极的方
式思考死亡，通过从不同角度对“生命最后一
天”的构想，帮助读者释怀遇到的遗憾与烦恼，
痛苦与折磨；帮助读者放空灵魂，坦然面对生命
中的苦难，充分感受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珍
惜眼前的生活，过好每一个当下。接受今天是
生命的“最后一天”，可以变得豁达、坦然；珍惜
生命里每一个“最后一天”，可以更好地享受生
活，享受生命中每一份感动。

全书分为“无悔人生”“活出梦想”“为何而
活”“听从你心”四大主题，问题皆简单平实、耐人
寻味。篇末并附问答栏，供读者在阅读的同时
审视自己的内心，兼具趣味性、启发性和功能性。

《散文的气质》

孟繁华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2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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