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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融媒热线 有事你拨 一拨就灵

吴建英

——读《知己——瞿秋白与鲁迅》

读书与行路
刘叶屏
曾听到这样一个说法：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名师指路。”读
万卷书真的不如行万里路吗？这句话的原文出自何
处？
明朝书画家董其昌在《画旨》中写道：
“ 气韵不可
学，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学得处，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再早一
点，宋末元初著名诗人方回写有《六言四首·自来》：
“读万卷行万里，酌一杯题一诗，颓龄如此如此，豪气
已而已而。
”
古人常把读书与行路放在一块儿论。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这句话，人人都知道，是一句家喻户晓的古
话。读的书越多，走的路越多，眼界也就越开阔，能力
也就越强。读书，大家都知道，是一个积累知识的过
程。培根用一句话来高度概括读书的好处：
“读史使
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高晓松又说：
“行万里路，才
能回到内心深处。读万卷书，才看得清浩月繁星。”所
幸现如今，人人都知道读书的好处，书里自有乾坤，书
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看，周末的县图
书馆，那么多的人，大家都在安安静静地看书和学
习。读书，其实是最公平最有用的一件事。读好书，
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气质，改变一个人的思想，改
变一个人的命运。
我有一个朋友，最近在看古文。我去看她时，她
正捧本厚厚的文言文阅读，我问：
“怎么有闲情逸致看
这个？”她答：
“最近有点烦，看这个静静。”我一细想，
可不是吗？沉浸在文字宁静的世界里，能够祛除内心
浮躁。因为有书相伴，可以给予心灵滋润，更充实自
己。
你看唐朝的诗人们，四处游历，结朋交友，互为应
答，留下了多少流传千古的名诗佳作。王勃如果不去
玄武山，就遇不着卢照邻，我们也就读不到那些同游
诗文。如果他一直在京城宫廷，又怎么能写出“悲凉
千里道，凄断百年身”这样直抒胸臆的句子？更读不
到“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名句了。陈子昂登上
幽州台，写下自己的诗词巅峰之作：
“前不见古人，后
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在他去世
多年之后，杜甫特意前来拜访，瞻仰遗址后写道：
“公
生扬马后，
名与日月悬。
”
读书，读的是别人的书。行路，行的却是自己的
路。这里说的不仅仅是出门走路或者旅游，是说一个
人走上社会，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在书中学会的知
识和能力，光放在自己肚子里可不行，还要让自己的
所学所得，在生活和工作中体现，学以致用才行。读
书和行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行路，行的也是人生
路。如何在这条道路上不偏航，走稳走正，是我们每
个人一辈子的课题。

我对《知己》一书理解为：不仅是
作者用以纪念瞿秋白诞辰一百二十周
年而献上的一份珍贵礼物，更是作者
带领读者去走进以瞿秋白为代表的革
命先驱广阔的精神世界，而为读者打
开的一扇窗。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
无疑就是一位灵魂摆渡人。
瞿秋白革命的一生短暂而璀璨，
历史对于他，选择了铭记，他对民族的
贡献，不会因其生命的短暂而为后人
淡忘。他为中国文学事业作出了奠基
石般的贡献，翻译《国际歌》，撰写《饿
乡纪程》
《赤都心史》，他才华横溢，鲁
迅在他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
自由》一文中大加赞叹：
“ 真是皇皇大
论！在国内文艺界，能够写出这样论
文的，
现在还没有第二个人。
”
他 是 革 命 英 雄 ，临 死 不 屈 ，高 唱
《国际歌》
《红军歌》向刽子手的刑场走
去，英勇就义，他的“骨头”比他文弱的
外表强硬千百倍。但他又不同于一般
的普通英雄，在他的英雄角色里添加
了才华、坦诚、真实、悲观、疏离等素
材，更加显示出他独一无二的复调式
革命英雄特色。
在《多余的话》里，他这样写道：我
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
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
个“历史的错误”。其实在早期革命
中，站出来纠正陈独秀的错误，勇敢地
举起武装斗争大旗的，正是瞿秋白。
当自白书《多余的话》在报纸上刊登出
来后，鲁迅说：
“ 我始终认为何苦是勇
于自我解剖的。我是了解他的，我也
相信他。”何苦是瞿秋白的笔名，他没

有为自己曾经犯的过错辩解，而是剖
析了自己的缺点、自己真实的想法，这
种自我解剖、自我坦露，折射出“谦谦
君子，温润如玉”般的谦逊品质和光明
磊落的胸襟气度。
《真实的瞿秋白》一文里写道：
“他
以笔为刀，从理想到经历，从情感到灵
魂，勇敢、彻底地‘解剖’了自己。虽然
字里行间有着难以释怀的悲观与疏
离，但是他从始至终都没有背弃自己
的信仰，可贵的是一直保持着他的真
性情，不违背自己的本心。”梁衡老师
也赞扬地说：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老
老实实做人的榜样。做一个坦白的
人，比做一个英雄更难，是更高一个档
次的人格。
这便是秋白式精神！——不戚戚
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革命者志在天
下，心忧黎元。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让
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瞿秋白以自
己的行动和生命昭示着这种精神，这
种精神可以化作无穷的力量。我想，
瞿秋白身上的精神，并不只属于他一
个人，它属于整个中华民族，且永不褪
色。
1936 年，瞿秋白被枪决在罗汉岭
下。噩耗传来，鲁迅坚定地说：人已经
不在了，但他的著作、他的思想要传下
去，不能泯灭。这也是我们活着的人
对他最好的纪念。
我不知道，身下的草地是否在啜
泣？头顶的白云是否在呜咽？背后的
青山是否在愤懑？但我清楚饮弹的身
躯仍在匍匐着前进，让罗汉岭，让中国
革命，
让中国人民有了生动的注视。

竹翠寒不凋
陈兵 作

读书让人不俗
君洁
二十多年前写过一篇随笔《读书》，刊登在《人
民铁道》和《鄂西铁道》的副刊上，那时我还在湖北
铁路上工作，主要工作就是读报写作，给领导写讲
话，或者给报社投稿，或者为单位起草各种文件。
那会儿年纪轻轻却老气横秋，每天穿着都是各种深
色套装。曾经有一次我上面穿着黑色毛衣下面大
红色裙子，被站在走廊上的领导看见而大声批评：
堂堂一个干部怎么穿这个颜色！吓得我一溜烟回
到宿舍，赶紧换下红色裙子。从此以后的我，再也
没有鲜艳的颜色出现过。
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那个年代我学会了公文
写作，学会了看书看报，久而久之养成了一种习
惯。对于当时才 20 出头的我来说，应该是享受的
年龄，我却每天面对枯燥的公文，每天大量的读报
看方向，给领导写讲话稿和调研报告。后来，离开
铁路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面对工作的改变，生活
的改变，也始终可以从容应对，回想起来也正是在
铁路上十年养成的阅读和写作习惯，以及看问题的
敏锐性，让我可以安安静静独处，安安静静想问题，
能够从从容容阅读各种书籍，预感和判断事情发展
的趋势，这一切都是阅读和思考带来的结果。所
以，
非常感激铁路上度过的那段不平凡的日子。
这辈子爱存书看书，也是因为祖上是书香门第
的缘故，从记事开始，舅舅每次喝醉酒都要大哭一
场，哭他家书香门第的没落，哭这些后辈人没有一
个人可以撑得起家族的门庭。那时，我刚随母亲从

新疆回来，因为每次舅舅喝酒都是如此，所以我从
小就有点怕他，到现在老人家都 80 多岁了，我还是
不敢跟他说几句话。后来买书读书就成为了一种
习惯，不管到哪个城市工作，都会买很多的书。曾
经有个朋友看了我的藏书就问：你买那么多书，看
得完吗？我坦率地说，看不完，但是闻着书香心情
就特别好特别踏实！等我退休以后，我会每天看书
做笔记。也许自己太传统了，电子书看着总感觉差
了点什么，手感？质感？还是翻页时的快感？所以
我常常还是买纸质书，包括出差也会包里放几本
书。
后来定居在桐庐，我的书也有了真正的家，不
用总是躺在各种纸箱里，看着满书柜的书，总是感
到特别的富有。每天睡前看书，午后看书，或者只
要空下来随手拈来都是书。一路走来，对于书的喜
爱一直坚持着，后来在朋友的推荐下，我还参加了
县作家协会，这是一个外地人可以停留下来有归属
感的组织。离开铁路后漂了几个地方，没有根的感
觉。让我特别开心的是，县作家协会组织我们学习
交流采风，认识了很多优秀的朋友，学习到很多优
秀的文章。那种幸福感，一定不是物质可以给予
的，
是一种精神的赐予。
读书也许不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的物质财富，但
是可以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净化我们的思想和灵
魂，可以认识更多的优秀朋友。我认为，读书给我
们带来的最大益处是提高素养，
让人不俗。

很多自以为熟悉的东西，有
一天会突然发现，原来熟悉的只
剩下一个符号而已。岁月常常流
逝于无形，让人浑然不自知。让
人产生这样的感慨，源于对骆驼
祥子这一人物的重新认识。
难得有闲，便顺手翻看着儿
子的作业。语文作业的阅读题是
关于骆驼祥子的，考查的是对语
言的揣摩与运用能力。题目当中
问到，文中四个“哆嗦”分别有什
么含义。看似简单的两个字，实
则需要联系上下文，通览全文知
晓情节才能加以具体分析。原来
以为信手拈来的东西，如今竟陌
生得像是从未见过一般，完全是
一张陌生的脸。
这让我感觉很诧异。若不是
儿子的那道作业题，一直以为骆
驼祥子，是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人物。可没成想，除了记
忆的外壳，几乎没有实质内容了。等到幡然醒悟时，脑中早
已空空如也。带着这样的领悟，
于是决定，
重新再读一读。
重读《骆驼祥子》，压抑沉痛的感觉依旧。由茁壮的树
枝，到飘零的叶子，这或许并不是四季流转，而是一棵树的
生命遭遇。老舍笔下的祥子，原本是个有追求的青壮年，可
是在命运的沉重打击下，慢慢地开始沉沦下去。青年时候
的祥子老实、肯干，不怕吃亏，可是到最后竟沦为市侩、冷
漠，
甚至自私的样子，
让人禁不住遗憾、痛惜。
人物的沦陷，是在点点滴滴中进行的。跟着情节跌宕，
为人物命运嗟叹。很多时候，人的内心越害怕什么，就越会
失去什么。可怜的祥子，
就陷入了这样的怪圈。
对于祥子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便是有一辆属于
自己的车。当他在二十几岁实现他的梦想时，他把这一天
当成了自己的生日。有车便可以重生，车就是他的生命。
可惜的是，命运并没有让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欢畅，而是一而
再，再而三地碾压着他。为了多赚两块银元，祥子冒险拉了
趟车，可就是因为这一趟车，让祥子的车没了，人也跟着没
了自由。好不容易逃了出来，从此却又踏上另一场艰难的
征程。无论他怎么努力，如何肯干，他再也无法拥有属于自
己的车了。
所谓的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摧毁给人看。如果
命运给的只是悲怆，那就让它一泻到底，破罐子破摔，总比
一波三折要来得轻松容易。可是偏偏到了祥子身上，命运
的碾子就这样来来回回地不断碾压着。
看看祥子的轨迹：明明有车，可是车却被抢，自己也被
抓住去当兵；终于逃了出来，还顺带两头骆驼，对生活重燃
起希望；遇见虎妞，想摆脱虎妞，遇到曹先生一家，让祥子暂
时获得了另一片天地的时候，偏又遇上曹先生出事、孙侦探
敲诈勒索，祥子又开始身无分文了；最后走投无路的他，又
回到了虎妞的身边；心不甘情不愿地，却和虎妞过起了生
活。
如果你觉得，这样一而再地打击，算是对祥子的苛刻的
话，那你就错了。噩运一直没有放过祥子，就在不痛不痒的
平常日子里，虎妞怀孕了，然后又难产而死，母子都没保
住。孤零零的祥子，心灵上有小福子的慰藉，可是最后小福
子也死了，吊死在树上……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这
样看似轻巧地落下，其实就是一记重锤，把祥子所有关于生
的希望，
统统扼杀了！
这一路走来，给你希望，但又重回绝望，命运之手太过
残忍，就这样希望，失望，无限地循环，最后让祥子终归绝
望。
生于这样的时代，除了一声叹息，还能怎样？人是靠希
望活着的，但凡有一丝的阳光雨露，都会让人得以生长。小
福子的死，变成了压死祥子这头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
里什么声音也没有，只有树上的几个山喜鹊扯着长声悲叫，
这绝不会是小福子的坟，他知道，可是他的泪一串一串地往
下落。
”
在这部小说里，祥子是很少会落泪的，哪怕是虎妞的
死，外加肚子里的孩子，都可以无动于衷，像个木头人。可
唯独小福子的死，让他痛苦得难以自抑。他曾经有过对幸
福生活的向往，可是在关键时候，他又退却了。他明知小福
子对自己好，可是一想到小福子身后一连串的麻烦，他害怕
了。尽管有爱，可是却缺少为爱做出牺牲的勇气。于是他
纠结、彷徨，等到终于战胜自我，准备勇敢地向幸福奔去的
时候，
命运却痛下杀手，
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对祥子来说，无聊生者不生，其实也是大可不必的。对
待小福子的态度，也最终暴露了祥子不够勇敢的根源，当
然，究其本质，在那样的年代里，如何生存下去才是王道。
对一个肚子都填不饱的人来说，哪有资格再奢求爱情。物
质的极度匮乏，让他少了安全感。没有物资做保障，任何人
都不能让他义无反顾。
有人说，祥子是一直在“用力地活着”。特别喜欢“用
力”一词，诙谐、辛酸、无奈，都揉进了这两个字眼里。你以
为的积极进取、努力上进、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结果仍步
入痛苦的深渊；你所仰望珍惜的，不过是一场错觉而已。生
活，
会给你血淋淋的现实，
还有力所难及的远方。
书是心灵的影子。我们的心情会在书中起伏跌宕，那
是因为我们在书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不必说什么勇敢，
其实慢慢地活着，我们都会成为祥子的样子，就像《千与千
寻》中的无脸男，活着活着，就成了自己不喜欢的样子。那
又如何呢？
毕竟，活着，就是一场修行，就是不断地去和生活握手
言和。
吴燕萍

1935 年，瞿秋白在关押他的长汀
中学写下了《卜算子》一词：寂寞此人
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烟过尽时，正
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读来令人凄然动容，他把自己比
成了花，人死就如花落，花虽落，待来
年春天依然开放花香如故，人身死，高
尚的品格，英雄的气概也能如来年春
天的花一样，依旧香满人间，这样理解
起来的话，
“ 应有香如故”是他的美好
愿景，
我认为也可作他一生的结语。
之前，对于瞿秋白，我的了解只停
留在中学历史课本上的一些片断：中
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长征时期，因身
体原因，未跟随大部队一起战略转移，
留在苏区开展游击活动，之后被捕牺
牲。让我滋生起探究瞿秋白的是电视
剧《秋之白华》中瞿秋白被枪决的片

段：
“ 一片开阔地，瞿秋白说：此地甚
好！便走向一处花丛，盘膝而坐，数支
枪口齐冒火，人倒下，随即镜头旋转了
起来，音乐也响起。”因感伤于生命戛
然而止的悲凉，又感动于葬身花丛，与
花香同在的美好，竟止不住流下泪水，
读一读瞿秋白的故事便成了我的一个
心念。
今年的春末，不似往年，因为新冠
肺炎的肆虐，人们都尽量减少去公共
场所活动，减少面对面接触。这段时
期，除了在单位上班，我就安心宅家，
偶尔也读读书。董利荣老师的《知己
—— 瞿 秋 白 与 鲁 迅》
（以 下 简 称《知
己》）就是在这个期间，县文联副主席
王域明向我推荐的，正好与我之前的
心念吻合，立即与董利荣老师联系，董
利荣老师便送了我一本。也是的，书
不借不读，在夏末的一个午后，我读完
了这本书，对瞿秋白的认识和理解便
立体而全面了起来。
《知己》是一部篇幅不算长的传记
文学，简洁明了的叙事风格，原汁原味
的故事情节，令人回味无穷，实属美文
佳作。作者董利荣老师清新淡雅的文
风，深厚的文学功底，令人折服，也深
深地影响着我。在序言中，王旭烽老
师写道：
“ 我们的生命中，总会有一些
我们特别尊重和崇拜的楷模，我们在
精神上甚至私淑于他们，由此我们便
有了灵魂的导师。于我而言，这些人
中便有瞿秋白。”作者董利荣老师也是
与王旭烽老师一样，为瞿秋白的人格
魅力和才华所折服，数十年来不改初
衷，
执着于对瞿秋白的文学表达。

重读《骆驼祥子》
——

应有香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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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视的人生最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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