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郡龙

寒假开始的时候，我给我们四年级一班
的同学布置了一个作业：做一个学习计划。
在指导家长帮助孩子做计划的时候，我听到
很多家长给我说：“老师，之前做过，根本没
用！”我问家长：“你会做计划么？”家长说：“我
不会啊！我们没学过。”

我甚至感觉到家长带着一种很骄傲的
语气。一是，孩子做计划是真多余，而且就
算有计划也执行不了几天，孩子做不到！二
是，委婉地表达，老师别多心，我不是不支持
你，我是没办法支持你啊。第三，这是一件很
麻烦的事，做了之后还要我去盯着，孩子不执
行，我是管也不是，不管计划又白费了，怎么
做都太累了。

我想这是很多人的真实想法吧，看上
去都非常有道理，但是，这其实是一种错误
的思维模型。它就像我们小时候犯了一个
错误，害怕老师或者家长的责备处罚，然后
我们一定要给自己找几个合理的理由来搪
塞大人。

成年之后，我也会习惯找一个合理的

理由来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这样来说，家
长的行为也合情合理，因为每个大人曾经
都是一个孩子。每个成人身体里都或多或
少装着这样那样的消极的思维模型，这是
不可避免的。

想要消除自己心理的一些负面思维，
《你的误区：如何摆脱负面思维掌控你的生
活》（以下简称《你的误区》）是一本非常实
用的心理自助书籍。它带领我们静下心来
看自己，爱自己，接纳自己。

心理学中认知心理学派认为，人对事
物（事件）的看法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与
行为。我们的童年生活，可能会或多或少
地装入了一些负面思维。

我们可以把一些不好的习惯归结于童年
过往，可是生活在继续，世界在变，我们可以
不断学习进步重塑自我。先拿起一本书，先
翻开第一页。改变就在这拿起翻开的举手投
足间，改变自己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

让精神愉悦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情，
要实现这一点是我们每个人力所能及的。
《你的误区》分析了多种情绪背后的原因、
典型表现以及如何拥有良好的心态。这本
书的每一章都如同一间心理治疗室，让我
们去探索自己的内心深处，去发现一些左
右我们情绪的消极观念——求关注赞许、
忧虑后悔、绝对化要求、过分概括、糟糕至
极等等。认识它们产生的原因，才能冲破
习惯的束缚，接纳这个自己、他人，才能做
回快乐的自己。

我问你：“你想成为一个消除思维误区
的人么？”可能你没有什么感觉。若我问
你：“你想要幸福快乐地生活么？”我想回答
一定是肯定的。所以，试着改变自己，《你
的误区》也许就是那把钥匙。

走出误区，你更幸福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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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名篇学党史跟着名篇学党史】】

□本报记者 赵迎昭

“使这个无希望的中国变成有希望，非我们
青年努力不可……中国有希望无希望，只看我
们青年努力不努力。什么全要靠自己，靠别人
是不行的。”1921年10月24日，“中国青年热
爱的领袖”恽代英这样慷慨激昂地说。

恽代英是一位怎样的革命家？为何能得到青年
人普遍爱戴？4月1日，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在重庆发表热情演说
“使这个无希望的中国变成有希

望，非我们青年努力不可”

“1921年10月24日，恽代英在重庆联中
自治会成立大会上演说时，猛烈抨击了当时‘靠
不住的政府’，指出靠别人是不行的，并强调作
为青年肩上应负的责任，一席讲话在青年学生
中产生了强烈共鸣。”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研究
员罗辑介绍，这篇热情洋溢的演说词，刊载在重
庆联中校友会主办的《友声》半月刊第一期。

恽代英的讲话何以在当时青年中引起强烈
共鸣和反响？罗辑说，在大革命期间，很多进步
青年是呼唤着恽代英的名字走上革命道路的，
我们不妨从恽代英的革命历程中寻找他受到青
年拥护和爱戴的原因。

恽代英，原籍江苏武进，1895年生于湖北
武昌。学生时代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是武汉地
区五四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于1921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并在1923年任上海大学教授，
同年8月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委
员、宣传部部长，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培养
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

《中国青年》编辑部每天要收到几十封甚至
上百封读者来信，还有许多青年不远千里慕名
前来求教。对于读者的来信，恽代英不管多忙，
都要和其他编辑一起写复信。有普遍意义的则
在杂志上刊登，以期引起讨论。

“当时学术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思想对
青年影响很大，恽代英循循善诱，深刻指出，在中
国不打倒军阀统治，不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势
力，纵有几千几万技术家，也不能救国。”恽代英研
究专家、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李良
明在《恽希仲与他的父亲母亲》一文中写道。

罗辑说，演说词中“使这个无希望的中国变
成有希望，非我们青年努力不可”等语句，体现了
恽代英是一位豪情满怀的革命斗士，更表达了他
对青年的肯定和期待。恽代英认为，青年朝气蓬
勃，英勇无畏，敢于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撕开资
本主义的面纱。青年，是革命必胜的希望。

组织旅行读书团
助推马克思主义在巴渝大地传播

罗辑说，恽代英将很多精力用于关心青年、

带领青年、培养青年，他在重庆组织旅行读书团
的故事就是一例。

1923年，恽代英应邀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
任教。是年1月，他趁着寒假之便，带着追随他
离开泸县的张霁帆、余泽鸿等9名学生，组织了
一个旅行读书团，到重庆江北刘家台的一处农
舍安顿下来，青年们由此开启了一段既有趣又
有意义的学习生活。

青年们共同出资、共同学习、共同劳动，学
习方式不拘一格：桌凳不多，有的就坐到床上学
习，有的甚至坐到恽代英的桌子上学习。遇上
天气晴朗，青年们还会到户外边晒太阳边读书，
年龄小的还喜欢爬到树上去学习。

除了自身学习外，旅行读书团还在重庆进
行马克思主义传播。从读书团所在地附近的治
平中学开始，学员们逐渐和重庆联中、巴县中
学、川东师范等认识的同学建立起联系，影响逐
渐扩大。

这些学校的学生，三三两两地到旅行团驻
地刘家台，从学习问题、思想问题、政治问题到
家庭婚姻等问题，都来请教恽代英。而恽代英
深入浅出的解答，最终使大家怀着对革命的向
往，满意而归。

“在这个过程中，不少青年学生得到了马
克思主义教育，旅行读书团的一系列活动对
马克思主义在重庆的传播产生了很大影响。”
罗辑说。

牺牲时年仅36岁
被周恩来称为“中国青年热爱

的领袖”

1930年5月6日，恽代英在上海被国民党
当局逮捕。在狱中，恽代英面对敌人的威逼利
诱，坚贞不屈。1931年4月29日，他被杀害于
南京，年仅36岁。

就义前，他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狱中诗》：
“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
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这首诗表明了他为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理想而英勇奋斗、不怕
牺牲的壮志豪情。

“中国青年热爱的领袖——恽代英同志牺
牲已经十九年了，他的无产阶级意识、工作热
情、坚强意志、朴素作风、牺牲精神、群众化的品
质、感人的说服力，应永远成为中国青年的楷
模。”1950年5月6日，周恩来总理为《中国青
年》杂志题词，纪念恽代英牺牲十九周年，他在
题词中这样写道。

英烈已逝，风范长存。恽代英的母校中华
大学已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近年来，这所名
校通过排演大型话剧《恽代英》、成立“恽代英新
闻采访团”等形式，勉励青年学子传承与弘扬先
烈精神。此外，有关部门还出版了《恽代英全
集》、拍摄了大型文献纪录片《永远的恽代英》，
让恽代英的精神代代相传。

□宇舒

小时候，我们都常常听到一句话：“好孩
子不能撒谎，撒谎的话，鼻子会像匹诺曹一
样变长。”

匹诺曹？《木偶奇遇记》里那个顽皮的小
木偶吗？

长大之后，知道《木偶奇遇记》是意大利
作家卡洛·科洛迪创作的童话，也是其代表
作，发表于1880年，1940年被迪斯尼公司改
编为动画电影，后分别于1983年和2002年
翻拍真人版。

《木偶奇遇记》的主要情节是：老人杰
佩托把一块能哭会笑的木头雕成木偶，并
把取得生命的小木偶当成儿子。老人卖掉
上衣，供儿子上学。可是小木偶一心贪玩，
为了看戏不惜卖掉课本。他在木偶戏班获
得好心老板的5枚金币，回家路上受狐狸和
猫的欺骗，金币被抢走，进了监狱。出狱后，
他又因贪吃他人的葡萄，被捕兽器夹住，被
迫当了看家狗。他后悔极了，心想：“如果我
像其他好孩子一样喜欢读书，现在我就会和
爸爸住在一起，过着幸福的生活，就不会在
这里给别人当看门狗了。”夜里，他因帮助主
人抓住黄鼠狼而重获自由。他一心想成为
一个用功读书的好孩子，可是又经不起诱
惑。他逃学到海边看鲨鱼，后来又被引诱
到玩儿国。最后，父子在鲨鱼腹中意外重
逢，并成功逃了出来。故事的结尾，他们在
海边住下，匹诺曹变成一个真正的小孩子。

发生于匹诺曹身上的故事告诉我们，
在自然天性里往往会有不少不够尽善尽美
的表现，等待着我们逐步克服。

《木偶奇遇记》揭示的道理并不复杂，
它倚借一个木偶的形象，不过是为了向我
们演绎一个人由不完美走向完美、由不幸
福走向幸福的曲折历程。

本书的叙述过程充满了童趣与想像。
作者任意挥洒的游戏之笔，自由驰骋，一下
子将人们的思绪带入一个幻想的世界：不论

是匹诺曹从家中逃跑，父亲反被警察抓去；
还是匹诺曹疲倦了，把脚搁在火盆上睡觉，
被烧去双脚；或者他不听会说话的蟋蟀的
忠告，落入杀人强盗手里；还是他说谎，遭到
惩罚，鼻子长起来了……都可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如一块磁铁牢牢地吸引着孩子。

该书问世时，意大利正处于奥地利的
统治之下，大人们训导孩子在规范内小心
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但是，好奇是儿童
的天性，四平八稳的生活现状不可能使儿童
有亲身历险的契机，孩子们无法以亲历实践
来满足自身固有的强烈好奇心，他们只能通
过游戏形式来突破，实现现实生活中根本无
法实现的那些行为。

这个敢说敢做、不计后果的匹诺曹，就
以其充满游戏色彩的冒险经历，为孩子们
打开了另一个天地。

科洛迪用游戏精神建构故事情节，设定
一个完全虚构的匹诺曹的历险世界，让儿童
在一个完全架空的环境里，把自己变成一个
架空的人物，任思绪自由翱翔。

另一方面，《木偶奇遇记》虽然是一篇
寓言故事，但是与以往西方的寓言故事不
同，它描写的不是美丽的公主和贵族们在
大城堡中的生活，其间的所有奇遇都发生
在意大利的普通人民中间，从而具有伟大
的现实意义。

该书不仅教育孩子们如何为人，还通
过隐喻和影射，对19世纪意大利现实生活
中的各种落后和丑恶现象，进行了揭露，如
劳动人民的贫穷、饥饿和绝望，司法部门和
医疗机构的虚伪等等。

同时，这本书也强调了教育的重要
性。意大利哲学家贝内戴托就曾评论说：

“用来雕刻匹诺曹的那块木头，实际上就是
人类本身。”

由于以上特质，《木偶奇遇记》出版后，
印数达到了100万册。1892年，该书就由
M·A·默里译成了英文，以后又被译成多种
文字。制片人沃尔特·迪斯尼也于1943年将
这个故事搬上了银幕。

意大利人认为，《木偶奇遇记》是意大
利最重要的文学作品之一，它创造了意大利
儿童文学史上第一个成功的长篇童话形象。
在科洛迪之前，意大利虽然不乏成功的儿童
文学作品，但从不曾拥有广受欢迎的长篇童
话及其长篇童话形象。

科洛迪一反常态，大胆启用有缺点的
孩子作为作品的主人公，这不啻是意大利
儿童文学史上的一次创举。《木偶奇遇记》
在意大利行销过至少260个版本，英文的
版本则至少有115种之多。

用来雕刻匹诺曹的那块木头
就是人类本身

——关于《木偶奇遇记》

□本报记者 黄琪奥

“既能看书，又能喝咖啡。相较于外出，
我还是更喜欢在假期里泡图书馆。”4月10日
下午，在重庆图书馆看了一天书的市民林晶
伸了个懒腰，在社交平台上写道。此时，虽然
已是下午5点，但是重庆图书馆内仍有不少人
在阅读。

这样的场景对于我市公共图书馆来说已
是一种常态。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我市部分图
书馆后发现，作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
载体，我市公共图书馆主动发力，通过巧用大
数据技术创新服务、打造品牌活动等方式，让
阅读成为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巧用大数据技术
丰富市民阅读体验

“要吸引市民走进图书馆，就要为他们的
阅读提供便利。”重庆图书馆馆长任竞介绍，
重庆图书馆在2017年就专门开发了大数据
分析系统。不同于一般的系统，该大数据系
统有着很强的交互性，它不仅可以把图书馆
多个孤立的业务系统（图书借阅系统、数字图
书馆系统、图书馆到馆人数统计系统、掌上重
图等）关联起来，还能根据读者的借阅情况，
分析他们的阅读习惯，为他们推荐合适的书
籍。

“这只是我馆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为市
民提供优质文化惠民服务的一个缩影。”任竞
说。近年来，重庆图书馆依托互联网和馆内
数字资源，相继推出“网上借书 重图到家”
线上借阅服务、重图数字阅读平台等相关服
务，让市民享受阅读的快乐。

除了重图之外，我市多家图书馆也在运
用新技术服务公众方面进行了诸多探索——
江北区图书馆就开通了重庆江北微图和手机
图书馆，推动实体阅读和线上阅读协同发展；
沙坪坝区图书馆也通过推出移动图书馆的方
式，让市民能随时读到好书。

“让市民能方便快捷地找到图书，只是留
人的第一步。要让市民真正留下来，还需不
断对阅读环境进行改造升级。”重庆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馆长谭必胜表示，例如，正在建设中
的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就通过在内
部设立动静分区，以实现互动体验和阅读互
不打扰；轨道环线开通后，重庆图书馆也通过
空间再造的方式，增大自习室、成人阅览室的
面积，缓解“一座难求”的情况。

推出品牌活动
让市民乐在其中

“这些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土地
上……”近日，第194期缙云文化大讲堂在北
碚区图书馆举行。西南大学文学院讲师董宪
臣走进北碚区图书馆，以“地名背后的文化密

码”为主题，为广大市民讲述了我市部分地名
背后的故事。

作为北碚区图书馆的品牌活动，缙云文
化大讲堂自2017年启动以来，已吸引了数十
万市民参与其中，该活动也被评为重庆市终
身学习活动品牌。

“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共图书馆不仅仅作
为一个文化建筑屹立于城市之中，而且是一
个文化中心，发挥着文化传承和文化交流的
功能，促进城市软实力的提升。”北碚区图书
馆副馆长喻赛蓝表示，要实现这一转变，就需
要公共图书馆主动升级，通过推出一系列品
牌活动，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

以北碚区图书馆为例，除了缙云文化大
讲堂外，该馆还先后推出了“梧桐书语”文化
沙龙、“碚城同读一本书”等一系列品牌活动，
极大地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

除了北碚区图书馆外，我市其他图书馆
也纷纷利用特色馆藏开展了一系列品牌活
动——沙区图书馆主办的甲骨文学堂系列活
动，让拥有3000多年历史的甲骨文重新绽放
出光彩；重庆图书馆举办的大型亲子阅读推
广活动“格林童话之夜”，既盘活了馆内资
源，也让广大读者尽享亲子阅读带来的快
乐。

品牌活动的推出令我市公共图书馆的
“软件”得以大幅提升，让广大读者感受阅读
之美。

巧用大数据 举办品牌活动

重庆公共图书馆悄然实现转型

恽代英——
中国有希望无希望

只看我们青年努力不努力

青年应该怎么样做？
近来我常常说见一般青年说：

“现在的社会糟透了！我们直没有法
子想了！”据他们的话看来，大概是因
为中国今年兵争，明年匪乱，大家争
权争利，扰攘不息的，把社会弄得糟
做一团，就是有热心人想改造社会，
也无从改造。所以只好说是没法。
即如我此次到四川，在万县听见一
个人说：“中国现在没有法子救了！”
请大家凭着良心说：救中国究竟有
法子没有！这个糟透了的社会究竟
有没有改造的希望！

……
我们若要减去这可笑的念头，使

这个无希望的中国变成有希望，非我
们青年努力不可。青年若不自己承
认是“人”，不努力去做，中国便真正
无希望。这才真是笑话！所以现在
要说中国有希望无希望，只看我们青
年努力不努力。什么全要靠自己，靠
别人是不行的。

——节选自恽代英《恽代英先生
演说词》

恽代英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