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域舒

2021年新年快要到来的时候，关于谢
兰和邢家桥社区的书稿终于“杀青”了。这
部约13万字的《社区书记谢兰》大约花费
了三个月心血，是我入选2020年中国作协

“深入生活”项目的作品。
像一个演员在“杀青”之后，依然沉浸

在自己塑造的角色中，交稿之后的我，脑子

里仍然萦绕着邢家桥的人和事。
毕竟，我在那里早上去、晚上回地蹲点

采访了好几个月，可以说朝朝夕夕听两江
新区人和街道邢家桥社区党委书记谢兰讲
她的故事、她的居民的故事。

有一天晚上10点多了，谢兰又跟我聊
起邢家桥的那些人，那些陈年往事——

社区里的一个老婆婆，年轻时候丈夫
打她，唯一的儿子因为意外死了，后来她离
了婚，晚年时另外找了个老伴儿，没几年这
老伴儿也去世了。她很伤心，谢兰只要有
空就哄上她几句，慢慢地，她的情绪好了很
多，笑容又重新出现在了脸上。

还有一个叫张勇超（化名）的，上世纪
90年代做生意赚了点钱，后来触犯了法律
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孑然一身，只好来投
奔在邢家桥买了房子的哥哥。才来时张勇
超看啥都不顺眼，逮谁骂谁，邢家桥社区给
他租了房子，每月只需付租金100元，又给
他申请了低保，张勇超感动得给谢兰发微
信说，她就像他的再生父母。

还有70多岁的谢叔叔，一直不离不弃
照顾因病几十年卧床不起的老伴儿，他会
每天早晚给谢兰发信息，发一大段关心的
话，还有几个表情，仿佛这就是他几十年生

活中的一缕阳光。
我也跟居民们坐在一起，陪他们回忆

他们的“五根黄葛树时代”（“五根黄葛树”
是谢兰和一些邢家桥居民小时候住的地
方，因为门前有五根黄葛树而得名）；回忆
1992年，他们如何敲锣打鼓搬进邢家桥社
区安置房；或者听他们抱怨，房子整治以
前，那一年的雨水，是怎样不停地漏，滴穿
了屋顶，弄得到处都是青苔，甚至是蛆，将
生活和婚姻，都冲刷得漏洞百出……他们，
就是谢兰整天挂在嘴边念叨着的那些人。

当几个月的蹲点采访结束时，甚至当这
本书交稿之后好几个月，我的思绪仍沉浸在
谢兰和她的居民的故事里。在暂别邢家桥
的日子里，我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惦记起谢兰
和她的居民们，那些我真实记录的人们。

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基础不
牢，地动山摇。要不断夯实基层社会治理
这个根基。

经过在邢家桥的蹲点采访，现在的我，
说到基层，就会想到那些人，而在我看来，
谢兰每天从早到晚、气都歇不了一口处理
着的那些鸡毛蒜皮，就是对“基层治理”四
个字最生动鲜活的注脚。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恩来同志：

与你永别了！绝命书（长约
四千字）已转卜克同志，想不难得
悉。

日前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发展
与扩大，反动的统治阶级对于领
导革命的本党是要尽量摧残的！
望你珍重，祝你领导中华革命早
日成功！

四月十八日

——节选自《李鸣珂被难前

给中央的信——对刘坚予、李卜

克、罗世文等十人的介绍》

□本报记者 韩毅

“砰！”1928年9月24日下午，初秋的山城
天气凉爽，深受蒋介石倚重的国民党21军政训
部主任戴弁，乘坐轿子途经如今的渝中区自力
巷时，突然路边茶馆闪出三人，其中一人抬手对
着戴弁后背就是一枪，正中心脏，戴弁当场毙
命。

自己的心腹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当街诛杀，
蒋介石大为震怒，致专电哀悼，责成刘湘“严缉
正凶”。

“组织这次行动的正是我党隐蔽战线的传
奇英雄、早期优秀军事指挥员、时任中共四川省
委军委书记的李鸣珂。”6月14日，西南大学中
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研究生杨
湛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称。

李鸣珂烈士，把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作
为不竭的动力，舍生忘死投身革命，被捕后坚贞
不屈、英勇就义，革命豪情可歌可泣，令人钦佩。

投笔从戎
书生成隐蔽战线英雄

“1899年，李鸣珂出生在四川南部县的一
户农民家庭，求学时，他的老师曾赞扬他‘年纪
虽小，犹有救国之志’。”杨湛称。

1922年，23岁的李鸣珂从四川省高等蚕业
学校毕业，满怀信心地回到家乡四川省南部县，
担任县实业所所长，立志兴农富民，改良社会。

他满怀热情地创办农业训练班，培训青年，
创办农场、丝厂等，大力传播进步思想，却引起
当地豪绅们恐慌，联名告他“宣传共产，赤化民
众”，南部县当局遂将他免职。

他由此认识到军阀污吏作乱，实业救国之
路走不通，只能用武力消灭军阀列强，才能实现
富民强国梦。

于是，他弃文从戎，转入川军任职。1925
年上半年，李鸣珂前往广东国民革命军熊克武
开办的建国联军军事学校。到广州后不久，经

吴玉章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进入黄埔军
校第4期步兵科学习，与赵尚志、刘志丹等成为
同学，受到周恩来、恽代英等老师的教诲，他的
政治思想、军事素质都得到极大提升，成为一名
坚定的共产党人。

1926年秋毕业后，李鸣珂出任国民革命军
第11军24师教导大队中队长，参加了北伐，作
战勇敢、颇具组织才干的他成为叶挺“铁军”麾
下的一员干将。

翌年8月，李鸣珂参加南昌起义，奉命率部
接应朱德领导的教导团。表现出色的他深得周
恩来信任，被调到中央前敌委员会任警卫营长。

1927年11月，李鸣珂随周恩来辗转来到上
海，在中共中央军事部和中央特科工作。在十
里洋场，李鸣珂机警地同敌人周旋，惩奸除恶，
成长为我党“隐蔽战线一把尖刀”。

1928年，中共四川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为
加强党在四川的领导，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
派李鸣珂回到四川，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兼军
委书记，负责全川的革命军事工作并保卫省委
机关的安全。

建保卫队
亲自带队击毙戴弁

1928年夏，李鸣珂来到重庆。按照周恩来
“地下工作要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的
要求，他把妻子李和鸣、哥哥李祥如、妹妹李蜀
俊从老家接到重庆，组成一个大家庭，做起小买
卖，掩护地下工作。

彼时，地下组织被严重破坏，敌特叛徒活动
猖獗。面对险峻的形势，李鸣珂经调查研究后，
派人进入到川军各部，把原有的党员组织起来；
又建立军警工作小组，争取中下层军警人员，建
立起内线消息渠道。

同时，他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军委保卫队（特
工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制裁叛徒。保卫队
队长由和李鸣珂一起到重庆的老部下刘默苏
（化名李觉民）担任。保卫队共有4支手枪，是

由川军24军第一师副师长张志和（中共地下党
员）提供的，诛杀戴弁就是第一仗。

戴弁是蒋介石心腹，1927年4月，军阀刘湘
发表“反共拥蒋通告”后，蒋介石将他作为特使
派到重庆，担任21军政训部主任。戴弁一到重
庆就设立特务委员会，收买、训练变节分子，大
肆进行侦查搜捕审讯等特务活动，是“三·三一”
惨案的重要策划者，双手沾满了革命者的鲜血。

李鸣珂与省军委其他同志研究认为，戴弁
不除掉，将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代理省
委书记张秀熟听了李鸣珂的汇报后，同意了省
军委的决定。

1928年9月24日下午，戴弁乘坐轿子途经
如今的渝中区自力巷时，李鸣珂等人从路边茶
馆冲出，其中一人抬手对着戴弁后背就是一枪，
正中心脏，戴弁当场毙命。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致专电哀悼，责成
刘湘“严缉正凶”。

随后，李鸣珂时常化装成商人或医生，奔波
于成都、涪陵、江津、彭水、泸州等地，策动军阀
部队，改造土匪，瓦解地主武装团练，先后发动
了万源固军坝起义、双江镇兵变、旷继勋部兵变
和涪陵武装起义等，并建立了四川红军第二路
游击队，在全川形成声势浩大、此起彼伏的武装
起义高潮。

击毙叛徒
朝天门英勇就义

1930年3月，原在李鸣珂领导下工作的易
觉先叛变投敌，被刘湘委任为特务侦缉队长。
自3月下旬到4月中旬之间，在易觉先的出卖与
缉拿下，中共在重庆的地下组织迭遭横祸，不少
干部被捕牺牲。

此时，中央决定调李鸣珂任红6军军长。
在李鸣珂奉命即将赴任前夕，中共四川省军委
决定除掉易觉先这个心腹大患。

李鸣珂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带领人员搜寻
叛徒行踪，寻机处决。

1930年4月17日中午，易觉先带领特务去
江北城放生池（今江北嘴一带）破坏了中共江北
特支机关，抓捕了特支书记刘森元，一行人正洋
洋得意地乘船过河从朝天门码头上岸。

李鸣珂及助手邓文书突然出现在他们面
前，李鸣珂掏枪抵住易觉先腰部连打两枪，易觉
先送医院后毙命。

不过，枪响后，敌人侦缉队和闻讯赶来的城
防司令部士兵将二人围住，双方展开了枪战。
终因寡不敌众，邓文书当场被捕，李鸣珂逃出包
围圈后在附近的民房顶上躲藏了一夜。而敌人
封锁各路要道，全面戒严。次日早晨，李鸣珂不
幸被捕。

李鸣珂被捕后，坚贞不屈。1930年4月18
日，他饱含深情地给周恩来写了诀别信，留下

“祝你领导中华革命早日成功”的话语，传递出
对党的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念，并给中共中央写
下了对四川省委各主要干部的看法供参考，又
分别给省委书记刘愿庵、省军委秘书李觉鸣（李
鸣珂五弟）、妻子李和鸣等写了遗书。

李鸣珂在遗书告诫妻子要“好好教育孩子，
准备给我复仇……你今后唯有革命”。

1930年4月19日，李鸣珂在朝天门码头沙
嘴英勇就义，时年31岁。《国民公报》记录了李
鸣珂牺牲前的英雄气概：“内有一犯，年约三十
余岁，八字短胡，毫无惧色，沿途大呼‘共产党万
岁’口号，如登讲演之台，闻系共产党著名首领
李鸣珂……临刑连受五弹。”

当晚，党组织派人冒着危险将李鸣珂的遗
体运走入殓，在他口袋中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写
着：“我心中含着许多悲愤，别了！别了！别
了！许多朋友别了！许多士兵别了！许多工农
及一切劳苦大众别了。我今天躺在血地上，切
莫为我空悲痛，但愿对准我们的敌人猛攻！猛
攻！”

“李鸣珂烈士以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投
身革命中，英勇的献身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
记。”杨湛说。

【【跟着名篇学党史跟着名篇学党史】】8

李鸣珂：祝你领导中华革命早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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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二封信啊
愿对于现在的青年，有些力量
□周航

1929年元旦那天，鲁迅先生的同乡夏丏尊先
生为朱光潜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写序，序
的最后一句我借用来作为本文的题目：这十二封
信啊，愿对于现在的青年，有些力量！

夏先生曾主编同人杂志《一般》，朱先生在
欧洲留学时（1925—1933）为国内青年写的十
二封信在上面得以登载。这些信得到夏先生的
高度赞赏，并认为是《一般》杂志“最好的收
获”。

夏先生眼光独到，他觉得朱先生写那些信的
出发点，“就是劝青年眼光要深沉，要从根本上做
功夫，要顾到自己，勿随了世俗图近利。”《给青年
的十二封信》和之前冰心先生1923年出版的《寄
小读者》，可谓交相辉映，影响深远。

的确，十二封信都是写给当时的青年学生的，
朱先生出国留学前从事过中学教育工作，他对当
时中学教育的现状可能不甚满意，并恳切地指出
青年学生的毛病：“太贪容易，太浮浅粗疏，太不能
深入，太不能耐苦。”尽管出国时的朱先生年仅28
岁，但他却能以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担当的知识分
子身份，为国内青年学生读者写下颇有教益的诚
挚心语，这实在难能可贵。这十二封信，谈读书作
文，谈修身养性，谈哲学社会，谈人生情爱，谈诗，
谈静，谈美。

朱先生如一位学识丰富的长者和青年促膝谈
心，话必有意，言必肺腑。在信中每谈一题，朱先
生莫不用心却随性，精当而至真。本着教育、美、
社会和人生的基点，这十二封信合为一册，看似小
书，却蕴藏着大道理。

信中字字珠玑，句句入心。他第一封开篇即
说：“中学课程很多，你自然没有许多时间去读课
外书。但是你试抚心自问：你每天真抽不出一点
钟或半点钟的功夫么？”

这迎头第一问，难道不可以同样敲在当下中
学生的头上么？我看朱先生的话一点都不过时！
中学生真的不能以课程多、以忙为借口而不读
书。关于读书，朱先生认为要养成读书的习惯和
兴趣，他是这么说的：“人类学问逐天进步不止，你
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这固不消说。尤其要
紧的是养成读书的习惯，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
趣。”

朱先生语重心长，不厌其烦，列出书单，并结
合自身体会具体来谈读书的方法。这第一封信
就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不像文章却胜似文章，
思维缜密，文风朴实，读起来如沐清风，醍醐灌
顶。

“谈谈笑笑，跑跑跳跳！”这不是儿歌，而是朱
先生开玩笑似的为中学生病态的烦恼开出“药
方”。先生认为有愁有忧时，关键在“泄”，在动。
他分析烦恼产生的心理和哲学源头，并借晋人陶
侃老来罢官闲居搬砖以摆脱抑郁无聊的故事来劝
谕，愁也人生，乐也人生，只看你如何摆布，如何选
择。

先生借题发挥，再谈静之妙。动是外在的，静

却是内在的，是心灵的感受，他一语道破其中奥
妙：“静的修养不仅是可以使你领略趣味，对于求
学处事都有极大帮助。”

朱先生是有大心胸的，他反对脱离现实的读
书和学问，认为读书要有补于国事。“国家是一种
有机体，全体与部分都息息相关”，所以读书、救国
不可偏废，要将二者结合。

他反对中学生空口谈革命，要“向民间去”，
要参加到社会运动中去。结合中国当时历史的
国内国际环境，这个观点是极为先进的，是革命
的，也是十分爱国的。正确理解读书与爱国、爱
民的关系，成为朱先生赠给中学生的又一番金玉
良言。

让我们深深佩服的是，朱先生在青年时期即
能将大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很善于借题发挥，见微
知著，旁征博引而触类旁通，而且能做到客观、中
正而不偏颇。

很明显，朱光潜先生是非常熟悉中学生心理
的，他在谈毕业生升学问题时，批评那种重视“敲
门砖”的心态：“学校招牌愈亮，文凭就愈行，实学
是无人过问的。”他还预见性地谈到学生升上大学
之后做学术的通病——不重根基而侈谈高远，认
为大学一二年级应该多选功课，筑牢基础，但切不
可“贪多而不务得”。

不必过多举例了吧。朱光潜先生在欧洲留
学，却心寄远隔重洋的祖国青年学生，教导他们如
何读书和做人，以商量的口吻，在娓娓而谈、谆谆
教诲之间，总能让人感受到一颗真实和美丽的心
灵在跳动。

近百年之后，再来读这十二封信，仍能令人
心悦诚服，让人受益良多，仍有无穷的现实意
义。他的信写得真诚、真切、真理，却没有半点
苛责之意，而是对祖国的青年学生充满了美好
的期待，正如他在最后一封信里说的：“这个世
界之所以美满，就在有缺陷，就在有希望的机
会，有想像的田地。换句话说，世界有缺陷，可
能性才大。”

朱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今天的中学
生读读无疑是大有益处的，对家长，对中学语文老
师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唐利春

都说人生唯有读书和旅行不可辜负，
而毛姆的《刀锋》自然是合适的旅行搭档，
让我在如沐春风里，跟着故事主人翁拉里
进行了一场灵魂长足的旅行。

《刀锋》讲述了美国青年飞行员拉里在
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亲眼目睹战友为
救自己而中弹牺牲，深受震撼，进而对生命
的意义产生疑问。战争结束后，他不甘屈
从俗世的安排，辞退了前程远大的工作，和
漂亮的未婚妻解除了婚约，开启了一场翻
越刀锋的旅程，最终走向一条通往自我完
善的得救之路。

“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究竟有没
有意义，还是只能可悲地任凭命运的摆
布？”这是拉里对生命发出的叩问，并花多
年时间去寻找其中的答案。他一边大量读
书一边研究哲学，从中寻找力量和智慧。
他周游世界，在农庄打工，在煤矿井下干体
力活，在轮船上当水手，通过不断地尝试各
种生活，投身其中来追求生命意义。

“剃刀锋刃，越之为难。智者有云，得

道弥艰。”这是毛姆为《刀锋》书写的引言，
也阐释了“刀锋”这两个字的来源。刀的锋
刃不好越过，可是每个人都在努力寻找越
过它的方法。

由于生活的环境不同，所受教育程度
不同，每个人选择的人生目标也不同。庸
俗虚荣的伊莎贝尔追求优越丰富的物质生
活，势利一生的艾略特追求上流社会的交
际生活，老实善良的格雷追求深爱的伊莎
贝尔，风尘女子苏珊追求稳定艺术的生活，
放浪形骸的索菲追求情感。他们都在选择
那条自己认为最正确的道路，以不同的方
式追求着自己的人生，过着在世俗眼中的
完美生活。

毛姆带着理解去塑造他们，始终不带
一丝偏见地观察每一个人物，分析他们的
内心，并让每个人都得偿所愿。最终，拉里
得到了他追寻的生活和意义；伊莎贝尔得
到了巨额财富，活跃于上流文化圈；艾略特
成为了社会名流，宴会交游不断；格雷找到
了稳定而赚钱的工作，而且娶到了自己心
爱的女孩；苏姗拥有了一个安全幸福的港
湾；索菲虽离开人世，但得到了彻底的解
脱。

人生就如一次旅行，现实中的每个人，
身上都或多或少有拉里的影子，总是带着
初心上路，但有多少人走得久了、远了，便

渐渐忘了初心，有时候变成了艾略特，认不
清自己，执着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有时候
又成了伊莎贝尔，在物质层面的泥潭里愈
陷愈深。

我们无权对他人的生活进行评判，但
只有每一步都走得踏实从容，旅程中才能
有更好的收获。

著名作家、心理学家毕淑敏去一所著
名大学演讲时，有一个提问环节。其中有
一个大学生递来纸条问：“请问人生的意义
是什么？”毕淑敏发出了惊人之语：“人生是
毫无意义的！”全场顿时愕然！

接下来她又说：“正因为人生是毫无意
义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才要树立一个美好
的理想，并通过不懈地努力去实现这个美
好的理想，从而让人生变得充满意义！”全
场顿时爆发出一片掌声。

关于人生的意义，从来就没有非对即
错的标准答案，也没有非此即彼的唯一答
案。但无论生活怎样对待我们，风一程，雨
一程，我们都要心存希望，不随波逐流、不
浑浑噩噩，让苦难磨练人生，让挫折激发斗
志。那么，千帆阅尽最终留下的，将是一片
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的风景。

刀的锋刃很不容易越过，正是因为我
们都想越过心中的那把刀刃，这不就是人
生的意义么？

追寻人生的意义
——读《刀锋》有感

难忘邢家桥的人和事
——《社区书记谢兰》创作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