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文学创作者不要拿别人作为标杆，这样
会缺乏独立性。”

“我没有因为旅行、学历教育浪费过时间，
两者一相加，我节约了多少时间呀！”

“如果你不认识大自然的花花草草，甚至
连错误的名字都叫不出，那你怎么还能说热爱
大自然呢？”

近日，“尘埃未落定——写作是我介入世
界的一个途径”主题分享会在问闻书店·西西
弗总部概念店举行。活动中，著名作家、茅盾
文学奖得主阿来金句频出，向读者分享了他的
文学道路、人生经历以及他对自我和世界的观
察。他思考深邃、观点清晰，再加上其幽默风
趣的语言风格，让现场观众品味了一场两个多
小时的思想文化盛宴。

“把读书和‘苦’扯上关系，我很不理解”

分享会伊始，活动特邀嘉宾、中山大学教
授、博导谢有顺首先介绍了阿来。他说，阿来
并没有上比我们更好的中学，也没有考上像样
的大学。从成长角度来看，他获得的资源比较

匮乏，但他成了阿来，成了重要作家。从这位
大器晚成的作家的文字中，能感受到他在山川
河流中自由地行走和思考，领悟到他的精神的
厚度和宽度。他抛出了一个问题：阿来是如何
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呢？

听到谢有顺这么介绍，阿来笑了笑说，他
出生在一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寨，13岁时，
他才初次听到“文学”这个词，在他人生历程
中，邂逅文学是巨大的意外。

1977年，他考上中专后如饥似渴地读书，
至少每三天读一本。“起初，我要把三四个同学
的读书卡都拿去借书才够看。后来，我请图书
馆老师闭馆时间把我锁在图书馆。我没日没
夜地看书，困了就躺在长椅上眯一会，觉得成
千上万本书都是我的。”阿来说，“读书就应该
是一件非常有乐趣的事情，不需要别人来苦口
婆心地规劝，把读书和‘苦’扯上关系，我很不
理解。在我看来，读书是让我们内心美好的感
觉持续得最长久的事情。”

读过足够多的经典，也自然能够明白何为
经典，也启迪着他如何写出好书。上世纪80
年代，阿来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1998年，他
凭借一部描写西藏土司制度兴衰史的《尘埃落
定》享誉文坛，并于2000年凭借这部作品获得
茅盾文学奖。阿来说：“我是依靠文学，和自己
互相成就。”

谢有顺对阿来的观点表示赞同，他说，阅

读可以超越时空，“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和生
动、伟大的灵魂打交道，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选择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阅读的意义，在于
让我们拥有选择权，阿来就是最好的例子。”

“文学当然主要是关于人的，但只
有人也不行”

对于读书，阿来有不少见解。“我没有因为
旅行、学历教育浪费过时间，两者一相加，我节
约了多少时间呀!”他说，他没有读过自己不需
要的书，旅行时也不随意“打卡”，“我认为游历
和读书可以互相印证，我游历的地方，一定有
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和文学传统，或者在世
界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提到游历，阿来有些激动。他说，他非常
钦佩杜甫的才华，他在游历中邂逅了李白等诗
人，结下了友谊。在游历中，作家就是要用双
脚和自然山川发生关系，认识动植物、岩石、泥
土，领悟自然之美。

在阿来看来，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局限于
讲述人和人的关系，似乎人和花草树木没有关
系。当代文学中，我们的自然界似乎已经成为

“无名世界”。他问读者：“如果你不认识大自
然的花花草草，甚至连错误的名字都叫不出，
那你怎么还能说热爱大自然呢？文学当然主
要是关于人的，但只有人也不行。”

对于自然，阿来有着非同寻常的兴趣和耐

心。每到一处，他除了喜欢听各种故事，还对
当地的地理尤其植物十分感兴趣。他的电脑
里存着数万张他拍摄的植物图片，点击进去仿
佛就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他希望人们向
大自然学习，学习它的一切知识。

阿来提倡“感官全开”。在中国古典诗歌
中，有许多一个人的生命与周遭的生命相遇相
契、物我相融的伟大时刻。那是杜甫所写的

“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那样的伟
大时刻，也是“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样
的时刻。这些伟大的时刻是身心俱在，感官全
开，是语言与情感和意义相融相生的伟大时
刻。

“不要以为没有记住的书、观察过的自然
没有意义，它们已经沉淀在心中，是写作的源
泉。”谢有顺对阿来的“感官全开”颇为赞赏。
他说，阿来写作时，他的五官都是在参与的，他
的文字充满了对世界、声音、色彩、味道的复杂
感受。有了这种复杂感受，作品便自然进入了
斑斓的世界。他的小说是舒展、宽阔、从容、平
静的，如果没有阅读、游历做基础，把作品写细
腻、宽阔是不可能的。

“我从来不赞成把纸质书和电子平
台对立起来”

眼下，人们的阅读方式也有了多种选择：
读电子书、听书、看纸书等等。有人感叹纸质

书正在失去市场。对此，阿来是如何看待的
呢？

“我从来不赞成把纸质书和电子平台对
立起来，一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纸质的还
是电子的，而在于它本身蕴含了多少智慧。”
阿来说，今天，只要有一部手机，有一个搜索
引擎，等于把全世界的图书馆都带在身上，读
书比原来方便多了。手机上也可以进行很系
统很严肃的阅读，就看你去找不找，愿不愿读
了。

“无论通过哪种媒介，我们都要尽可能多
读一些更经典、更有价值的图书。”阿来说，一
部经典作品，被放在网络上，它仍然是经典。
最近，他正在手机上读《二十四史》。他打趣
道：“如果把这些书都搬回家，那我要多买一间
房子；打车或开车去图书馆看《二十四史》，也
要花费很多时间和交通成本。”

谢有顺对阅读方式的变化感触也很深。
“今天这个时代，阅读是被分解的。不能把阅
读单纯地理解成读一本纸质书，现在的年轻
人通过各种媒介、各个平台阅读。试想，李白
杜甫有微信的话也会发朋友圈，到哪游玩了、
遇见哪个知己了，这些不是很适合发朋友圈
吗？”他说，目前很多人缺少有深度、难度的阅
读，比如用一段时间阅读一本大块头等等，应
该多引导读者读一些有难度的、蕴藏更多智
慧的书。

□本报记者 赵迎昭

“我的死是为世界上千百万劳苦大众而
死，我很感觉得光荣！革命一定能成功！人
民一定能当家做主人！”这是1930年，一位
26岁的青年人在遗书中写下的振聋发聩的
语句。

“这位青年人是梁伯隆烈士，他的这封
遗书就收藏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现为国
家二级文物。”7月5日，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研究馆员曾友和向重庆日报记者介绍，1921
年，梁伯隆远赴上海寻求救国真理，至1930
年10月31日在成都英勇就义，近十年间，他
给亲人写了多封家书，其中部分原件藏于重
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这些书信，记录了梁伯
隆短暂而辉煌的革命历程。

远赴上海寻真理

1904年，梁伯隆出生在四川省江安县一
个私塾教师家庭。1919年，梁伯隆到江安省
立三中学习。时值五四运动爆发，民主、科
学的思想对他产生很大震动。1921年上半
年，他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

“梁伯隆在上海亲眼目睹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侵略恶行和军阀政治上的黑暗腐败，从
而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产生了深深的忧虑。”
曾友和说。

1923年7月，梁伯隆从职业学校毕业，
考进上海震旦学院法政科。1924年下半年，
梁伯隆到黄埔军校军需科任职，并于1925年
春参加了讨伐广东军阀陈炯明的东征，不久
因病辞职返回上海。同年5月15日，上海日
商纱厂日本职员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
十余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愤怒，
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由此爆发。

“梁伯隆从五卅运动的斗争中看到了救
亡图存的希望，在心中埋下了加入中国共产
党的革命种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
族学院博士研究生王瑞介绍，1925年 8月
初，他毅然进入了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
不久后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底，梁伯隆奉调北伐军总政治部
工作，途经九江时，被九江国民党左派挽留。
1927年3月17日，九江惨案发生。梁伯隆在
这一事件中九死一生，来到武汉。不久，他又
奉命去南昌任《贯彻日报》主笔，旋即参加了
八一南昌起义，在十一军军部工作。起义军
在向广东进发途中，他奉命调到周士第率领
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担任宣传和支部工作。
起义失败后，梁伯隆又回到上海工作。

与敌苦斗在渝蓉

1928年底，梁伯隆奉党的指示从上海到
重庆。

曾友和说，经21军驻沪代表傅真吾和重
庆《新蜀报》主笔王伯禹介绍，梁伯隆得以会
晤四川军阀刘湘。他利用刘湘欲办学校培
养军政人才之机，建议在重庆办一所高级中
学。

1929年4月7日，重庆高中在原巴县议
会旧址正式开学，梁伯隆被委任为校长兼21
军编译委员。这所学校办学骨干主要由中
共地下党员担任，除了教授国文和外语外，
还公开讲授《社会近代史》《社会科学概论》
《共产主义ABC》等内容。

随着重庆高中的影响日渐扩大，引起了
四川军阀当局的关注。当年7月，重庆高中
被迫停办。之后，梁伯隆等又自筹经费，在
重庆南岸胡家祠堂开办了西南学院，梁伯隆
任院长。这所学校的师生多数由重庆高中
转来，教员系中共党员或进步人士。不久
后，西南学院被强行解散。

“两次办学均遭扼杀，梁伯隆很难在重庆

继续活动。”曾友和说，经四川省委指示，梁伯
隆等人转移至成都，创办西南大学。1930年
春，西南大学开学。“梁伯隆在党的领导下创
办学校，是为了开启民智，同时以教师这个公
开身份作掩护，秘密从事党的工作。”

为了进一步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阵
地，梁伯隆还在成都主办了《西南日报》（后
改名《锦江日报》），并且在学生中组织了“前
卫社”和“新兴剧社”，由这两个进步团体组
织同学到少城公园或别的地方进行演讲或
演出话剧。

王瑞介绍，他们演出的剧目有反映工人
不堪资本家压迫而举行暴动的《炭坑夫》，有
反映农民不堪地主军阀的压迫而暴动的《黑
暗里的红光》等。当成都发生抗捐罢市风潮
后，梁伯隆组织全校学生会加入市学联，进
行有力的声援。

写下气壮山河的遗书

1930年6月8日，市学联集合在仁厚街
西南大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执委会。梁伯隆
得知军警团要去镇压的消息，便不顾自己的
安危，立即骑自行车赶去通知开会人员撤
离。当大部分同志撤离后，梁伯隆不幸被捕。

曾友和说，梁伯隆在狱中时，党组织和他
的亲友曾多次设法营救，但均未成功。梁伯隆
虽身陷囹圄，但对革命的成功始终抱有信心。

1930年10月28日下午，梁伯隆从临时
执法处转到军警团办事处。这时，梁伯隆已
经预料到军阀将要对自己下毒手。他自知
时日不多，于10月30日在狱中写下遗诗：

“……奉党指令返天府，与敌苦斗在渝蓉；大
志未成身先碎，流芳百世主义真。为党为民
尽生死，勇斗魔鬼志更坚；要杀吾头何所惧，
共产真理留人间……”

此外，梁伯隆还给亲人写了一封遗书：
“我大概离死期不远，请你们不要悲伤……
我的死是为世界上千百万劳苦大众而死，我
很感觉得光荣！革命一定能成功！人民一
定能当家做主人！我死以后你们就当我出
国去留学……”

曾友和表示，这封遗书中洋溢着梁伯隆
为追求真理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和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同时流露出对亲人
的宽慰之情和深情牵挂。

10月31日上午，军警团的执法官以“共
产重要分子”之罪名，判处梁伯隆死刑。10
点钟，梁伯隆昂首挺胸，在军警的簇拥下向
刑场而去。临刑前，梁伯隆面对围观群众，
用悲壮宏亮的声音演讲。半个小时过去了，
在监斩官的敦促下，他才结束了演讲。枪声
响起，梁伯隆从容就义。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王瑞说，如今，我辈
应以梁伯隆等革命志士为标杆，牢记“为人
民谋幸福”的初心使命，保持坚定的理想信
念，传承伟大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张波

任何民族的伟大复兴都绝不是轻轻松
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都要经历血与火的
淬炼。

“散沙、变局、星火……”金一南将军的
《为什么是中国》用八个关键词标注了中国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行动坐标和智慧
密码，向我们展示了中国从甲午中日战争至
21世纪世界新格局形成之间的历史全景和
奋进历程，带我们去感受中国共产党带领广
大人民在泥泞中前行奔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伟力。

作者用独特的历史视角和犀利的文字，
带我们穿越岁月的苍茫，回望走过的路，从历
史中获得启迪；用理性的现实分析和鼓舞的
语言，带我们搏击时代的机遇，关照复兴之
路，从当下中增强自信；用建设性的思考和前
瞻的眼光，带我们触摸未来的中国，远眺前行
的路，从蓝图中凝聚力量。

阅读这本书，需要一个支点，把脉著者的
逻辑，追随作者的思维，思辨书中的观点，达
成一种阅读场域的共识。

一个好问题往往胜过无数个好答案。一
个好的问题便是这个“支点”，它在作者和阅
读者之间建立一种共识，达成当时之事和当
今之人的共鸣，带领读者跟随作者去寻找一
种答案，进而延展认知。

金一南将军在不同场合多次提起“蒋廷
黻之问”，将其视之为中国人需要作答的“世
纪之问”。1938年，历史学家蒋廷黻在《中国
近代史》中一语道破此前此后二百年间中华
民族的使命与追求：“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
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
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
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
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
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
的。”

《为什么是中国》穿越近百年的历史风
云，回扣“蒋廷黻之问”，用“共产党人的伟大
历史自觉”“抗战胜利的能力密码”“朝鲜战争

的鸟瞰钩沉”回答了这个“世纪之问”，并坚定
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
共产党才能发展中国。阅罢，相信你也会有
同样的认识。

阅读这本书，需要一个基点，读懂著者的
智思，叩问作品的初心，把握作品的使命，完
成一次阅读情感的接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大
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
关键节点，《为什么是中国》着眼当下，携着
180多年的历史记忆带我们躬身入局，在历
史回望和现实关照中与中华民族的英雄握
手，体味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为我们
完成了一次情感上历史与现实的接力，坚定
奋进中国梦的新征程。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
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为什么是中国》以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三个
“时代之问”为现实基点，翻开中国共产党的
百年历史画卷，在历史回眸中向我们全景展
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特的政治品格、马克思
主义信仰的伟大力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光明前景。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共产党人是苍
穹之上的星光，是大地深处的岩浆，势可燎
原，照彻未来。越曲折，越奔流；越苦难，越辉
煌。从失败走向胜利，以智勇缔造奇迹。”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以毛泽东为主
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大历史自觉，就
是从来不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也从来不将
自身经验绝对化，而是立足中国大地，根据中
国的实际，用中国的办法解决中国的问题，这
是这个党能够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取得种种
成功的最大优势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中国的
优势，我们分三点来讲：制造优势，市场优势，
开放优势。”

带上这三个问题，阅罢，相信你会有自己
的答案。

阅读这本书，需要一个落点，沿着作者的
推演，接续作品的启迪，进行一次阅读视野的
迭代。

《为什么是中国》以“大势”结篇，用宏阔
的世界视野，直面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为我
们提供了“如何有效应对挑战，实现发展”的
理性研判，为我们解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
么办”提供一个好的建议。

金一南将军认为，“新中国的诞生，让中
华民族从政治上摆脱了颓势；跨过鸭绿江，让
中华民族在军事上摆脱了败势；改革开放，让
中华民族从经济上扭转了劣势”，到今天的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必将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为什么是中国》用平等、互鉴、对话、包
容的文明观解答这个“世界之问”，强调中国
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李大钊先生曾说过，黄金时代，不在我们
背后，乃在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面向未来，我们必须传承红色基因，发扬
红色传统，赓续共产党人的精神血脉，为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力拼搏。

询问与解答：为什么是中国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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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阿来来渝分享创作心得

“我是依靠文学，和自己互相成就”

梁伯隆在遗书中表达革命必胜信念：

革命一定能成功！人民一定能当家做主人！

伯、奉叔：

我大概离死期不远，请你们不要
悲伤……我的死是为世界上千百万
劳苦大众而死，我很感觉得光荣！

革命一定能成功！人民一定能
当家做主人！我死以后你们就当我
出国去留学。我省内存款可找重庆
新蜀报王伯禹能得。省外上海三马
路、霞飞路旧款项，奉叔可去上海找
何若灵可收。

三、四弟，伯教他们多读书，多劳
动，做工或学生意。六、八妹不要包
脚，男女都一样，也应叫她们读书。

祖母以下均安

兴谷上
一九三〇年十月三十日

写于成都军警团狱中
——节选自《1930年梁伯隆烈

士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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