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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初心的伟力
——读长篇报告文学《从南湖出发》
□ 孙陈建

这次去嘉兴南湖，我们瞻仰了红船，参观
了南湖纪念馆，登上烟雨楼眺望，当年的壮阔
历史像南湖的波涛在我们的心头激荡。我的
身心感受到一种精神滋补的力量，这股力量在
我回味习总书记的话后显得尤为强大。总书
记说：
“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
们党梦想起航之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
这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
党 的 根 脉 。”这 是 他 在 党 的 十 九 大 闭 幕 后 的
2017 年 10 月 31 日，来到南湖向全世界发出的
伟大论断。细细咀嚼，让我再次叩问初心，感
慨万千。
早在 2005 年 6 月 21 日，时任中共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弘
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文章，首次提
出并阐释了红船精神：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
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
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
。
红船精神的提出，让嘉兴南湖的党员、干
部倍受鼓舞，在机关、在学校、在社区、在企业
……他们更加深刻地领悟红船精神实质，将红
船精神全面融入本职工作，以“干在实处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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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里仁篇集中论述了“仁”，
从居住环境的选择、
存在的基本范围、
君子与小人的不同义利观、
如何孝顺父
母等角度，阐述了“仁”的内涵和价值，读来让我如沐春
风，气定神闲。当然，也有误解和困惑，如子曰：
“苟志于
仁，无恶也”，我开始理解为——孔子说：
“假如立定志向
实行仁德，就没有恶行了。”可上国学网搜索，发现“无恶
也”，杨伯峻译为“总没有坏处”，而南怀瑾在《论语别裁》
中译为“就不会特别讨厌别人”，
这一句到底怎么理解呢？
学者钱穆认为应该联系前一章，才能明白深意。
（前
一章为子曰：
“唯仁者能好人，
能恶人。
”
）他在《论语新解》
中说：
“然仁者必有爱心，故仁者之恶人，其心仍出于爱。
恶其人，仍欲其人能改过自新，弃恶从善，仍然是仁道。”
钱穆和南怀瑾对“无恶也”的理解基本相同。看来，阅读
《论语》也需要知人论世，
分析批判，
才会理解深刻。
对于“仁”的执着追求，体现孔子悲天悯人的博大情
怀。在这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阻击战 □
中，我们没有人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我们
要努力做一个有仁德的人。
什么是仁？
《论语》一书中，
“ 仁”字出现了 109 次，可
见孔子对于仁的推崇。最为简明准确的回答是“樊迟问
仁，子曰：爱人。”孟子则直接提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
人”的观点。孔子一方面以仁立教，告诉我们“为仁由
己”
“
，我欲仁，
斯仁至矣”，
强调了人的道德自主性。另一
方面，
在如何施爱上，
儒家的“仁爱”
是建立在“爱有差等”
原则基础上的“推爱”
形态，
如孟子提出的“老吾老以及人
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因此，
儒家的“仁爱”
不是一种
抽象化的、普遍化的“博爱”，也不同于墨家所主张的以
“爱人之父如己之父”
为标志的“兼爱”
。这对于我们有什
么启示呢？我们既要珍爱自己，又要爱护他人。在此次
疫情面前，
对于宅在家里的人来说，
照顾关爱好自己和家
人，保护关心爱护医务人员，说真话，不隐瞒，守规矩，不
添乱，
就是“仁爱”，
就在为国家做贡献。
那么，
为仁之方是什么呢？在这方面，
儒家的最基本
的行为规范就是“忠恕之道”，
其理想境界是“由仁义行”。
忠恕之道包括两方面内容：
忠道即“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
恕道即“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忠的基本含义是“尽己”，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成人之
美；
恕则是推己及人即将心比心，
以尽可能同情地了解他人的处境。
“由仁义行”
指人超越道德自觉阶段而达于与道合一，
形成一种自然的合目的性的行为。
孔子一生追求成为一个有仁德的人，一个君子而非小人。如里仁篇中有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比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还强调：
“君子喻于
义，
小人喻于利。
”
孔子肯定合理之利的正当性，
反对见利忘义。他曾说过，
“不
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此次疫情阻击战中，最勇敢无畏的是广大医护
人员，
他们“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
义无反顾，
兢兢业业，
让人热泪盈眶，
激
动不已；但也有人见利忘义，哄抬物价，造谣生事，隐瞒病情，丧尽天良——这
次疫情，已经不仅仅是一场人与病毒的战争，更像一面照妖镜，把许多妖魔鬼
怪、
魑魅魍魉照得原形毕露，
是一场人性中善恶美丑的大较量。
我们如何传承儒家的仁、
义、
礼、
智、
信等文化，
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培养科学理性精神？这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应该深思的问题。在日常生
活中，
我们要实践儒家的“忠恕之道”，
由仁义行，
努力做一个有仁德的人。
陆建胜

们党的伟大事业增光添彩，为干家万户送上缕
缕馨香。
这些积极有为的实践和可感可知的成果，
需要有抵达群众心灵深处的文化记录和表达，
于是知名报告文学作家孙侃从 2018 年 5 月起，
踏访南湖的乡镇、街道和社区，采访了一大批
身处一线的干部群众，通过文学的笔调，全面、
系统、生动、真实地记录了 2005 年以来，南湖干
部群众弘扬和践行红船精神的基本历程和重
大成果，描摹出一大批南湖儿女优秀典型，讲
述他们的感人故事，通过一大批鲜活可感的人
物形象，凸现了南湖儿女学习贯彻红船精神的
社会价值和样本意义，还从历史人文角度，分
析探讨了南湖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原因、地
域特色和未来趋势。
《从南湖出发》不仅仅是南
湖人民，还应是中华儿女进一步弘扬红船精
神、深化
“初心”
教育的生动教材。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
恒。”我想，在南湖实地参观学习之后，再品读
这部总结了 65 万南湖儿女践行红船精神成
果的巨著，我感受到科学的引领和巨大的鼓
舞。相信这本以红船精神诞生地——南湖儿
女学习、弘扬和实践红船精神为内容的长篇
报 告 文 学《从 南 湖 出 发》可 以 激 励 更 多 的 同
志，让更多的人从阅读中切实感受到初心的
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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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的奋斗姿态，勇做新
时代的答卷人，使得科技创新迈向新高地，产
业转型实现新跨越，深化改革激发新活力，城
乡发展呈现新面貌，民生福祉得到新增进……
南湖大地取得了改革开放以来更好更快的发
展。
这十多年来，南湖地区发生着全面深刻变
化，涌现出一大批解放思想、锐意创新、奋勇争
先、业绩卓著的先进典型，发生了无数勇于担
当、攻坚克难、一心为民、乐于奉献的动人故
事。以嘉兴科技城、湘家荡旅游度假区、南湖
新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旅游文创、金融产业
发展迅猛，
“ 智接”上海取得实质性进展；农村
产权制度改革的完成，为乡村振兴再创体制机
制新优势；行政许可“一证化”改革、行政服务
“无差别全科受理”使南湖区成为政务环境、投
资环境最优，群众获得感最强的城区之一；
“五
水共治”和“全域剿灭劣 V 类水”行动的推进，
大大改善了城乡环境；各项民生工程的实施，
为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众多福祉；
“大走访、大宣
讲、大解放”活动在调查研究、熟悉民情的基础
上，以思想大解放推动行动大担当、工作大提
升、事业大发展。而像“96345”社区服务中心、
“红船服务队”
“青春党建”
“红立方党员志愿服
务”
“ 党员承诺制”等旨在弘扬红船精神、具有
南湖特色的为民服务组织和公益活动，又为我

我看见思念的去处
□ 薛佳妮

因材施教，
真的很重要！
——读《射雕英雄传》有感
□ 胡晓梅
我还是比较喜欢读书的，特
别 是 金 庸 先 生 的 武 侠 小 说 ——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分别为《飞狐外传》
《雪山飞
狐》
《连城诀》
《天龙八部》
《射雕英
雄传》
《白马啸西风》
《鹿鼎记》
《笑
傲 江 湖》
《书 剑 恩 仇 录》
《神 雕 侠
侣》
《侠客行》
《倚天屠龙记》
《碧血
剑》
《鸳鸯刀》的第一个字，在广大
金庸迷中广为流传。
《射雕英雄传》是金庸武侠小
说的第三部，讲述了郭靖从一无
是处到成为武林第一的故事。以
前还是少女时，我读这本书，感慨
最多的是郭靖和黄蓉的爱情，现
在从教十多年了，说到读后感，竟
然“三句话不离本行”地想要说说
因材施教的重要。
话说郭靖一开始给人的印象
就是傻蠢笨，因为他啥都学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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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做一个有仁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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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那七个师傅——江南七怪将
他批得一无是处。可能这个时候，
没有人会觉得郭靖聪明。而我这
个“老教师”却觉得这里完全就是
师傅们的问题：
一个瞎子让它学暗
器，还有书生、训马的、做生意的，
特别是七师傅，
你让郭靖跟着学玉
女剑法，一个大男人怎么学？所
以，郭靖怎么学怎么不好，不是被
罚站就是被罚饿肚子，
大师傅动不
动就棍棒相加，
连郭靖自己都觉得
自己是世界上最笨的人。
这个时候，我真的想提醒他
们兴趣的重要，也想提醒七位师
傅：你知道自己的徒弟是练什么
功夫的材料吗？就这么一味地逼
着学，
学自己想教的，
这能成吗？
后来，郭靖遇到了洪七公，一
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老师”。洪
七公教他“降龙十八掌”，做好示

范后就让郭靖自己去练习、体会，
再适时指导，郭靖竟然学得有模
有样。这就不得不让我想到了自
己训练运动员时候的情景，先发
现运动员某一方面的运动特长，
然后做好要领的示范、指导，更多
地时间是让学生自己练习、体会，
这样队员们的成绩总能得到长足
的提高。这么一想，感觉自己也
有点“洪七公”
的大师风范呢。
这里不得不说洪七公是因材
施教的好老师，
为什么呢？大家都
知道，洪七公除了降龙十八掌，还
有一个绝招——打狗棒法，
丐帮的
两大绝活。我就一直在思考：
为什
么洪七公不将打狗棒法传授给郭
靖呢？这里面就应该就是涉及到
郭靖本身了，
他可能对纷繁多变的
招式掌握不是太好，
但是他踏实稳
重，
学降龙十八掌是最好的。而黄

蓉的性格学打狗棒法，
就将打狗棒
法的灵活巧妙发挥到了极致，
我想
让黄蓉学降龙十八掌，
估计就是事
倍功半了吧。
当然，书中女主人公存在的
价值，让我感受最深的，就是鼓励
的作用了。黄蓉和郭靖在一起，
整天“靖哥哥长靖哥哥短”的，
“靖
哥哥是天底下最好的”
“ 靖哥哥你
在我眼睛里是最聪明的”，长此以
往，连郭靖都觉得自己真的很聪
明了。所以说，我们老师千万不
要吝啬自己的表扬，也许，你一句
表扬的话，一个鼓励的眼神，就能
让学生发奋学习努力读书好几
天，日积月累，你的鼓励就改变了
一个学生的一生。
因材施教，多多鼓励，这八个
字就是我再读《射雕英雄传》之后
的最大感想！

深沉的爱无声，
长久的情平淡。
是故乡故居故知的思念，
但追根溯源，
读完余先生的《此心安处，便是
这是对祖国无法言喻的爱，一种血液
吾乡》，我便明了了。家，是生命开始
里流淌的生生不息的情愫。即使无
的地方，
是游子一生寻觅的心安处，
也
法诉说，
也是深深植根于心底的情谊。
是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因此苦苦寻
柯尔律治有说：爱家的人才能爱
觅无果的失落便成了乡愁，情到浓时
国。
浓转淡，乡愁悄无声息地插入了余光
古有同仇敌忾的爱国之心，今有
中的字里行间。未有一处道出乡愁， 百折不挠的爱国之情。爱国是自古
却处处显乡思。思念的去处是故乡。
以来中华文人的标配，只因五千年来
乡思是潜藏游子内心深处的情
传承的报国思想。既无法回到洋溢
愫，李白的望月思乡，杜甫的家书万
菊香与兰香的中国，他便一手堆砌了
金，思乡之情的绵长忧伤，是狐死首
满是祖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盛放
丘般深入骨髓的思念。这也造就了
永不磨灭的文化之光和爱国之心。
余光中成为一代“乡愁诗人”，每次迫
由《乡愁》起笔，余老先生道明
不得已的奔波流离，没有迁居的欢 《春天，遂想起》里对旧时江南的依
喜，只余蒲公英般连根拔起的痛苦。 恋，诉诸《招魂的短笛》里对大陆母亲
这样的经历，让余老先生的文章不拘
的眷恋，写尽《当我死时》里对祖国的
定式，
却纯真依旧。
至爱，勾勒出心中最浓烈的情感……
他说“20 年后，从这岛上出发的， 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
是一个白发侵鬓的中年人，狼烟在对
思想，是身处远地的游子联系华夏大
岸，
长江的涛声在故宫的卷卷轴轴，
在
地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最凝聚心
一吟三叹息的《念奴娇》里，旧大陆日
神的力量。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
远，
新大陆日近。他乡生白发，
旧国见
骚数百年。正是这种爱国精神使华
青山。可爱的是旧国的山不改其音，
可
夏文明绵延至今……
悲的是异乡人的发不能长保其不白。
”
这种与生俱来的情感定是使海
一如《风筝与线》开篇所写“每一
岸另一端的余先生魂牵梦绕，难以释
次离开是一次剧烈的连根拔起”
，
这是
怀。我看见，我看见这思念的去处是
与故乡愈发遥远的游子的哀嚎，是诗
中国。浓烈的乡愁给予了人念头，正
人永远无法踏上回乡的路的自嘲，是
是这念头使人心安。此心安处是吾
乡愁最真切的写照。诚然，这份乡愁
乡……

草 木 皆 含 情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不是一般的好。
这话曾经是听人说的，当然也不止几
个人，
而是相当多的读者的共识。
百闻不如一见。
在我细细地阅读完《人间草木》后，我
——《人间草木》读后
顿生相见恨晚之心。
且看他的人间，不只是空间概念，而是
□ 周华
时空交错的综合体，甚至还加上可知的经
历、
广博的见识和丰富的情感。
一瞬》，也不觉得《斯是陋室》，更不会把《一
题作文，但汪老完全跳出“题”外，前者他
高邮、
北京、
湖南、
四川、
张家口、
昆明等
束光阴付苦茶》，而是真正的《水流云在》。 “记”的是茶事、农事、石事，后者他“记”的
是他一生主要的活动场所。而其中故乡高
云南俨然是他的第二故乡。
是洞庭之景，并且猜想出范仲淹笔下的洞
邮、
昆明求学以及北京定居三处生活时间最
他的
“草木”
都熠熠闪光、
活色生香。他
庭湖是想象之美。这都是发前人之未发，
长、
印象最深、
感情最重，
所以着墨最多。
非常想念《昆明的雨》，
因为
“昆明的雨季是明
言前人之未言。大胆、
新颖又言之有理。
他眼里的草木有哪些呢？花草树木、 亮的、
丰满的，
使人动情的”
，
又是
“浓绿的”
。
作为当代著名作家，
汪曾祺的小说、
散文
鸟兽虫鱼自然不可或缺，食物、事物、人物、
《肉食者不鄙》绝不是他的强词夺理。那
都漂亮得臻于化境。同时由于家学渊源，
其
季节、习俗、地方、趣事，还有创作理论等， 些“狮子头”
“镇江肴蹄”
“乳腐肉”
“腌笃鲜” 在绘画上也造诣颇深。因此，
如果想探寻其
都在其笔下摇曳多姿。
“东坡肉”
“霉干菜烧肉”
“黄鱼鲞烧肉”
“火腿” 文学源流，
了解他的创作生涯、
听取他的创作
他的“人间”不大，但每一处都温暖温 “腊肉”
“夹沙肉·芋泥肉”
“白肉火锅”
“烤乳
经验谈或者感知他的创作观自然是事半功倍
馨温润。昆明的炮火，他丝毫不害怕，而是
猪”
，
光听听名字就已经叫人想入非非，
何况
的。第七辑《文章杂事》就是很好的教材。
变成了趣味盎然的《跑警报》。
亲眼看到和亲身遇见呢？能不垂涎三尺？
他的小小说和散文独树一帜，他特别
张家口的劳动改造本来不堪回首，但
沈从文、
金岳霖、
赵树理、
闻一多等泰斗
强调语言。在《我的创作生涯》中，他说“关
《随遇而安》的他觉得“真是三生有幸”，让
级大师，
哪一个不是人品、
文品(艺品)彪炳千
于写作艺术，今天不想多谈，我也还没有认
他“平淡”
的人生有了一点传奇色彩。
古？真的是德艺双馨。而且风趣风流风雅。 真想过，只谈一点: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
吃过了各地的风味不一的东西，但《故
我特别欣赏“脚底烟云”那组游记散
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
乡的食物》还是每每令他怀念不已。
文。尤其是《严子陵钓台》和《湘行二记》。 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语言和思想
西南联大的求学生涯，不仅是他学识
厚重的文化历史与人文气息在笔致疏朗清
是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仅是所
增 长 的 时 期 ，更 是 他 人 格 形 成 的 关 键 阶
淡与轻松自如的文字中自由游弋。严子陵
谓载体，它是作品的本体。一篇作品的每
段 。 沈 从 文 等 名 师 ，是 他 成 长 路 上 的 贵
其 人 、钓 台 其 地 、隐 逸 其 事 ，都 不 该 信 其
一句话，都浸透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我曾
人。所以，他的《七载云烟》不认为是《天地
真。
《桃花源记》和《岳阳楼记》是典型的同
经说过一句话:写小说就是写语言。……”

他高度崇尚短小。他认为“短，是现代
小说的特征之一；短，是出于对读者的尊
重。”
《
( 说短》)他觉得“小小说不就是小的小
说”
“小小说是小的。小的就是小的”。(《小
小说是什么》)
他十分提倡小说的散文化。他说“散
文化似乎是世界小说的一种(不是惟一的)
趋势”。他又说“散文化小说的作者十分潜
心于语言”
。(《小说的散文化》)
他追求“精品”，建议艺术创作者“必须
有精品意识，才能有精品”。(《论精品意识
——与友人书)。
短小 、语言功夫老道 、皆是妙品和精
品，小小说和散文俱佳，这正是他作为一流
作家的标签。
而这些都是他这个“中国最后一位士
大夫”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和“京派小说的
代表人物”
的标签。
他是一个生活家，
所以世间一切在他眼
里都是可爱的草木；他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所以衣食住行都值得形诸文字；
他是一个有

情有义的作家，所以喜怒哀乐都挥洒自如；
他是一个生活大于理想而语言又重于思想
的知识分子，
所以他觉得所有的一切都可以
以漂亮的文字表达出来；
他觉得人间自有真
情在，所以他坚信“人间草木”皆有情。于
是，
他的文字闲雅从容、
恬淡蕴藉。
一本《人间草木》只是汪老众多散文中
的一小部分，掩卷沉思:世间均草木，无物不
含情。
除了真心地佩服，我就是继续阅读他
的美妙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