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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张謇才12岁时，私塾老
师出了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
在三兄张詧对过“儿牵青牛堤上
行”后，他即兴对出下联：我踏金
鳌海上来。

如此雄心壮志，斐然文采，令
为师者拍案叫绝。

南通，滨江临海。大江带来

生活之便、舟楫之利，而大海在
明清之际以封为主，依江傍海
的南通人当对长江有更多了
解、更深体悟，而张謇以大海为
胸 怀 ，年 少 时 就 拥 有 远 大 抱
负。事实上，一百年来也让我
们亲眼所见他“我踏金鳌海上
来”的如实风采。

张謇曾经说过，渔界所至，海
权所在也。由此可知，他早就拥
有朴素的海权意识和“经略海洋”
的思想。及至他组建江浙渔业公
司，上书朝廷表达缘由，也是要拓
展渔界、壮大我国海上经济力量，
以扩充海权，争取陆地之外海上
的一席之地。

读高中的时候，最喜欢的是山水田
园派的诗歌。那些文人，或仕途不顺，
或不愿与世俗苟且，于是毅然选择归
隐，过着闲云野鹤般的超然物外的生
活，尘世间的一切便都与他们无关了。

无论是“山静似太古，日常如小
年”，还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都令我神往不已，觉得这才是最贴合
人性的生存方式。这一切都终止在我
读到鲁迅《野草》的那一刻。

疫情期间，闲于无事，我翻开了鲁
迅的《野草》，那灼烧的野草，痛苦的拳
拳之心，一刹那间，都跃然在我面前
了：“魂灵被风沙打击得粗暴，因为这
是人的魂灵，我爱这样的魂灵；我愿意
在无形无色的鲜血淋漓的粗暴上接
吻。”一个顽强的斗士的形象便出现在

我面前，我知道那便是鲁迅先生本
人。在那个“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年
代，我知道鲁迅先生也曾萌生过“躲进
小楼成一统”的想法，但是寓居在绍兴
会所五年如一日，寂寞地抄写古碑也
难以凉干他的热血。钱玄同一声提
议，他便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战营。
我开始思考这背后的原因。直到李长
之在《鲁迅批判》里一语点明：“他对生
活，是太贴近太迫切了，所以不能无
视，只能愤怒，只能激越。”我才明白，
这来源于他崇高的民族自尊心与责任
感。他觉得现实中一切都与他有关，
他不能无视这惨淡的现实，他总想去
做些什么，来挽救国民。

他一如笔下的过客，永远在寂寞
中行走。他心里记挂的，是那些“正做

着好梦的青年”，他扛住了黑暗的铁闸
门，只为了给民族的未来能寻到一些
亮光。可是，这崇高的责任也使他痛
苦。由女师大风潮起始，他与陈西滢
打了几年的笔战。身为左翼文坛的领
袖，流言、攻讦纷至沓来，他将这些都
称为“无物之阵”，在《野草》里，我同样
看到一个精疲力竭的鲁迅。我不由得
又想到了那些逍遥地徜徉在世俗之外
的隐者，他们是那样无忧无虑，自得其
乐。他们洞悉世道的本质，不愿与其
同流合污，有人说，他们是智者。我更
愿意将鲁迅归为仁者。他是勇者，他
是斗士，他是黑暗中的驱驰者，唤醒铁
屋里沉睡的人。他因对现实的不满而
痛苦，他在痛苦中反思，在痛苦中前
进，他在痛苦中凝视人间疾苦，给予弱

者力所能及的同情。他无愧“民族魂”
的称号。

做智者，还是仁者，是“淡”，还是
“不淡”，这是对生活的两种态度。我
现在觉得，后者更为崇高。前者满足
了自我的意趣，成就的是“小我”。而
后者牺牲了自我，换取的是民族的希
望，成就的是“大我”。

所以我想说，尽管在飘渺的名园
里，有奇花、鹤唳，但是选择它便是抛
弃了远方。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
们都与我们有关。我们总活在人间。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的
年青人，“当如那灼烧的野草”，心中有
光，脚下有力，百折不挠，向死而生，携
手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激情澎湃的伟大
时代！

灼 烧 的 野 草
—— 读鲁迅先生《野草》

□ 翁茗露
怡怡书院

2017年，国家新一轮东西部扶贫
协作全面启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了关键阶段。从
2017年底到 2019年底，如东先后有 40
多名党政干部、医生、教师和农技人才
分批奔赴陕西南郑进行对口帮扶。我
作为一名党政干部，在不折不扣地完
成扶贫规定动作的同时，又以阅读推
广人的身份，与同去帮扶的其他同志
一道，将“志智双扶”的扶贫理念贯穿
在“小而美”的阅读推广实践中，产生
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牵手共读优秀书刊，丰富美好心
灵。为了尽快融入汉中开展工作，我
们潜心阅读汉中历史文化书籍 100多
册；牵线如东县妇联、阅读者协会与南
郑区作协组织100多位作者，汇编刊印
30多万字的亲情散文集《恩重情深》，
并在两地分别举行作品诵读分享会；
购买汉中著名作家李汉荣先生的散文
集《万物有情》，向山区贫困镇碑坝中
小学校长和幼儿园园长赠阅；向碑坝
小学40名贫困学生赠阅汉中青年作家
宋丹丹的长篇童话《秦岭乐园》；联系

如东县鑫磊滩涂公司、大众众驰公司
等老总，向多所学校捐赠价值3万多元
的课外书籍；协调联系如东县实验小
学、洋口小学、栟茶小学、丰利中学向
结对学校捐赠图书价值5万元，牵线实
验小学陈红老师个人向碑坝小学结对
赠阅《少年文艺》杂志，并组织班上同
学与之开展共读活动。

牵手共读两地文化，激发成长潜
能。我们主动走访王蓬、郑中林、李汉
荣、梁新云等20多位汉中文化名家，邀
请汉中市作家协会 4位主席团成员走
进南郑区城关小学，与包括贫困学生
在内的高年级学生做阅读与写作的对
话交流；组织如东县阅读者协会叶亚
均、康海群等同志在南郑 10多所学校
做江海文化的普及宣讲；协调组织如
东县杂技名家带着精品节目参演南郑
春晚，在展现如东杂技魅力的同时，为
南郑脱贫攻坚提供精神力量。

牵手共读自然与社会，树立向善
向上之志。2018年 4月，协调相关部
门，在如东成功举办南郑文化旅游发
布会，汉中的桄桄剧和秦巴民歌在如

东县城精彩亮相；协调如东南郑两地
团委携手举办“如东孩子写如东、南郑
孩子写南郑”的征文活动，安排南郑10
位获奖贫困家庭学生来如东看大海，
撰写如东采风美文刊发在《如东日报》
《中国海洋报》；牵线如东海洲文化公
司组织如东 10位美德少年赴汉中游
学，撰写 10多篇研学文章在《如东日
报》刊发；2019年成功开通如东·西汉
研学线路，组织500多名初中学生在暑
假来到汉中领略两汉三国文化，邀请
桄桄剧团张昌文团长讲解汉中文化，
同时观看桄桄剧表演。我在挂职碑坝
镇党委副书记期间，利用夜晚休息时
间，先后走进碑坝中学和碑坝小学，与
学校领导和全体语文教师促膝谈心，
在全镇师生中开展“爱我碑坝、赞我碑
坝”主题征文活动，共收到作品 100多
篇，总计逾 8万字，得到南郑区领导的
肯定，即将汇编成册，以期激励更多山
里孩子树立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远
大志向。

身体力行地书写南郑，为南郑扬
名积极推介。我们调研南郑茶产业发

展，撰写《顺势筑强六大工程，助推南
郑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调研报告，得
到汉中市政府研究室领导的高度肯
定；撰写反映扶贫成效的通讯《重走南
郑红军路》，刊发在 2020年第 6期《中
国政协》杂志；撰写激励南郑干群脱贫
攻坚的散文《翻汉山》刊发于文学月刊
《衮雪》；撰写诗歌《手工花》《手编扇·
藤椅·山核桃小龟》，为当地残疾手工
业者鼓与呼；撰写《汉中面皮》《霜降重
游红寺湖》《黎坪初恋》等文化散文，刊
发在《汉中日报》《南通日报》《江海晚
报》等报刊，为提升汉中和南郑的美誉
度和知晓度做了努力。

在汉中两年多的阅读推广实践告
诉我们，“志智双扶”虽然不像产业扶
贫、就业扶贫、消费扶贫那样有确切的
数字佐证其实效，但我们欣喜地看到，
我们通过牵手共读活动，已经让两地
成千上万的孩子得到了感召和激励。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虽苦尤甜。我
是 2019年 12月 31日离开汉中南郑回
到如东，又有新的同志接棒延续两地
扶贫协作，相信会越来越好。

山 海 有 约 牵 手 共 读
——在陕西南郑扶贫协作期间所做的阅读推广实践小记

□ 孙陈建
萤萤火烛光

张 謇 故 事
——你所不尽然了解的状元实业家（1）

□ 黄正平

编者按：
“爱国企业家的典范”张謇是十九、二十世纪

之交在中国产生非凡影响的杰出人物。2020年，
习近平两次高度赞赏张謇，张謇再一次以高光走
进人们的视野。作为一位清末状元，学业在不惑
之年走上了顶峰。随即又转身投入实业，成为一
位卓越的实业家。大、小故事，寻常、不寻常事，片
断、脉络，一起构成了他七十多年的整个人生。思
想风范成就事业垂范，他的美言嘉行成为“爱国企
业家的典范”的基石。

身处“三千年末有之大变局”的清末民初，各
种思潮激荡，社会多元嬗变，新旧交织的张謇几乎
投入了当时所有的政治活动，试图完成旧知识分
子立言、立德、立功的使命，然而，最终还是在南通
通过兴办实业、教育、慈善，开辟了地方现代化新
路，留下了光彩照人的独特感人形象。

张謇是一本厚实的书，如东也是其中不可或缺
的章节。不少人对张謇有一般性的了解，更多人对
张謇并不太了解。为让更多读者对张謇有个全面、
深入、客观的了解，我们邀请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二
级巡视员，南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兼职教授黄正
平根据史料与本人亲历，撰写“张謇故事——你所不
尽然了解的状元实业家”系列文章，以飨如东读者。

怡怡书院

《老师曾国藩学生李鸿章》曾国藩，治国安邦的名臣，为您
讲述其为人处世的绝学；李鸿章，走向世界的舵手，为您讲述其
做事为官的绝学！曾国藩，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尊道德
偶像”，其道德、学问、为官、做人，不仅在晚清中国，甚至在长达
两千多年的专制体制历史长河中，皆为士大夫的不二楷模；李
鸿章，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自谓大清帝国的“裱糊匠”，执掌晚清
洋务、外交、军事大权三十余年。 曾国藩、李鸿章二人，既为师
徒，又为同僚，承前启后，皆为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倚为肱股
大臣。面对内忧外患，他们是最早一批自我觉醒的士林精英，
“曾国藩试图以人格超越事功，而李鸿章因事功而淹没了人
格”，他们的言行做派，今天已经不能用简单的对错来评价，因
为都根植于几千年传统中华文化的沃土，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
喜剧，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个人的意义。

本书是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生前所写的惟一一部通俗性
的史学作品。作者以丰富的历史知识为基础，从文学和史学的
角度，对三国史上存在过的与三国文学中塑造的人物、事件、战
争及地理环境作了细致的区分，对许多重大的历史问题进行了
深入的辨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

本书用大量鲜活的案例，剥茧抽丝、层层深入地为你揭示
中国式人脉圈的奥秘，告诉你人脉圈究竟有哪些，进出人脉圈
的规则是什么，如何让人脉圈为你服务、又能避开其带来的负
面影响。

《三国史话》

《话说故宫》

《老师曾国藩学生李鸿章》

《中国式人脉圈》

天 资 聪 慧
耕读世家出身的张謇，从小就

显露出他的聪明与才华。不管是
在海门还是在通州，父亲都为其聘
请了当地颇有名气的私塾老师，想
让他靠读书出头，以光宗耀祖。张
謇也不负父亲嘱望，刻苦读书。

还在10岁时，老师说上一句：
月沉水底。少年张謇在三兄张詧
对过后，脱口而出：“日悬天上”，日

与月相对，悬与沉相立，天与水相
谐，上与底相应，显现出他对天文、
人文和地理方位的认知。

其实，作为涉世未深少年，也
有过嬉戏玩乐、荒废学业的时
候。有次考试成绩不好，老师便
说，有一千个人考试，取九百九十
九名，最后一名未取的必是你。
传统的激将法教育，激发了张謇

苦读的意志和毅力，夏天夜里把
双脚放在水桶里以防蚊虫骚扰，
终于在 16岁就一举考上了秀才，
站在新的人生起点之上。

然而，张謇后来的人生伟业告
诉我们，除了天资聪慧，学习能力
强而外，还要有道德自律、意志坚
定、务实持重、出于公心等诸多人
格上的特征和魅力。

自小胸怀理想

刘志康 摄

北京故宫，旧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于明
成祖朱棣于西元1406年开始建设，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
建成。本书从不同角度解读故宫，分十二章节从故宫的建筑
艺术、使用功能、馆藏文物和发展演变的历程等方面，全面展
示故宫辉煌瑰丽、神秘沧桑。讲述了紫禁城内不为人知、真实
鲜活的人物命运、历史事件和宫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