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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书架书架

探寻时代楷模的成长之路
■何建明

重温红色记忆重温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
——评《红色摇篮里的孩子们》

■林艳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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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天津日报》）

读读书者说书者说

《中国植物，很高兴认识你》
米莱童书著/绘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1年7月

散发着人生况味的江南风情
——读《江南素描》

■冯亦同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党中
央在延安成立了一所“特殊”的小学
——八路军“抗小”。学校的学生大
多是陕甘宁边区干部和革命军人的
子女，他们的爸爸妈妈，有的在前线
作战，有的在边区工作，而有的已经
在战争中牺牲了。孩子们从天南海
北而来汇聚延安，把学校当成自己的
家，在艰苦的日子里学习、生活，在红
色的“摇篮”里长大，从小受到党的关
怀和革命精神的熏陶，心里燃烧着理
想和信仰的火焰……

由李伦撰写的《红色摇篮里的孩
子们》（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1 年 8 月
出版）首次以纪实文学的形式，再现
了孩子们在“抗小”的学习和生活场
景。

作者以孩子的视角，为小读者
们讲述艰苦岁月中与现在“不一样
的学生生活”。作者坦言，写作这部
书的初衷，是为了让今天的孩子们
不忘过去的历史，不忘幸福的生活

是怎么来的，应该让孩子们知道这
些历史和故事。全书通过时间顺
序，从学校的建立、学生入学开始，
将革命者子女在“抗小”的生活做了
生动的记录。从注重个人卫生的

“抓虱子”，到睡觉时“防狼记”；从
“ 小 懒 虫 到 小 劳 模 ”“ 毛 毛 虫 到 蝴
蝶”，到“写给亲人的挽词”“在领袖
身边”……内容涉及劳动生活、知识
传授、品德培养和爱国教育等方方
面面，战争年代火热的学校生活气
息扑面而来。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
希望。如今，很多孩子被课业、分数
束缚，少了很多应有的快乐和生活
实践。作者看到了这些问题，并在
讲述“抗小”的故事中寻找解决的方
法。《红色摇篮里的孩子们》中一个
个贴近学生教育生活的小故事以及
鲜活的人物形象，让现在的家长和
孩子们，从中找到了照亮自己的光
芒。

这是一部写给孩子们的书，给孩

子们讲什么样的童话，就像给他们提
供什么样的粮食一样，决定着他们身
心的成长和健康。作者以简笔画式
的笔法，勾勒出了红色摇篮的发展历
程，以及红色摇篮里孩子们的成长历
程。从延安的大砭沟到后来的邓家
沟，学校在炮火中诞生，孩子们在简
陋的土窑洞里上课、住宿、成长。在

“抗小”里面，老师坚持“学以致用”的
原则，不仅教孩子们学习科学文化知
识，对他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还组
织他们参加劳动生产，把培养有文
化、有纪律、有组织力、有行动力的革
命后代作为办学宗旨，为国家培养了
一大批人才。当年在延安红色摇篮
里成长起来的孩子们积极投身保卫
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事业中，有的
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有的成为军
队的高级将领，成为各行各业对国家
和社会作出贡献的栋梁。

《红色摇篮里的孩子们》是一部
铭记历史、传承红色基因的正能量读

本。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孩子们保持
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用大锅蒸棉衣
消灭虱子，把报纸上的文章裁剪下来
做成“书”，到河边捡来小石子用染料
染色做成围棋……学生们在红色的摇
篮里成长，长大后树立了革命的信仰，
为红色的理想奋斗。作者创作这本
书，就是希望把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记
忆传承下去，激励现在的孩子们牢记
历史、奋发图强，长大之后为实现民族
复兴的伟大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只有让一代代的少年儿童继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懂得生活的意义，
明确理想目标，他们才能将所学的知
识和本领转化为建设祖国的强大动
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重温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
作者通过“抗小”的故事，将红色历
史、红色精神，以及党的教育理念和
方向融入书中，让红色基因永远传
承，在新时代发扬光大。

（据《河北日报》）

“采写黄文秀，是我人生的一段珍
贵记忆。”作家阮梅在其新作《一个女
孩朝前走》的后记里写道。2017 年 7
月，阮梅克服身体不适，奔赴广西进行
采访，最终完成了中篇报告文学《文
秀，你是青春最美的吟唱——寻访“时
代楷模”黄文秀生命成长足迹》。但她
没有就此满足，而是开始重新思考，黄
文秀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她如何从一
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平凡女孩成长为时
代楷模？她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究竟发
生了怎样的故事？

带着这样的疑问，作者再一次辗
转于大山峡谷的纵深处、黄文秀的成
长之地，而我们也跟随作者笔下的文
字一起探寻答案。

在《一个女孩朝前走》这本书中，
关于黄文秀如何带领乡亲们脱贫的事
迹，作者并没有过多书写，因为那是读
者熟悉的故事。作者将大部分笔墨放
在黄文秀工作之前的岁月中，追忆这

位时代楷模走过的少年时光，将她平
凡而丰富的儿时足迹完整呈现。在字
里行间，读者会发现，表面上黄文秀普
通如邻家女孩，可她又是那么独特，她
的心中充满爱。因为有爱，她心地善
良、性格阳光；因为有爱，她乐观向上、
自信进取；因为有爱，她在研究生毕业
后，义无反顾地从繁华都市来到偏僻
乡村，从乡镇机关走到扶贫一线，用美
好青春诠释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谱
写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作者长期致力于研究儿童成长
问题。她创作的《亲爱的女儿》《向着
光亮成长》，感动了很多读者，也为家
长们带来教育启示。《一个女孩朝前
走》同样适合中小学生家长阅读。作
者以生动的文笔、细腻的叙事告诉读
者，正是在时代阳光的照耀下、父母
亲情的托举下、邻里师友的扶持下，
黄文秀养成了孝顺、善良、包容的品
性，拥有了坚忍、顽强的可贵品格。

孩子的成长之路未必会一帆风顺，很
可能会遇到困难挫折，父母和老师言
传身教的表率、适度的宽容和理性的
爱，是帮助孩子走向理想高地的关
键。

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本书向广
大少年儿童树立起新时代的青年榜
样。在抗战时期，一大批青年战士不畏
牺牲、冲锋在前；面对脱贫攻坚这场特
殊战役，广大青年党员无私奉献、挺身
而出。这正是红色血脉赓续不断、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的生动注脚。黄文秀是
时代楷模，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普通青年
中的一员。无数个黄文秀在平凡岗位
上默默付出，才给予我们这个伟大国家
和伟大时代坚实的推动力。黄文秀的
模样永远定格在了青春勃发的30岁，但
她播撒在成长路上的光亮不灭，那光亮
诠释着理想与激情、责任与担当，闪烁
着生命绚丽的光芒。

（据《人民日报》）

“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慧
骐祖籍江西，生于风物近江南却有

“最江南”之誉的扬州，更在六朝古都
南京生活工作了几十个春秋，集诗
人、散文家、报刊编辑与出版人于一
身，算得上是地地道道的江南文化
人。这部新书《江南素描》，入集 103
篇散文与随笔中，多为精短活泼、清
新隽永的千字小品，像颗颗晶莹剔透

的雨花石子，蕴藏与折射作者心中那
个五彩斑斓又无所不包的大千世界；
即便是数千乃至超万言的组合长文
如《得书记》，盖因出自爱书人之手，
既有全神贯注的津津乐道，又章节分
明，起承转合得自然、紧凑，让读者如
同面对和聆听一位智者的热忱与专
心，收获良多而不觉其长。

“民以食为天”，从第一辑首篇
《忙年》到全书的终结篇《我与烟酒
茶》，专谈食事近 20 篇，与“口福”相
关的文字则更多。扬州是中国传统
六大菜系的发祥地之一，去年入选

“世界美食之都”，当上了新科状元。
慧骐笔下的江南味道，从“淮左名都，
竹西佳处”所代表的扬、镇、宁出发，
遍及苏、锡、常，远至浙、赣、皖，真所
谓尽精微，致广大；其兴味之浓烈，还
可以用他们夫妇从电视台播放的厨
艺节目中获得信息与灵感后，驱车数
百公里去“尝鲜”来作旁证。而说到

“吃的风度”和美味食谱，令我印象深
刻的是《忙年》中王氏家族“延续了好
多年的大菜，所有吃过的人都说好。
其实做法挺简单：把鸡蛋先煮熟，而
后剥壳，在其嫩嫩的身上划几道口
子，然后放进先前已烧好的鸡里，再
煮它一阵，需浓油赤酱，鸡的美味全
入了蛋里。这个菜我们给它取了个

名字，叫‘母子会’，用它作为年夜饭
的压轴戏”；还有一个是《儿时吃食》
中点名的“青菜烧芋子”：“那时的芋
子，自身的材质好，几乎不用挑的。
买回家，先用冷水泡一泡，待表皮湿
软，找一片碎玻璃轻轻刮一刮；而后
洗净切片，和青菜一道下锅，放一点
水，让芋子煮烂；然后用锅铲将芋子
碾成稀糊状。这样，青菜与芋子各自
的味道便相互糅合，有清香，也有润
稠 。 用 它 和 着 米 饭 吃 ，那 叫 一 个

‘爽’。爷爷给这道菜取了个颇形象
的名字，叫‘推车下坡’，意指入口时
轻松而滑溜”。如此平民化的胃口和
细腻生动的描绘，让我想起扬州同乡
前辈朱自清的散文。

《江南素描》所状写的不只是江
南的美味，诗人和散文家关注与表现
得更多的还是亲情、友情、乡情，散发
着 人 生 况 味 的 江 南 风 情 与 时 代 印
记。慧骐以饱含浓烈情思和鲜明爱
憎的质朴文风与犀利笔触，记录 20
世纪中叶以来的社会光影与沧桑之
变，同样尽精微，致广大。《旧物记杂》
中的“一根皮带”，牵出作者少年时期
的辛酸回忆：为给“牛棚”里接受改造
的爸爸送一根皮带，他和弟弟无钱买
长途汽车票，清早徒步出扬州城，沿
着公交站牌行走四五十华里，天黑才

赶到妈妈任教的远郊小镇。在《最后
的泪珠》《由戴口罩忆及先父二三事》

《雪落夜归人》《题一张旧照》等篇什
中，慧骐不动声色地刻画了他的双
亲，新中国第一代农机专家、学科创
建者及其贤内助、中学教师伉俪情
深、以身作则、育才施教的感人形象
与家庭生活，有许多鲜活的细节与闪
光的哲思。

风声雨声读书声，家事国事天下
事。《江南素描》是身为报人、书人的
作者行走采风在大江南北的写生簿，
也是这位诗人和散文家感悟人生与
岁月的“取景框”。

慧骐小我 14 岁，维系我们友谊的
不仅是我们生命年轮上都庇荫过绿
杨古城的斑驳与苍翠，还有不同年代
结缘于“树人堂下”的扬中校友情；当
然更长久、更坚实的还是我们自新时
期以来在紫金山下、扬子江边这片广
袤的文学热土上同耕耘、共成长。《江
南素描》是他奉献给当代文坛与文朋
诗友的最新成果，我想以作者本人早
年镌刻着他赤子初心的题为《脚印》
的散文诗句来为之送行：

那一条条被我们用脚踏出来的
路，才是我们留在这世上的真正姓
名。

（据《光明日报》）

近年来，自然文学创作已经成为热门话
题。很多作家主动介入到自然文学当中，用
不同题材的作品，书写人与自然的故事，反思
人与自然的关系。李青松无疑是其中的中坚
力量，正可谓人如其名，他注定与自然文学结
缘。他最近出版的生态文学作品《相信自
然》，以叙事、抒情、论说等不同方式，表达对
自然、对文学的新见解。

作为国内有影响力的自然文学作家，李
青松长期以来围绕生态和自然的主题，进行
孜孜不倦的文学书写。除了本书之外，他还
出版过《开国林垦部长》《穿山甲》《万物笔记》

《大地伦理》等作品。《相信自然》一书中，收录
了他近年发表的 29 篇自然主题的非虚构作
品、散文和随笔，书写的对象涉及山川、河流、
草木、动物以及和自然相关的传说、典故等，
每篇文章的对象虽然写的自然，但文字的背
后是一位作家深沉的自然之爱。

“我们自以为主宰了一切，其实，主宰一
切的是自然。”在李青松眼中，自然涵养坚韧
与传奇，也涵养爱与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人也归属其中。我们的生命，无论过去、现在
和未来，都无法从自然中剥离出来，总是与自
然的万千关系相牵相连。自然的痕迹无所不
在，包括发明与创造，文学与艺术，还有我们
的思想和灵魂。相信自然，就是相信美好和
崇高。

何谓自然文学？文学是人学，但自然文
学是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学。自然文
学中，人不一定是主角，但自然一定是主角。这个主角表现在自然的
坚韧与野性，自然的爱与美，自然的神秘与传奇。《相信自然》一书，以

《哈拉哈河》作为开篇。文中，李青松近距离接触北方这条河流，用生
动、温情的笔触，采取写实的方式描绘河流两岸的森林、鸟兽、鱼儿、捕
鱼人、四季变幻以及不可言说的、细微的种种美好。对于动物的描写
鲜活又形象，彰显出极强的写作功底。如写花尾榛鸡：“花尾榛鸡似锥
而小，黑眼珠，赤眉纹，利爪，短腿。体长盈尺，羽色清灰，间或有黑褐
色横纹。远观，如同桦树皮，不易被发现。”写松鼠：“松鼠是森林里的
精灵。它那漂亮的尾巴飘飘然，轻巧灵活，光亮闪闪，妩媚动人。”写哲
罗鱼：“傍晚，哲罗鱼生猛地跳出水面，捕捉飞蛾飞虫。水面泛起层层
涟漪，泛起朵朵水花。”李青松为动物进行文学画像，写实又精确，强烈
的画面感扑面而来。对自然万物细致入微的描写，还体现在《大麻哈
鱼》《鳇鱼圈》《乌贼》《带鱼生猛》《乌鸦》等篇章中。

自然界里，有一些珍稀的物种，引起了李青松的关注。并不是说
这类物种价值连城，而是在地球生命起源和演化中，珍稀物种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水杉王》一文中，李青松通过现场采访、观察、比对，全方
位为水杉“立传”。这棵水杉历经各种气候灾难，始终巍然不倒。其实
树的命运，往往和人的命运有着某种暗合，有的中途退场，有的寿终正
寝。在一棵顽强的树面前，人其实没有什么可傲慢的，因为树有时更
顽强、坚韧。《金丝楠木》一文中，李青松不仅对何为金丝楠木进行科普
性的叙述，还围绕金丝楠木产生的历史典故娓娓道来。这种从科学
的、人文的双重视角书写树木，立刻让树的文学形象饱满、充实。

对于自然文学而言，体会、体验、体察以及体认格外重要。《相信自
然》的“后记”中，李青松认为，让“体”置于自然其间，才能感受到阳光
的爱意、土地的温暖、水流的清冽、空气的甘甜。让“体”置于自然其
间，才能近距离地欣赏动物、植物以及菌类和微生物之间相牵连的美
妙。自然文学要见形、见色、见影、见踪、见近、见远；闻声、闻味、闻虚、
闻实、闻喜，闻忧。不得不警惕的是，当前有一些自然文学作品，空喊
口号的多、玩弄概念的多、浅层描述的多，而触动灵魂的却不多。自然
有灵性、有美感，写出自然之灵之美尤为关键。

总体上讲，《相信自然》讲述的是人与自然的故事，其带给人们的
启示是多方面的。无论从文学创作还是生态治理的角度讲，自然文学
都任重道远。优秀的作品从精神层面，能够助力生态文明建设的进
程。从这个意义上看，自然文学在我国的发展和繁荣，正迎来历史性
的机遇。 （据《西安日报》）

阅阅读与思考读与思考

古老的中华大地上，万年前也曾是广袤的动物乐园，上古先民对此
有丰富的记录，保存在古老的文献中。

本书乃潘铭基教授，为儿子开启童蒙，从《说文解字》《尔雅》切入，旁
征博引《山海经》《史记》《汉书》及先秦诸子书，合类书、字书神话传说于
一编，分二十五个类别，汇诸书相关记载，仔细发掘，精当解读，与虫鱼鸟
兽对话，天然趣味。此书详考证、辨疑似、明人伦、示劝惩，图文并茂，深
入浅出。

本书是一部兼具人文、科学与审美的儿童植物科普启蒙绘本，分为
春、夏、秋、冬四册，引领小朋友跟随四季变迁，漫步和沉浸在温暖的故
事、朴素的情感、亲切的语言和雅致的绘图艺术中，启发灵性，经历一场
自然教育的洗礼。通过 40封小朋友与植物学家的温情通信、40篇精美
手绘自然笔记、40幅纯美细腻的植物科学画，以及 4大经典植物科学专
题，向孩子们介绍40种特色鲜明的中国本土植物，解读中国植物的魅力
和品格。

《汉字里的动物世界》
潘铭基著

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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