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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提高公众人文社科素养，我县组建了首批人文社科经典阅读推广人队伍，通过前期经典好书推荐，175名推广人投票产生了60本“最感兴趣的经典好书”，县社科联顺势在7、8月份，分七期举办

人文社科经典阅读推广人好书线上纳凉分享会。现摘选第三期线上纳凉分享会的部分交流成果，以期通过共读共享，积极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为推进如东书香城市建设提供社科力量。

荐书阅读荐书阅读““云云””分享分享 ““书香如东书香如东””我力行我力行
如东县人文社科经典阅读推广人好书线上纳凉分享会成果摘编（三）

逆风飞翔，向光而行
——读《追风筝的人》有感

□ 施海飞

再次读完《追风筝的人》，脑海里闪
现着两组词:温情与残酷，美丽与苦难。
这部小说不仅是主人公阿米尔的心灵成
长史，也是阿富汗这个国家的苦难史。
它之所以能够吸引不同国家的读者，撼
动读者内心，是因为它对如何拯救人性
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揭示了现代人
面临的问题。

本书讲述的是：富家少爷阿米尔和仆
人哈桑一起长大，阿米尔的父亲却更关心
哈桑，这让阿米尔产生了嫉妒心理。在一
场阿富汗传统的风筝比赛中，哈桑被侵犯，
阿米尔目睹了一切却选择逃避，还用计谋
逼走哈桑。后来阿富汗战火燃起，阿米尔
和父亲逃到美国开始了新的生活。多年
后，阿米尔接到了一通“救赎”电话，得知父
亲一直隐瞒的一个秘密——哈桑是他同父
异母的哥哥，但此时哈桑已经死了，哈桑的
儿子索拉博被困在了喀布尔。为了补偿对
哈桑的愧疚，在历经困难后，阿米尔救出了
索拉博，并带他回美国一起生活。为帮助
索拉博适应新生活，阿米尔决定带索拉博
去放风筝。当他们斗风筝胜利时，阿米尔
内心涌出了一句哈桑对他说过很多遍的话

“为你，千千万万遍”，索拉博露出了微笑，
阿米尔也真正得到了救赎。

哈桑是不幸的，阿米尔又何尝不是？
他们的不幸，是时代的产物。如果没有种
族歧视，哈桑也许就不会受到侮辱；如果哈
桑没有受到侮辱，阿米尔也就不会一直生
活在愧疚中，以至于他认为自己没有孩子
是因为自己应得的惩罚；如果没有战争，哈
桑和妻子就不会为了守护老爷的家而惨遭
毒手，索拉博就不会成为孤儿，沦为极端分
子的玩物……但假设是不存在的，事实正
发生着。战争让父亲成为稀有物品，遭受
战火蹂躏的阿富汗人挣扎着、生活着。读
到这儿，我深深体会到什么是“有国才有
家”。没有国的庇护，纵使你曾经多么光鲜
亮丽，都会在一夜之间一无所有。但是哈
桑和阿米尔又是幸运的，哈桑的儿子和阿
米尔历经千辛万苦，逆风飞翔，最终实现和
解，解除隔阂，阿米尔的灵魂也得到了救
赎。

故事的结尾处，作者写到：“我追一个
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
在乎。我追，风拂过我的脸庞，我唇上挂着
一个像潘杰希尔峡谷那样大大的微笑。我
追。”

作者在追什么？在追风筝，在追一颗
正直勇敢的心，在追心中那个理想中的自
己，在追一个和平的祖国，在追孩子们安稳
幸福的未来……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风筝，无论它意
味着什么，让我们勇敢地追。哪怕历经坎
坷，仍有逆风飞翔的勇气。
（工作单位：如东县袁庄镇社区教育中心）

江山不负英雄泪
且把利剑破长空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 赵孝谦

“一个国家在崛起的过程中，经历过何
等痛苦的刮骨疗毒，又有多少壮士断腕
呢？”2017年反腐斗争电视剧《人民的名义》
凭借曲折惊奇的故事情节和生动鲜明的人
物形象高居热播榜，同时也让严谨却梦幻
的历史名作《万历十五年》闯入观众的视
线。在剧中，因这本明史书籍，高育良与高
小凤“结缘”，高育良也因错误解读历史而
走上歧途。

黄仁宇先生在书的开篇写道：“万历十
五年，亦即公元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
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而在
中国，这平平淡淡的一年中，发生了若干为
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谈及这
段争议颇多的历史，读者通常热衷于讨论
皇帝的励精图治或养尊处优，首辅的独裁

或调和，将领的英勇无畏或贪图安逸，文官
的清正廉洁或徇私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
步或绝对保守，却忘记了那也是个英雄辈
出的时代。

一代名相张居正勤勉克己，勠力改革，
为“田赋不均，贫民失业”而奔走劳苦；儒雅
首辅申时行恕道待人，推广诚信，“温和谦
让，蕴藉而不立崖异”；模范官僚海瑞两袖
清风，刚正不阿，“苦节自厉，诚为人所难
能”；抗倭将领戚继光经文纬武，谋勇双全，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他们，都是
民族的脊梁，于生死攸关时挺身而出，以一
身忠勇护卫国家安定、百姓安康，纵使结局
或抱憾归隐、或殉节蹈义，却也曾为黑夜带
来光明。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英雄辈出的民族，
五千年的历史长河里，无时无刻不在闪耀
着英雄们的璀璨光辉。他们总是坚毅又果
敢，总是一片赤诚，用自己的身躯缔造时代
的辉煌。烈士赵一曼遗言诗“未惜头颅新
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字字泣血；武汉方
舱医院医疗队请愿书“疫情不除，我们不
退”的承诺掷地有声；23种疾病缠身，11万
公里的家访路，个人 100万元的捐款，“燃
灯”校长张桂梅“用教育救一代人”的真挚
愿望让无数人潸然落泪……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铭记一
切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作出贡献的英
雄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
爱英雄，勠力同心为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而努力奋斗。正值青春的我们，自
当继承前辈先贤拼搏奋斗的传统，跨越

“雪山”“草地”，征服“娄山关”“腊子口”，
追寻信仰之光，怀揣英雄梦想，奔跑不
息，奋斗不止。

（工作单位：如东县公安局）

以文物说历史
从极简品千年

——《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读后感

□ 李婷玉

我近日看完一本书，书名为《博物馆
里的极简中国史》，作者是张经纬。他在
博物馆工作近十年，这本书便以博物馆里
的文物为线索，按照从古到今的朝代顺
序，选取每个朝代标志性器物，以文物引
发出它所处的时代，进而剖析那个时代的
兴衰过程。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代表文物，书
中将一件件文物串联起来，反映出了我们
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历史变迁。比如新石
器时代的玉器，给我们介绍了史前文明的

“满天星斗”，让我们感受到被玉石改变的
远古中国；商周、秦汉时期的青铜器皿、壁
画，带我们探索隐藏在青铜器中的周代兴
衰，为我们揭开了草原部落的崛起之谜；魏
晋南北朝时期的书法、石窟佛像，让我们领
略到不一样的魏晋风味和北朝政治；唐代
的茶叶让我们了解为后世所传说的茶马贸
易的状态；宋代的山水画让我们感受到两
宋兴衰起伏；元代的江南园林为我们探索
了元代士人的内心境界以及元代崩溃的原
因；还有明代的硬木家具、清代的蓝染布
……一件件文物像画卷一样，在作者的笔
下展开，让我们了解为什么这些文物会在
当时兴盛繁荣，为什么又逐渐淡出历史舞
台。这十二章的内容里，作者切实地为我
们勾画了上下千年的物质文化史，也勾勒
出不一样的中国史。在这些故事中，文物
已不再是一件件孤零零的艺术珍宝，而是
成为历史脉络中生动的见证者了。

在这本书里，我看到了中国历史的进
程，见识了古人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贯穿
千年，我们从史前到现代，进步着我们的进
步，变化着我们的变化。无论宏观还是微
观，我们对生活舒适度的追求一直没变，这
或许也就是推动人类不断进步的一种内在
动力。

更幸运的是，古老的中国上下五千年，
延续传承的还有很多，这一切还能连接上，
还能让后人以及后人的后人来瞻仰。

（工作单位：如东县曹埠镇饮泉幼儿园）

以史为镜 且思且行
——《明朝那些事儿》阅读分享

□ 朱伟慧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1344
年到 1644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发生的
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
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写法和对人物
的心理分析，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的
一些评价。

推荐理由一：文笔幽默风趣
著名明史专家毛佩琦评价道：明月的

写作不仅笔锋活泼幽默，而且加进了自己
的感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也拉近了古
人与今人的距离。每每读着，时不时会被
逗得开怀大笑，又会为他点睛之笔的评价
啧啧称赞。作者幽默风趣的语言贯穿整本
书，让内容变得生动有趣，历史史实化为一
个个吸引眼球的故事，历史人物也变得有
血有肉，仿佛在看电视剧，让人身临其境。

推荐理由二：史实客观公正
这本书兼具趣味性和专业性，他对史

实的描写是客观公正的。作者查阅了大量
的史料和笔记杂谈，以全视角来描写明朝
历史，所以少不了那些臭名远扬的奸臣，如
宦官王振，奸臣严嵩等；同时，我也看到了
从龙场悟道到一心格竹，突破重重万难的
王阳明；“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
间”的于谦；“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横戈马
上行”的戚继光……时势造英雄，这些英雄
都是明朝历史河流中闪亮的一笔。作者对
于历史人物的行为有客观公正的善恶评
判，没有为自己喜欢的人物润色，也没有把
自己讨厌的人物刻意贬低，给我们讲的就
是实实在在发生的事儿。

推荐理由三：哲理发人深思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

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从徐阶、
张居正、戚继光等英雄人物身上汲取到无
穷的力量，无论是顺境还是挫折，都应该坦
然面对，磨练自己，厚积薄发。全书最后以
徐霞客的故事引出值得深思的一句话：“成
功只有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度过
人生。”纵观历史长河，你或成功、或悲壮，
在历史的书本里，不过是短短的几页纸而
已，你我都是普通人，做不到名垂千史，但
我们能做的，是活好自己的一生，活出自己
的样子。

以上三点是我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我
希望朋友们有时间也去看看这本书，一定
会让你们受益匪浅。

（工作单位：如东县大豫镇丁店小学）

生活虐我千百遍
我待生活如初恋

——走进苏轼

□ 瞿小红

写苏轼的书有很多，但我最想推荐的
是刘小川的《一蓑烟雨任平生苏轼传》，因
为题中一词——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是苏东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
声》中的一句词，有形有神，很有画面感、感
染力。细雨蒙蒙、竹叶潇潇，在竹林深处湿
漉漉的、长满青苔的石板路上 ，有个穿着
简陋簑衣的人，信步踱来。他带着从容与
自信，带着窥透一切的豁达，如一道光穿透
了周遭昏暗的雨雾。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
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诗
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

“苏辛”，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
宋八大家”之一……他在北宋文坛的地位
让人敬仰、佩服，但更让人为之震撼的是他
遭受极大的苦难后，依然坚定的热爱生活，
拥有坚韧豁达的生活态度。

与苏轼无人能及的成就相对应的是生
活给他的磨难。他被称为“北宋第一惨”，
中年丧妻，老年丧子，为官四十年，被贬三
十年。这样的生活经历放到任何人身上都
是致命的打击，苏轼也是凡人，他心中也会
痛苦郁闷，也会辗转反侧,也想乘风归去，
但他每次都能自我宽慰“高处不胜寒”“此

事古难全”。为官被贬得再远，也不忘为民
造福，保水抗旱、开发煤田……生活再艰
苦，仍对美食和文学充满热爱，发明了许多
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豆腐……真
实的痛苦着,也真实的热爱着,没有半点虚
伪，没有因为痛苦而对命运妥协半分。

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现实中很
少有人像东坡那样在雨中依然微笑，依然

“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
生命的最高境界，是用充满洞察力的目光
蔑视困境时拥有的纯真趣味，是罗曼罗兰
所说的真正的英雄主义！
（工作单位：如东县新店镇新店初级中学）

读家书 学家教
——读《曾国藩家书》有感

□ 徐国军

世上官宦之家，大多逃不出“盛不过三
代”的魔咒，但晚清重臣曾国藩，240多位子
孙中，没出过一个败子，而出现了一批著名
的外交家、教育家、诗人、科学家和高级干
部。一部《曾国藩家书》让我们仰望曾国藩
追求“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心灵世
界，更让我们感悟到一个家族崛起的自身
密码——《曾国藩家书》中所展示出来良好
的家教方式。

一、以身垂范
父母是孩子认识世界、获得知识的第

一所学校,父母的一言一行、举止风范，潜
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曾国藩正是以身垂
范、春风化雨，子侄浸润其中，自然而成贤
子弟。一是虑事仔细，孝在其中。在日常
中体现其对父母的关心牵挂，子女耳濡目
染，想要出不孝之子难啊！二是亲派用度，
俭在其中。简朴是曾国藩一生恪守的生活
原则，也是其家教的重要内容。三是夙兴
夜寐，勤在其中。曾国藩家书中多次提到
子侄宜守“勤敬”，认为一家之中，勤则兴，
懒则败。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余在军中
不废学问，读书写字从未间断。”这种教育
是形象生动的，无形中对子侄产生积极影
响。

二、督促鞭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强调个人的自

我督促,“吾日三省吾身”，曾国藩深谙此
道。在生活中，他不仅自己践行“慎独”，并
且时时督促鞭策子侄的读书课业和为人处
事，要求他们必须时时读书写字，不管身在
何处，不管多忙，曾国藩对子侄的督促从未
松懈，生活在这样家庭中的孩子能不进步
吗？

三、读书有法
教会子弟如何读书，是曾国藩家书的

主要内容，也是其后代人才辈出的重要原
因。细读其家书，我们会看到曾国藩对读
书有一套独到的见解：一是读书的目的在
于明理；二是读书要专恒；三是读书要因材
施教。曾家后辈的优秀证明，曾国藩教育
子侄的方法是十分有效的，值得天下父母
借鉴。

曾国藩平天下的同时，关心家庭百事，
关注兄弟子侄成长，身正为范，不懈督促，
指导有法，让我们后世的家庭教育得到了
非常有益的启示。
（工作单位：如东县河口镇社区教育中心）

认识乡村
从阅读《乡土中国》开始

——《乡土中国》读后感

□ 孙同林

《乡土中国》是一部关于乡村研究的
论文集，全书由 14篇章节组成，涉及乡土
社会人文环境、传统社会结构、权力分配、
道德体系、法礼、血缘地缘等各方面。书
中，作者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对中国基层社
会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述和分析，全面展
现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风貌。全书主要探
讨了差序格局、男女有别、家族、血缘和地
缘等方面。

1947年出版的《乡土中国》，它展现了

对当时中国社会理解的新视角，即一种来
自对基层乡土社会的观察，而不是以庙堂
之上居高临下的俯瞰视角对其深度理解。
《乡土中国》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向我们展
示了中国的乡土性，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
启发：首先，我们了解了中国的乡土社会是
什么样的社会，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
的研究；其次，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范
本；最后，启发了年轻人在进行社会研究
时，要学习作者这种敢于开拓新领域的勇
气。

《乡土中国》这本书具有重要的历史地
位，但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必须对其有
所发展。70多年前的中国，城市人口比例
很小，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也不
高，整个中国基本都是农村，是典型的“乡
土中国”。而今天的中国，整体上是一个现
代化社会，其基本特征是市场化、信息化、
全球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阅读《乡土中
国》，能更好地理解传统和现代的关系，能
更清晰地看到自己从哪里来，能更理性地
思考中国乡村的未来，乃至形成为乡村建
设贡献力量的志向。

读懂《乡土中国》，可以明白作者写下
“乡土中国”文字的硬核所在；同样，我们要
理解中国的乡村未来，也需要真切地理解
《乡土中国》这本书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以
此解决种种现实生活中的困惑，寻到希望
的出口。

（工作单位：如东县袁庄镇文联）

旷世奇才是苏子
——读《苏东坡传》有感

□ 周华

近来，居家无事，静心阅读了林语堂的
《苏东坡传》。虽然先前对东坡先生多少知
道一些，但当我读完全书后，我发现我对东
坡先生知之甚少。

我认为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最多才、
全才和高才的文人，没有之一。

东坡首先是文学家。他的《赤壁赋》和
《记承天寺夜游》堪称苏氏散文精妙之作。
两赋只用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的渺小
道出，同时把人在红尘生活里可享受的大
自然丰厚的赐与表明。

东坡其次是杰出的诗人。中国最美
的水首推西湖，写西湖的诗数不胜数，在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面前
都黯然失色。中国最有诗意的山，庐山算
其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不仅哲理丰富，禅意浓厚，情趣也盎
然。就凭这两首七绝，东坡足以荣登宋诗
之巅。

东坡再次是伟大的词家。东坡的《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当之无愧地被公
认为最好的中秋词。神来之笔“但愿人长
久，千里共婵娟”，古往今来谁不叹服高
妙？即使是悼亡之作，也写得荡气回肠，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
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
满面，鬓如霜”。

东坡同时是出色的书法家。他与黄庭
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黄州寒食诗
帖》是东坡书法作品中的上乘，在书法史上
影响很大。元朝鲜于枢把它称为“天下第
三行书”。

东坡又是著名的美食家。直至今日
“东坡肉”仍然受到食客们的喜爱。此外东
坡肘子、东坡鱼、东坡豆腐、东坡饼、东坡羹
等也是东坡发明的。

东坡还是政治家、工程师、酿酒师、佛
教徒、瑜伽功练习者、道教炼丹家……

写苏东坡的文字不少，但林语堂的《苏
东坡传》不仅全面，而且真实生动。苏东坡
文章虽闻名天下，仕途却历尽艰辛，屡遭迫
害；他一生融儒、释、道于一体，诗、文、词、
书、画的造诣均在宋代登峰造极；他比中国
其他诗人更具有多面性、丰富感、变化感和
幽默感；他的人格精神所体现的进取、正
直、慈悲与旷达，千年来始终闪耀在中国历
史的星空。

东坡先生是中国文人的集大成者，中
国文人形象的最高代表非他莫属。
（工作单位：如东县洋口镇古坳初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