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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举办 13 年 居民追随 13 年

人文松江建设再结硕果

读书盛宴让“枫叶”别样红

创作文库和研究文库
首卷将分别出版
本报讯（记者 王红霞） 记者日前从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获悉，
分别作为《人文松江创作文库》和《人文松江研究文库》的首卷，
《松江
历史名人五部曲》和《江南文化的样本——松江》即将出版。
据介绍，
《人文松江创作文库》与《人文松江研究文库》是继“一典
六史”之后，松江“一典六史”编辑部推出的又一项重要文化工程，内
容围绕时代际会、历史事件、物候民风，通过艺术创作与学术研究加
以深入挖掘、悉心呈现，
旨在留下诠释松江精神的范本。
“凡描摹时代之变、讴歌国家之进、激励奋斗之志、催生创造之
力、回应人民之呼、礼赞发展之果的精品力作、新人佳作均可入编《人
文松江创作文库》。”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松江区文联主
席、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院长陆军说，创作文库将兼容文学艺术的各
种体裁，让各路才俊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爱祖国、爱人民、爱家乡的
炽热情感。
而涉及松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伦理）、建
筑文化等的优秀研究成果，则可入编《人文松江研究文库》。陆军介
绍，创作与研究被称作文化之两翼。创作是研究的根本，没有创作，
则研究无法展开；没有研究，则创作的成果得不到深入的探讨，而创
作的良性发展、提升，
也有赖于研究的助力。
陆军介绍，这两本书强调对历史的梳理和对现代的记录，依赖于
学养深厚的名家“大咖”和锐意进取的青年学者，力争做到每一次创
作、每一项研究都要成为精品，尽可能地保留松江这一江南文化的样
本，
从而更多地守住中华文化的身姿与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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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荐
□记者 符静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
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多年后，
身患重疾的方建康朗诵苏轼《定风波》的情景，
仍镌刻在裘仁官的脑海中。
“ 他声音洪亮，朗读
完这首词后，他又分享了自己创作的文章《人生
抒怀》，他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感染了我们每
一个人。”裘仁官说。
方松街道祥和社区的“枫叶红”读书会成立
13 年了，像这样抵达心灵深处的瞬间数不胜数，
浸润着读者的心田，传递着社会正能量。2008
年，方松街道老年协会祥和分会成立，祥和老年
协会分会同时组织成立“枫叶红”读书会。
“希望
老人聚在一起聊一聊，开心一点。”前祥和老年
协会分会负责人、
“ 枫叶红”读书会发起人董菊
梅说，尽管老年群体已经步入人生的秋天，但也
可以像秋天的枫叶一样拥有火红的热情，因此
读书会取名为
“枫叶红”
。
成立之初，读书会仅有 11 人参加，大家自
告奋勇分享知识和经验。从政府职能单位退
休的干部结合工作经历和报刊上的文章，为大
家讲解“三农”问题；会上网的居民搜集健康养
生知识分享给大家；参加过街道居民代表会议
的代表作政策解读……凭借浓厚的学习热情，
2011 年“枫叶红”读书会获评“上海市优秀学习
团队”。
“枫叶红”读书会是社区居民获取知识和信
息的渠道，更是弘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
道德和个人品德的重要载体。读书会开展的
“四德”故事会几乎场场爆满。热心的读书会成

员们根据社区居民孝亲敬老、邻里互助、悉心照
对 他 来 说 ，智 能 手 机 使 用 课 程 让 他 最 受 益 。
顾智残女儿等事迹，创作一系列文学作品，在读 “我和老伴加起来有 160 岁，两个女儿都不在
书会上诵读，弘扬社会正能量，营造祥和社区和
身边，现在我们会使用手机买菜、打车，生活
谐向上的氛围。在故事会上，当事人也都到场， 方便很多。”裘仁官说，不仅如此，每天早上读
朱勤夫妇把养父当亲生父亲一样孝敬，曹桂芳、 书会负责人在微信群里分享的正能量文字让
张筱霞照顾独居老人等故事感动了在场的所有
他充满力量。陆秋明也一直坚持参加读书
人。郑明华讲述的徐近珍悉心照顾智残女儿的
会，还常常写作，向大家朗诵自己的作品。朱
故事在区妇联举办的征文活动中荣获二等奖， 德胜曾经是读书会里年龄最大的长者，90 多
并被收入征文作品集。
岁仍坚持参加读书会，直到去了敬老院。目
从董卿主持的《朗读者》节目中获得启发， 前，
“ 枫叶红”读书会已从最初的 11 人发展到
读书会举办的“我们爱朗读”活动也深受成员喜
现在的 40 多人。
爱。他们充满深情地朗读朱自清的《春》、冯骥
“每次读书交流活动的开展，展现了老年朋
才的《老夫老妻》等文章，甚至还自发创作文学
友积极向上、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使交流会成
作品，直抒情怀。从黑龙江插队后落户松江的
为了‘一人读书，众人共享’的精神盛宴。”
“枫叶
居民鲍步先创作了《情系“黑土地”，感恩王大
红”读书会负责人奥岚说。去年，奥岚刚刚从董
姐》；朱石莲怀念自己的母亲，深情写下《忆母
菊梅手中接过读书会负责人的接力棒，她表示，
亲》；此外，
《人生抒怀》
《大哥我想对你说》
《
“王
今年将为读书会成员们开展诗词鉴赏、普通话
姐”的情愫》等文章也都直击读者心田，引发情
培训等课程，
让更多的居民爱上阅读。
感共鸣。
“这个社区版的《朗读者》还被邀请到街
在祥和老年协会分会负责人袁幼华看来，
道老年协会展示，场面温情而感动，掌声一阵接 “枫叶红”读书会能够坚持多年，也离不开祥和
一阵。透过文字和声音的魅力，感觉到爱就在
居委会的支持。
“居委会指定专门的干部与读书
我们身边。”董菊梅说。
会对接，积极争取上级资源，为读书会的顺利开
读书会还定期组织会员坚持收看上海远程
展提供经费、场地等支持。”
老年大学的课程，学习法律政策、养生保健、居
方松街道祥和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程荦表
家养老等知识，先后获评上海老年教育远程学
示：
“祥和社区居住着 2284 户居民，其中老年人
习点、上海市老年教育居村委示范学习点等荣
口占比超过 20%，是一个老龄化社区。
‘枫叶红’
誉。邀请区社区学院、区老年大学、多所高校的
读书会贴近居民区的实际，开展的活动形式多
志愿者开展讲座，涵盖茶道、宝石鉴定、智能手
样，满足了小区内有一定文化层次的居民对精
机使用等课程。
神文化生活的美好追求。同时，读书会对社区
丰 富 多 彩 的 读 书 活 动 吸 引 了 一 批“ 铁 杆
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非常好的引领作用，促
粉丝”。裘仁官在读书会成立之初就参加了， 进了社区环境的文明和谐。”

品书有味

揭示百年大党致胜的历史逻辑

《翠微却顾集》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中华书局 1960 年在翠微路二号
院开展了“二十四史”点校工作。
而作为主持点校本“二十四史”修
订工作的资深编辑，作者徐俊从
自身亲历出发，通过对中华书局
原始档案、往还信札的梳理，挖
掘书局出版的诸多经典背后的
掌故趣事，以及与陈寅恪、钱钟
书、郑天挺等诸多学者交往的点
滴故事。书中更是全文披露了
周振甫撰写的钱钟书《管锥编》
《谈艺录》审读意见，以及钱钟书
的逐条批注，为读者全景呈现了
一段丰富、立体而鲜活的学术及
出版史。

《一日三秋》
一个重要的瞬间，在人生中
犹如一日三秋，但这瞬间永不再
来。本书是当代著名作家刘震
云的现实魔幻主义新作。小说
引用民间“花二娘”的传说，以想
象的故事描述“我”记忆中的六
叔省钱所画的画作，探讨延津人
幽默的本质。从两米见方的剧
团人物群像素描中挑出陈长杰、
李延生、樱桃，围绕几位主人公
身边出现的人物串联起几个家
庭的人生经历和故事，后引出寻
常父子二人遍尝生活辛酸后对
人生至理的感悟。

——读《百年大党的光辉实践与历史启示》
□刘小兵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团结带领
全体中国人民，取得了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
今天，回顾这段峥嵘历史，充分汲取党在砥砺前
行中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历史启示，有助于我们
坚定理想信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凝聚起磅礴的时代正能量。为此，全国人
大社会建设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原常务副校（院）长何毅亭在其党史著
述《百年大党的光辉实践与历史启示》中，对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
光辉实践与历史启示做了系统总结，深刻揭示
出百年大党制胜的历史逻辑。
全书一开篇就开宗明义，对中国共产党波
澜壮阔的百年奋进史予以深情回溯，并以夹叙
夹议的阐释方式，回顾了党勇毅进取、顽强拼搏
的闪光旅程。作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
历经坎坷，在百折不挠中成长为世界第一大执
政党，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的世纪
成就，关键就在于党具有天下为公的品质和开
天辟地的能力，并且，在百年的艰苦求索中，成
功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领导我们事业的核
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应运而
生，不但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
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前途和命运，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

趋势和格局。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
的浴血奋战，建立新中国，并取得新民主主义
的胜利，到初步建立起工业、农业、国防体系，
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
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决策，到中国跃升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从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到迈
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开启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从推进“一带一路”
建设，构筑人类命运体，到为实现世界大同贡
献更多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共产党始
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纵有千难万险，纵有
惊涛骇浪，每到历史的紧要关头，党都能够临
危不惧、力挽狂澜，确保中国这艘巍巍巨轮向
着胜利的彼岸奋勇前行。回顾这段极其不平
凡的历史，无不有力地昭示着“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
的初心和使命。
聚焦百年大党的光辉实践，书写中国和中
国人民的崭新命运，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国人民，
筚路蓝缕创伟业，栉风沐雨铸辉煌，在创造出令
世界惊叹的宏伟征程中，都给我们带来了哪些
重要的历史启示？书中，作者以高屋建瓴的洞
悉力，从理论、信仰、群众基础、思想路线、军队
建设、党的建设等方面，作了精辟的解析：首先，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点紧
密结合起来，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其次，要坚持理想信仰不动摇、革
命意志不涣散、奋斗精神不懈怠，始终不渝地为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
大理想而奋斗。再次，一定要坚持一切为了人
民、一切依靠人民，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
汲取推动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不断把为人民
造福事业推向前进。
这些伟大实践同时启示我们，一定要坚持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
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及时总结正反两方面
经验教训，始终保持修正错误的勇气、坚持真理
的决心、走出挫折的力量。这些伟大实践还启
示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以党的领导为根本原
则、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装、以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人民军队，充分发挥这支
军队在革命、建设、改革中的应有作用。这些伟
大实践进一步启示我们，一定要与时俱进，加强
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
高党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抵御风险和
拒腐防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的坚强领导核心。
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百年初心历久弥坚。
深情回瞻百年大党的光辉实践，深刻领悟其奋
斗意义和历史启示，必将不断激励着我们，沿着
党指引的正确道路，迎着民族复兴的壮丽前景，
肩负起时代所赋予的历史重任，以更加奋发有
为的强者姿态，
昂首跨入崭新的天地。

《微尘》
“我见过的不幸太多了，从
来没有沮丧过。”作者陈年喜这
样说道。陈年喜曾是一名普通
的 矿 工 ，在 十 六 年 的 爆 破 生 涯
里，他每天与炸裂、死亡为伍，见
证了许多生死。本书收录了陈
年喜 21 篇非虚构故事集，讲述了
平凡而朴素的劳动者的真实故
事。爆破工、运石工、乡村木匠、
小作坊老板……他们生如微尘，
虽历经生活的磋磨，却淳朴而硬
扎、朴素而强韧地生活着。而在
这其中，也贯穿着作者本人饱含
苦辛的人生故事。
记者 李爽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