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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介书生

“真正改变命运的不全是机遇，对事情的态

度也非常重要。”2012年5月26日，王平华被确诊

患了肠癌，他坦言当初知道这个消息后自己也不

知所措了。“从检查室出来后，我坐在医院大门口

的台阶上，坐了很久很久。”王平华说，“我那个时

候很迷茫，也不晓得自己到底会怎么样？”

“这个病是我开始写作的契机，我觉得我的

人生得留下点什么。”谈及当时的情形，王平华

百感交集，“尽管外科手术很成功，但是为了防

止癌细胞扩散，伤口愈合后还需要化疗。”年岁

的增长加上身体的不适，让王平华思考起生命

的意义。“我当时就想，如果自己有什么不测，能

给后辈留下什么东西呢？”他说。

别人都想给后人留下财富，而王平华却更

想影响后辈的思想。“我自己就是深受祖父的影

响，所以一路走来不怕困难。我认为如何对待

困难的态度是最重要的！”王平华告诉记者，祖

父是他心中的楷模，他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

到在上海市中心拥有四间门店的生意人，从一

贫如洗到有200多亩地，他的经历太值得写了。

经过 5 个月孜孜不倦地写作，14 万字的小

说《黄梅天》完成了。王平华祖父纯朴善良、仁

厚大度的形象跃然纸上，他的经历让人唏嘘不

已，《黄梅天》也受到了很多读者的喜欢。谈及

读者对这本书的赞美，王平华笑着说：“我这本

书的语言浅显易懂，这就是他们喜欢阅读的原

因吧！”

我们该做怎样的青年？从古至今，这

个问题不知被激辩过多少回，却始终难有

定论，约 100 年前，在松江，有一位青年也

给出了他的答案，并鼓舞了一代又一代青

年寻找初心，若你也正在彷徨，不妨读一读

《云间有颗启明星》这本书。

《云间有颗启明星》一书以时间为序展

开故事，以人物成长历程为线索打造故事

性人物小传，讲述了松江第一位共产党员

侯绍裘的生平，既通俗易懂，又有思想深

度。侯绍裘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五

卅运动参与和领导者、大革命时期国共两

党江苏省主要负责人。他曾放弃大好前

途，投身革命事业；他曾用新思想、新观念

唤醒青年；他始终坚守信仰初衷，立志救

国，并为此奉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只活

了短短31年，也许在悠悠历史长河里这只

是一瞬间，但他的精神却激励着一代又一

代青年，成为他们精神力量的源泉。

“要认定一个人不是为一己而生，是为

社会、为人类而生，以最大多数（人）之幸福

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最大责任，而以尽此责

任为乐。”正如侯绍裘在《松江评论》上所

言，他的一生始终践行着将最大多数人的

幸福作为最终目标的人生幸福观，纵然时

光流转，这一颗年轻而坚定的心，却始终不

变。“行动一步，胜过理论一打”，寻求真理

的路上需要胆识与勇气，投身革命期间，侯

绍裘以学校为党的组织阵地，以报刊为党

的宣传阵地，宣传进步思想，他用浩然正气

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前赴后继。时过境迁，

他的精神不变，他的初心犹存。

尤记得侯绍裘人生的最后片段：年仅

十岁的儿子扯住他的衣角，央求父亲不要

离开，侯绍裘虽然心疼，却始终记挂着革命

前途，毅然选择舍小家为大家。先烈也是

血肉之躯，对侯绍裘而言，他既是儿子、丈

夫，又是父亲，但他深知自己是一名肩负人

民幸福的共产党员。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若不是心中有使命，怎能成为无惧苦

痛的战士？若不是心中有担当，又怎敢为

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

当这颗从云间升起的启明星在黎明前

殒落时，他也以一腔热血兑现了曾许下的

誓言：“我们只有沉毅地进行我们力所能及

的工作，只须遇到烈士他们的境遇时，能和

他们一样地死就好。”如果不是家国疮痍点

燃了心中炽热的革命热情，出生于富裕家

庭、学识渊博的侯绍裘前途本是一片光明，

他可能会从上海南洋公学（现上海交通大

学）土木工程专业顺利毕业，成为一名工程

师；他可能会创办学校，投身教育事业；他

也许还会选择继续创办先进思想报刊，成

为一名优秀的办报人；又或是在翻译《荒芜

的春天》后，走上翻译家之路……

但侯绍裘选择坚守初心，并始终相信，

青年理应是社会中最富理想、最具活力、最

勇于奉献的力量，青年是社会的中坚和希

望，他曾说：“这万恶的社会，终有一天被我

们或被我们的子孙改造过来！”“革命理想

高于天”，也正是先烈们勇立潮头，用行动

撰写理想篇章，敢于期冀、敢于追求，不怕

困苦、不怕牺牲，才有了当下来之不易的幸

福生活。

松江，这座江南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

先后涌现出大批舍生忘死的仁人志士、革

命英烈，他们在历史天空中是璀璨的群星，

在现代生活里是不灭的明灯。昨天已逝，

我们在奔向明天时，勿忘留点时间，汲取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奋斗的精神动力。

少年强则国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年轻

的肩膀必将扛起中华民族的未来。

《花开有声》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的进程中，有许许多多感

人肺腑的故事。《花开有

声》的主人公刘晓慧就是

这样一位人物形象。刘晓

慧辞掉写字楼里的白领工

作，来到陕北李家坝中学

支教，为这里带来了新气

象。小说细致描写了生活

的艰辛，更写出人性的温

暖与未来的希望。

本报讯（记者 牛立超） 编

纂“一典六史”是人文松江建设的

重点工程，随着“一典”《松江人文

大辞典》编纂工作的成果逐步显

现，“六史”的编写也在紧锣密鼓

推进。作为“六史”之一的《松江

诗歌史》已完成近20万字的初稿，

一场小型研讨会近日在区图书馆

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该书初

稿内容，从内容架构、章节布局到

风格体例、引文注释等进行了详

细研讨与认真交流，为《松江诗歌

史》的高质量撰写献计献策。

松江诗歌历史源远流长，出

现了陆机、陆云、杨维桢、陈子龙

等诗人，“云间诗派”“云间词派”

影响深远。整理一部《松江诗歌

史》，卷帙浩繁、工程量巨大，也正

因如此才更具有开创性和引导性

的意义。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

在肯定《松江诗歌史》的撰写价值

以及初稿已有较好基础的同时，

提出要把松江诗歌史的研究置于

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背景

下，更重要的是在对诗人作品进

行梳理、评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厘

清诗人与作品之间的关系，使诗

人之间形成一条有机的链条，把

他们串联成夺目的“项链”，展现

松江诗歌文化的璀璨光芒。

据透露，除《松江诗歌史》外，

《松江文学史》《松江简史》等年内

有望出版。《松江戏剧史》《松江绘

画史》《松江书法史》的初稿也将

在年内完成，预计 2022年将完成

“松江六史”的出版。

专家学者为编纂
《松江诗歌史》献计献策

新书推荐

《在城里放羊》

自小生长于大别山的

作家沈俊峰，将心中对这

方水土的深情与眷念，深

藏于笔下充满灵动的文

字之中。沈俊峰自小受

到徽文化的熏染，他的文

字多是日常经验与个人

阅历的唯美再现，他将内

心深处无比温婉的亲情

凝结成笔下简约却饱含人

情味的文字。

《母亲已比我年轻》

父母在，孩子无论走

多远都还有故乡，而当父

母逝去，孩子才可能有勇

气书写故乡——这是多数

从事“故乡写作”作家的共

识。作者徐汉雄提起笔，

真诚地面对父母与自身，

平静地展示伤口与泪痕，

非常难得。纾解内心困境

大概是作者的写作动机，

留下一份有关亲情与故乡

的文本供人阅读，则是所

有从事“故乡写作”之人的

共同愿望。

《优雅的离别》

说到生命尽头，大多

数人的脑海里总是充满痛

苦、恐惧、孤独、绝望和悲

伤的愁云惨雾。在生命的

尽头，是否还有别的可能

性？作者艾拉·毕奥格是

一名专门帮助和照顾临终

者及其家庭的医生，他让

读者认识到，当死亡被赋

予意义时，对许多人来说，

这种生命的转换可以是深

刻、亲密和珍贵的，就如同

奇迹诞生一样。

青年之光 民族脊梁
——读《云间有颗启明星》有感

○金晨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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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周雨余

业余作家王平华，

1953年出生于上海，现

居松江。说到自己的经

历，他笑谈自己务过农、

做 过 工 、从 过 政 ，人 生

经历丰富。60岁时，他开

始拿起笔写往事、写感想，

用这种方式回味生活。他

的文章曾在《新民晚报》《徐

汇报》《宝山文艺》《上海纪

实》《湖区旅游》等杂志和报刊

上发表。目前，王平华在上海

经营三家公司，平时工作比较

忙。“虽然工作很劳神，但多亏了

我有写作这个爱好，让我乐在其

中。”王平华乐呵呵地说。

受“文革”影响，小学毕业后，王平华没有继

续学业，去了农村生产队参加劳动。

“那时候真的很辛苦，家里吃饭都成问题。”

王平华坦言，在计划经济年代，粮食、布、糖、香

烟、火柴等主要生活用品都要凭票供应。他父

亲每月定粮只有 14 公斤，根本不够全家人吃

的。“吃饭是个大问题，每天都半饥半饱，半夜饿

醒了，就干瞪着眼直到天亮。”王平华说。

上世纪 70年代末，王平华终于不用再为吃

饭问题操心了，他在工程队里当起了架子工。

王平华介绍，架子工就像是“竹匠”，具体工作就

是用毛竹和竹篾去制作建筑物外搭的脚手架。

那时候的王平华没有想到自己以后会经商，还

经营得风生水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王平华成了上海第一

代个体户，拿到了宝山县 001 号工商营业执

照。经过多年的拼搏，他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后

来，还被推荐当了宝山区政协委员。正是这段

经历让王平华增加了生活阅历，为他日后的写

作奠定了基础。

《黄梅天》的出版仅仅只是开始，现在的王

平华把写作当成了一种乐趣。随时随地记录生

活点滴是王平华的爱好。“前几天腰疼，我就躺

在床上写，疼得不得了，但是就想写作，还坚持

写完了手头上的这篇文章。”

别人在休息的时候，他在写作；别人在玩乐的

时候，他还在写作。“只要有时间，我就去观察生活，

有灵感就把它写出来。”对写作的热爱让王平华的

生活更加多彩，发表了作品的报纸、杂志都被他收

藏了起来。“这都是对我的肯定嘛！最近我的另一

本书《生活的脚印》也出版了。”王平华笑着说。

他给自己起了个笔名“可燃”，这个名字有

双重含义。第一层意思是寓意蜡烛精神，王平

华说自己属于奉献多、索取少的人；第二层意思

则更加发人深省，他说人最后的归宿，往往是燃

烧以后消逝在宇宙中，这是很多人的必经之

路。王平华说，“可燃”这两个字非常符合自己

的定位，他也会勉励自己初心不变。

◆◆◆◆◆◆◆◆ 经历风雨自强不息 ◆◆◆◆◆◆◆◆

◆◆◆◆◆◆◆◆ 生病是写作的契机 ◆◆◆◆◆◆◆◆

◆◆◆◆◆◆◆◆◆ 晚年生活更精彩 ◆◆◆◆◆◆◆◆◆

品书有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