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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妙处
◎ 李喜林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记不得这
是哪位名人说的，我是越来越体会出这
句话的含义了，除过吃饭，我必不可少
的就是读书了。

我的读书是从幼年开始的。还没
有上学的时候，大哥不知从哪里找来
小人书（我们这里叫画本）, 他给我逐
页讲，并耐心地读那些图画下面的文
字。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水浒传》 《岳飞
传》，都是大哥那时候教给我的。有一
次，大哥在我家当院的椿树下让我自
己逐页说《岳飞传》的故事。可能是我
对那些画本人物熟记于心的原因，竟
得到了大哥的赞赏！大哥一边用手在
我的头上温存地抚摸，一边对正在厨
房做饭的娘说，老三的记性真好。娘给
我和大哥端来午饭，放在椿树下的石
头上，用蓝色的“布遮腰”擦擦手，眼里
闪过慈爱的神采，对我说，林娃子，好
好念，将来做先生，吃轻省饭。大哥则
是将他碗里的苜蓿菜多大半拨到我碗
里，算是对我的奖赏。

这是我最初对读书好处的体验。
接下来，我发现每当我拿起画本仔细地
看，连脾气火暴的爹也就不再因我的顽
劣而收拾我了，而一下子变得像另外一
个人，走过我跟前也几乎是屏声敛气。

发现了这一点，我真是少挨了不少打。
每当我将自家的鸡娃在抽屉装进捉出
结果被夹死，或者在自己家玉米秆搭起
的柴火堆里烤从地里偷来的红薯结果
引发火灾，烧卷我头发和眉毛，面对将
要来临的皮肉之苦，我最有效的办法就
是赶紧认真看书，这比我逃跑的效果要
好得多。爹尽管气得额头上的青筋突
起，但见我认真读书的样子，最多骂一
句作罢。

到我上学前班时，我已经对文字
有了与生俱来的敏感和兴趣，我成了我
们班上唯一能讲故事的学生。我因为爱
看小人书识的字让老师和同学刮目，班
上的同学将我跟进跟出，不惜从家里拿
出自己珍贵的馍馍让我吃，目的是让我
能给他们讲话本里面的故事，或者能将
书借给他们看。

那时候，除了简单的课本，以及少
许的画本，书真是少得可怜。为了能让
同学们始终围着我转，为了能吃上那个
年代珍贵的馍馍，我到处搜寻书。有一
次，我爬上自家的竹楼，意外地发现了
大哥上学用过的课本，我读懂了《东郭
先生和狼》，以及《乌鸦喝水》 《小马过
河》 《公鸡和狗》，还有后来才知道作者
是法国大文豪都德的《最后一课》。可以

说，这些故事让我的童年得到了许多物
质上精神上的好处。“公鸡公鸡真漂亮，
大红冠子绿尾巴，油亮脖子金黄脚，人
人见了人人夸，你到窗口瞧一瞧，撒了
一地黑芝麻，你到窗口瞧一瞧，撒了一
地黑芝麻。（《公鸡和狗》）”更是我和伙
伴时常挂在嘴上的歌谣……

渐渐地，我长大了，我就突然发现
书对我来说成了如影相随的伙伴。我不
知道，每当我手头没有新书读，我为什么
魂不守舍 ；我不知道，每当我成晌成晌
钻进新华书店，我为什么就忘记了一切。
我为了读书，几乎知道了我们村和邻村
有书的人家，而为了能读到这些书，我的
嘴变得异常乖巧，手脚变得异常勤快，我
甚至从我家油篓里寻找出爹和娘积攒
的，将来给妹妹和未来的嫂子打银手镯
子的几块银圆，偷偷地用每块银圆在邻
村银匠那里换两元钱，再用这些钱买了
心爱的《高玉宝》 《金光大道》 《艳阳天》
等书，害得我二哥成了爹和家人最大的
怀疑对象，挨了爹的一顿好打。多年后，
当我将事情的真相告诉二哥，二哥不但
没有埋怨我，反倒说，哥替你挨的那顿打
没有啥，很值得的，你不要记在心上了。

后来，我走出故土，行走在许许多
多熟悉的陌生的地方，但不管在哪里，

一定是有书陪伴的，不管是在坐车中，
还是在工作间隙，甚至在上卫生间，始
终要有书读。多年以来，我都是在读书
中进入梦乡的，而只要一醒来，第一个
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将枕头边的书拿在
手上，似乎是书在延续我的呼吸。就这
样，我读了中国许多古代的、现代的、
当代的文学作品，同时还读了外国作
家的很多作品。可以说，读书让我的生
命充满了无比的丰富性，让我对生活
的认知一层层提高。到现在，我惊讶地
发现，我除了有众多的朋友外，还有书
籍这个知心的朋友。尽管我现在已经
是一个作家了，但我认为我首先是一
个真正的读书者，一个将读书作为生
命的组成部分的人。虽然说，我也写了
一些书，通过写作体验到了很大的心
理愉悦，但远不如读书给我的愉悦多。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已经是我追求
的一种境界了。

（李喜林 ：鲁迅文学院陕西中青年
作家研修班学员，陕西省职工作协小
说委员会副主任，曾获全国冰心散文
奖、陕西柳青文学奖等。） 

精忠报国谱丹心
◎ 兰天

千年家国，万里山河。中华优秀的
古典军事诗文，内容浩瀚，博大精深，威
武雄壮，气势恢宏，如铿锵战鼓，久久回
荡在历史的苍茫长空 ；似燎原薪火，熊
熊燃烧在神州大地，燃起一代代中国人
尚武报国的家国情怀，铸就中华民族巍
峨不倒的精神脊梁，成为中华儿女富
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压倒一切敌人、
战胜一切困难的精神之“根”和文化之

“源”，体现出深情厚重、威武阳刚、忠贞
不渝、誓死报国的英雄主义，也形成一
道道经久不衰的英雄主义文化风景线。

首先，精武卫国、防御外敌入侵的
忧患意识和文化境界，折射出中华民族
积极防御、有备无患的忧患意识，也表达
不兴“扩张”的和平思想，以及尚武以保
家国、谋求和平生存，得以协和万邦、天
下太平的共同理想。早在西周初期，《周
易. 系辞下》中论述 ：“安而不忘危，存
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司马法. 仁本》
中说 ：“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百战奇
略. 忘战》有言 ：“天下无事，不可废武，
虑有弗庭，无以捍御。”这些词句从不同
角度，阐明家国一体、积极防御的军事理
念，告诫人们有备方可无患、有防方可国
安，从而形成中华民族居安思危的意识。

其次是表达爱军习武、崇尚军功的
人生境界，将“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
河入梦来”作为至高无上的目标和荣耀。
如唐代诗人杨炯在 《从军行》中写道 ：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
铁骑绕龙城……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
生。”唐代诗人李贺在《南园十三首. 其
五》中写道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

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
户侯。” 明代诗人张家玉在《军中夜凉》
中写道 ：“裹尸马革英雄事，纵死终令汗
竹香。”南宋诗人辛弃疾在《破阵子. 为
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中写道 ：“马作的
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
事，赢得生前身后名。”……这些诗词都
把从军报国作为人生最重要的价值体
现，表达出风华正茂的堂堂七尺男儿，矢
志精武强能，随时枕戈待旦。那种披坚执
锐、杀敌立功的人生追求呼之欲出，奔赴
沙场报效祖国的强烈冲动飞流直下，激
荡出气壮山河、阵阵轰鸣的凛然豪气。

第三层境界是冲锋陷阵、不畏强敌
的必胜信念，张扬强烈的战斗精神和乐
观豁达的思想境界。如唐代诗人王昌龄
在《从军行七首. 其四》中写道 ：“青海
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
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深情描述
为国戍边的将士，在西出阳关的边陲与
茫茫雪山做伴，在孤独与寂寞中眺望家
乡，忠诚无悔地守卫着边疆，经历上百次
血与火的战斗，也誓死保卫祖国山河无
恙。唐代诗人李白在《塞下曲. 其一》中
写道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愿将
腰下剑，直为斩楼兰。”王昌龄在《出塞》
中写道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
阴山。”岳飞在《满江红. 写怀》中写道 ：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
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秋瑾在现代诗中
写道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
回。”这些诗词都充满深情地描写爱国将
士投身保家卫国的战斗，彰显不畏强敌、
打赢战争的战斗精神和血性胆魄。

第四层境界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的尚武报国情怀，展现“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群策群防、人人皆兵”的国防理念，
崇尚众志成城、御敌报国的责任担当。北
宋诗人苏轼在《江城子. 密州出猎》中，激
情澎湃地抒发一名普通文官的爱国尚武
热情。此时，尽管他年事已高，两鬓斑白，
但看到国家屡遭骚扰入侵，心生忧虑，报
国心切，遂写下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
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多
么期待皇帝能够征召自己，带兵奔赴边
疆杀敌报国。再如南宋诗人辛弃疾，面对
南宋王朝的衰落，尽管自己遭贬且年逾
花甲，但他仍有跃马驰骋疆场、保卫山河
的强烈爱国愿望，在《永遇乐. 京口北固
亭怀古》中，发出“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
火扬州路”的悲伤感慨，并以“凭谁问 ：廉
颇老矣，尚能饭否”结束全诗，抒发自己

“有勇而无用武之地”的愤懑与悲怆，也
表达出随时准备为国出征、流尽最后鲜
血的报国热忱，将“位卑未敢忘忧国、老
兵也能上战场”的英雄壮志展现得热烈、
豪迈、悲壮。

最高层境界是舍生取义、报国无憾
的牺牲奉献精神，表达公而忘私、爱家
先爱国的认知，将“牺牲我一人、留下浩
然气”的大无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
如魏晋诗人曹植在《白马篇》中热情歌
颂戍边将士的奉献，他在诗中写道 ：“弃
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
何言子与妻！名编壮士籍，不得中顾
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寥寥数
语，赞颂了将士们为捍卫国家的安全利

益，舍生忘死进行刀剑搏杀，心甘情愿
抛弃个人和家庭的一切，展现出无私无
畏的牺牲精神。再如南宋诗人文天祥，
以一名文化人的大勇大义走上抗击侵
略者的艰险道路，最终在兵败被俘后，
写下千古绝唱《过零丁洋》，其中 “人生
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如黄钟
大吕震古烁今，既展现出“宁可玉碎、不
为瓦全”的铮铮铁骨，也回答了几千年
来中华民族“舍生取义、英名永存”的价
值观，立起一座巍峨高耸的英雄丰碑。

时代不同，仁人志士尚武报国的心
境不同，书写出的文章和战斗诗词风格
迥异，但共同的特征是高扬民族大无畏
英雄主义精神、浇铸民族敢于牺牲奉献
的文化基因，历经时光与岁月的淘洗，愈
发光芒闪烁，并深植于华夏大地，融入中
华民族的精神血脉，积淀形成我们伟大
民族的英雄主义标识，使得中华大地英
雄辈出、群英璀璨，照亮漫漫长夜，让祖
国历经无数曲折磨难而岿然不倒，在愈
挫愈勇中发展壮大，在战胜外侮入侵中
觉醒奋起……正如一位外国政治家所
言，中国人是幸运的，总是被他们之中最
勇敢的人保护得很好。这些最勇敢的人，
就是在英雄主义文化滋养下成长起来的
一代代仁人志士。事实上，英雄主义的文
化氛围和土壤一经形成，英雄人物就始
终会前仆后继、辈辈而出，中华民族的伟
大事业就必定长盛不衰、谱写传奇！

（兰天 ：驻宝某部军旅作家，撰写散
文、诗歌、文艺评论等约 50 万字，获“长
征文艺奖”“群星奖”等，参与策划创作
了电视剧《兄弟海》 《解放海南岛》等。）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说过 ：“人不读
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
人则语言无味。”读书带给我的切实体
验，如同一次旅行，到达陌生的境地，开
阔了眼界与见识，滋润了灵魂和认知，
认识了新的风景、新的地方、新的人，也
让我知道了自己的浅薄和渺小。

小时候，对“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这句话，虽不大懂，但从此知道读书是
一件有意义的事。以后慢慢喜欢读书就
是从看一本本连环画开始的，至今仍记
得《水浒传》 《三国演义》的好多故事。
再大一点，也看小说，比如金庸的《射雕

英雄传》，就是借同学的书晚上点灯熬
油看完的，兴趣盎然，看完仍觉意犹未
尽。上初中后，就把历史书当故事书来
读，新课本一发下来，就迫不及待地看
下去，特别对那些历史上打仗征战的事
感兴趣。随着年龄增长，看的书也慢慢
多了，特别是参加工作后，涉猎面也更
加广泛了。现当代小说、人文、历史、社
科、经济、法律及专业方面的书都看，有
时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只懂些皮毛。但
每有会意，心中有得，便喜不自胜，那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真是“言有尽而意无
穷”，仿如“久旱逢甘霖”一般。

英国著名作家培根说过，读史使人
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
学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
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一直都以为，读书是一件非常纯粹的个
人事情，必须注重主观感受，书我相融，
自我体验, 在读与悟中感受知识对灵魂

的洗涤和充实。  
迄今为止，印象最深的是钱钟书先

生的 《围城》。因为写本科论文的缘故，
我读了不下六遍，书里许多细节记忆犹
新，作者的冷幽默和在诙谐调侃中对人
性的深刻剖析，引发人无限思索，特别
是关于“围城”的表述，实为人生矛盾论
的经典诠释。试想，我们哪个人不是在
爱情、婚姻、工作、生活的围城中苦苦求
索 ；读 《身边的逻辑学》，让我明白人的
思维惯性的种种错觉，在“乱花渐欲迷
人眼”中，学会如何清晰思考，增强思辨
力，使看问题“柳暗花明又一村”；读 《经
济学概论》，知道了供求关系的重要，也
知道了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在人际关系
和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懂得生活也
要学会运用经济学的思维与智慧 ；读金
一南将军的 《苦难辉煌》 《心胜》 这两本
书，使我对毛主席说的那句“人总是要
有点精神的”这句话加深了民族力量的

解读，正是靠着坚如磐石的意志力和强
大的持久韧性，中华民族才一步步走向
光明的未来，它也启示我们做人要不畏
困难、挫折，也要有长远的眼光、见识与
忧患意识………

读书启发心智，陶冶性情，开阔心
胸。特别是在当前快速变革的时代，更
能让人在喧嚣的世界中，变得从容与淡
定，不再那么浮躁与功利。每当读书的
时候，就像和一位知识渊博、德高望重
的智者对话，抑或是在听他的讲座，给
人无尽的思考与启迪。现在，繁忙的工
作之余，最大的休闲与爱好就是捧起一
本书来读，不论是在夜晚还是在周末，
沉浸在书中的感觉让我常常忘记现实
的困顿与烦扰，沉醉于此刻心灵的宁静
与自由。

我读书不多，但爱好读书。在平凡
的生活中，读书让我简单而又快乐、幸
福而又充实。

油菜花（外一首）

■ 魏娜

灿烂的油菜花
你有着阳光的暖色调
仿佛一个有着个性体温的名字
温暖来自于一朵一朵聚集在一起
对彼此说加油，对自己说加油
那么多的“加油”被齐声高喊
就是惊天动地的美
这激励之声，让整个四月战栗

热烈的油菜花
我和我的姐妹们扑向你
绽放成女人花在尘世摇曳生姿
芸苔是你，晓霞是你
秀月是你，萍儿是你，娅娅也是你
——朵朵都是你
哦，油菜花呀油菜花
你拥有了多种可能和比喻

朴素的油菜花
原本你只用一种黄表达自己
闪耀，辉煌。这些词都不是你本意
你作为农作物榨干自己养活人类
因此我可以叫你祖母叫你母亲
叫你二婶叫你大姨
叫你乡间路叫你黄土墙
叫你碌碡叫你皂角叫你风箱
叫你泥土叫你回忆
叫你父老乡亲叫你陵辉叫你永利
直到把你叫回成一座村庄

再写油菜花
村花，就选油菜花吧
没有哪一种花如它这般美而务实
四月，它们让一座土塬明亮耀眼
仿佛星星的灯盏
又有着阳光的颜色和味道
天地间因此金亮亮一片

在此，金黄，是唯一的真理
铺出黄金大道，黄金天涯
我要裁一块儿这嫩黄的布匹
给我做成衣裙，再编一个金黄的花冠
然后沿着这黄金地毯走下去
变成受人敬仰的样子

这些会和蜜蜂蝴蝶谈情说爱的花朵
顺着塬坡组成梯队，往五月里开
当我站在垛口墙远眺
它们都有金色的大好年华
有金子般的沉默
也有起伏的豪言壮语          

从天边涌来
肢体密密实实地拥挤在一起
潮头  漫过住着祖辈灵魂的老屋
和繁衍着儿孙后辈梦想的土地
然后  被涂成五彩缤纷的村落
陷落无数惊叹的眼眸  阳光折射
天空瓦蓝  蜜蜂陶醉于暗香

每一块不同的油菜花  都是大地的语码
深藏其中的浪漫  与古老的姓氏
和血脉相通  最终覆盖曾经的贫瘠
在漫长的花季里  所有学会远眺的人
都将成为风景  成为幸福的代言者
刈除杂芜  以鲜花装点生活
 

花海  花海
种下花海  种下对未来的希冀和向往
每一朵花里  都盛满真诚的笑意
于是  这真诚被村庄之外的人接纳

保持质朴和纯真  只需耕耘和汗水
鲜花的胸怀就是劳动者的胸怀
打心眼里  土地的命运就是自己的命运

如今  那几百亩花海连起每一个季节
每一个季节都鼓舞人心  每一朵鲜花的
绽放  都与自己的生活有关

于是  关心每一个农时与节令
关心每一次施肥和灌溉 
赶在每一个花期  怒放笑容 

花海  花海
轻柔地起伏在季风里  传递
庄稼人幸福的信息

读书，也是一种生活   
◎ 马海东

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外一首）

■ 范宗科

倡导全民阅读
共建书香宝鸡

西秦 诗 苑

“4·23”世界读书日——

我们一起读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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