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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本期主题：红色阅读

编者按：
在 中 华 大 地

上，每一件红色文
物、每一个红色故
事、每一片红色沃
土都孕育着与之一
脉相承的精神，构
筑起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

如何让历史对
今天的孩子不再遥
远？如何让过去与
现在建立起深刻的
联系？怎样去积极
获得革命薪火相传
的具体方式？本版
从阅读红色经典、
讲述革命故事、追
寻光辉足迹等不同
角度，与读者一起
重温峥嵘岁月，汲
取智慧和力量。

诗人徐鲁同时是一位极富理
想主义情怀的儿童文学作家，这
使得他能够游刃有余地驾驭重大
题材并出手不凡。《远山灯火》（安
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是一部写给
孩子的、献礼建党百年的力作，徐
鲁以其深厚的儿童文学功力，就
如何在新时代为孩子讲好革命故
事作出积极的艺术勘探。

抓好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是

重要的时代课题，其中讲故事是
达成学习效果非常有效的方式，
而故事的讲述方式又是影响儿童
接受文学的关键。徐鲁没有简单
采用“我讲你听”的施与模式，相
反，他的故事设计始终将儿童读
者主体放在首要位置，他要突破
解决的主要艺术难题就是，如何
让历史对今天的孩子不再遥远？
如何让过去与现在建立起深刻的
联系？我们怎样去积极获得革命
薪火相传的具体方式？《远山灯
火》是一部在字里行间布满这些
艺术思考的优秀之作。

决定一部儿童文学是否优秀
的根基是作家的儿童观，是作家认
知理解与对待儿童的态度。红色基
因需要祖国的未来去积极传承，青
少年是传承的主体。因此，儿童主
体性建构是红色记忆写作的灵魂。
徐鲁在党史题材的写作中将此贯穿

始终，于是他便从根本上解决了作品
的可读性与接受力的问题。《远山灯
火》跨越较长的革命历史，但它保证童
年时时在场，从细节处经营，讲述出与
儿童息息相关的革命故事。从开篇的

“楔子”开始，独臂英雄老人出场后，很
快一群孩子进入画面，活泼泼的姿态
荡漾文本内外，与老人形象相映生辉，
和谐相伴，很容易就拉近和今天儿童
的时间距离。在文本中不去孤立地呈
现历史，而是努力让今天的孩子在故
事中进入历史，和革命人物直接交往，
实现文本内的历史与今天的对话，这
在徐鲁是颇为用心设计的。

徐鲁就红色基因传承这一问题
也有深入思考与表现。他的与众不
同之处在于，他没有在历史故事结
束的地方戛然而止，而是同时也讲
述了革命精神是如何传承的。他讲
述了传承的故事，将英雄人物故事
的时间线一直拉到现在，让历史与

当下交会，这是他在百年党史视域
中的儿童文学创新。独臂老人、满
仓、梁爷爷——徐鲁精心刻画的这
位英雄人物，虽然他曾战功显赫，但
他跃然纸上的童年期的顽皮天真，
与老年时的和蔼可亲，使他很容易
获得孩子们的情感认同。徐鲁提
出了当下革命精神传承的一种重
要通道，那就是革命前辈、老共产
党员对儿童的守护与陪伴，具体的
交往载体则是“红娃书屋”。

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贵在体
悟精神实质，夯实信仰根基。文学
的优势在于它以情感为轴，生动还
原历史场景，让读者在浸入与体验
中走向理性判断。因此，儿童文学
在青少年思想教育中扮演着举足
轻重的角色。儿童文学又是关于
成长的文学，儿童读者通过故事主
人公的成长经历获得替代性的经
验满足，参与文化实践，增进社会

化。因此，英雄人物的成长故事契
合少年儿童对成长图式的审美期
待，通过具身性的审美感知，儿童
才能弥补自身生活经验的不足，与
历史建立起亲密关系。

徐鲁的写作范式启迪我们，为
孩子讲述英雄故事，它在本质上是
一种陪伴中的对话与互动，它必须
打通文本内外儿童的心灵通道，让
历史来到现在，照拂未来，让当下
共鸣过去、启迪智慧。徐鲁将纯真
的童年、文学的诗意、革命的灯火
三者高度融合，塑造出中国儿童文
学史上极具深远象征意义的经典
意象——“远山灯火”，这一团象征
着革命理想的红色灯火，在百年的
征程中，在一代代共产党员的奋力
拼搏中接续传递，而在童真视野中
去呈现时，它又是格外的明亮与美
丽，彰显出无比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远山留胜迹 灯火照后人
李利芳

“让我感触
最 深 的 故 事 是

《小井红军烈士
之 墓》，当 年 有
130 多位来不及

转移的重伤员，被敌人用机枪扫射
在一片稻田里，其中最小的叫李新
华，才 14 岁。在这些人中，我们知
道姓名的只有18名，其他人成了长
眠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无名英
雄⋯⋯”讲故事的女孩叫余梓洋，是
井冈山中学学生，她从 4 岁开始经
常利用节假日，身着红军服在景点
义务讲解红色故事、传唱红色歌谣，
被游客们称为“井冈山上小红军”

“井冈山上小百灵”。
余梓洋告诉记者，自己是革命

烈士谢桂标的后代，妈妈是一名小
学教师，也是井冈山革命博物馆义
务讲解员。她小时候常常随妈妈去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耳濡目染，加上
喜爱阅读，对井冈山红色文化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一开始讲故事就是

好玩，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的哥哥
姐姐、叔叔阿姨都对我竖起大拇指，
于是我就想把这些故事讲给幼儿园
的小朋友听。后来上了小学，在井
冈山小学的红色文化长廊讲解了 5
年，那里是我成长的摇篮。随着慢
慢长大，我从最初的懵懂到现在的
理解，每一次讲解对井冈山精神都
有不一样的感悟。”

近日，“追寻光辉足迹”主题阅读
活动在井冈山举行，记者随“书香中国
万里行”走基层巡回采访活动来到井
冈山，聚焦全民阅读。在井冈山小学，
记者看到，校门外石墙上刻着的“井冈
烙印 家国情怀”，与校内巨石上红色
的“书香”二字以及草坪石头上的“六
年读一百本书”遥相呼应，彰显出学校
的办学理念和浓浓的书香气息。

“我的太祖奶奶曾志是一名红
军女战士，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故
事是《魂归故里》⋯⋯”走进树木葱
茏的红色文化长廊，一幅幅图文并
茂的红色故事展板引人驻足流连，

四年级学生石夏嘉字正腔圆又饱含
深情的讲解，更仿佛把我们带入了
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

校长张青云告诉记者，石夏嘉是
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是井冈山小学的

“小红军讲解员”，在这里读书的还有
几十名井冈山红军的后人，而像石夏
嘉这样的“小红军讲解员”，学校先后
培养了近700名。阅读红色经典、把
红色故事讲给大家听，是学校传承红
色基因的“必修课”，在红色书籍的熏
陶下，孩子们更有使命感。

“为了将井冈山精神融入校园文
化建设，让孩子找寻红色基因的密
码，学校结合实际，开辟了一条红色
文化长廊，打造了一个红色德育工作
室，建设了一个红色电子阅览室，编
写了一系列红色校本教材，并把校本
教材纳入课程的建设中，保证每周一
课时，让红色德育系列化、课程化、常
态化。”张青云坦言，这套校本教材蕴
含了学校小小的心愿：希望学生们能
了解一些井冈山的斗争史，知道一

些井冈山先烈的故事，会唱几首井冈
山的革命歌曲，会介绍几个井冈山的
风景旧址⋯⋯让每一个从井冈山小学
走出去的孩子都打上“井冈烙印”，都成
为传播井冈山精神的“金话筒”。

孩子的成长离不开学校和家庭，
也离不开社会大环境。江西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黎隆武介绍，井冈山作为中
国革命的摇篮，多年来，利用丰富的红
色资源，打造了独具特色的红色阅读

“井冈模式”，如“吃一顿红米饭，唱一
首红军歌，走一趟红军路，读一本红军
书，听一堂传统课，扫一次红军墓”的

“六个一”活动，让红色文化深入人心、
历久弥新——

在当年朱德军长和毛委员挑粮的
小道上，学员们拿起扁担，挑着几十斤
的粮食走崎岖的山路，重温老红军的
挑粮经历；在小井红军医院，孩子们了
解革命先辈们如何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克服重重困难，使一批批红军伤员
重返战场；在井冈山红色书店，读者们
翻阅着红色书籍，聆听红军后人讲述

当年的故事，离开时还不忘在购买的
新书扉页盖上“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红色印章；在八角楼毛泽东曾居住和
办公的地方，我们仿佛看见当年毛泽
东借着清油灯一根灯芯的微弱灯光，
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
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光辉著作
的情景；在古田村井冈山红圣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学生们以“小红军”的身
份入住当地村民家里，吃红米饭，品
南瓜汤，开展劳动教育、工艺制作、红
色书屋阅读经典等活动⋯⋯

一个个革命故事、一曲曲红色歌
谣、一段段红色历史，让人们了解到中
国革命的艰辛与不易，体会到井冈山
斗争的光辉历史，更加珍惜今天的幸
福生活。现在，余梓洋是井冈山“小红
军宣讲团”团长，她和团员们一起将红
色文化带进了校园、社区和茨坪革命
旧址群，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她说：“作为井冈山的革命后代，我们
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好井冈山精神，让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来，我给你讲个革命故事”
——井冈山上的小红军讲解员

本报记者 却咏梅

1936 年 6 月 ，美 国 记 者 埃 德
加·斯诺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
着生命危险进入被国民党军队重重
包围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进
行了长达四个月的采访考察。之
后，斯诺根据这些采访笔记整理汇
编成一本书——《红星照耀中国》，
由伦敦戈兰茨公司正式出版。

这趟旅行对于斯诺来说是一场
探秘之旅，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只知
道中国共产党被称为“赤匪”，还没
有一个西方观察者与其领导人有过
直接接触，或向外部世界报道过他
们。更为可贵的是，这本书作为历
史的记录和未来发展趋向的预言，
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对于一名中
学语文教师来说，如何讲清楚这本
书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精神
价值，如何让学生尽可能读懂写作
者斯诺本人基于对国际形势敏锐把
握的激情政论等，都成了摆在教师
面前的难题。

按照余党绪老师提出的“整本
书阅读思辨读写”的思考，每本书都
有自己待开发的多元价值。教师选
择进入教学和课堂的，应该是这个文
本在立德树人目标的达成、核心素养
的培养等方面所具有的具体价值。
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斯诺通过对中
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的个体描写、对从
四面八方赶来参加红军的“红小鬼”
的群体描写、对红军战士以及“红色
中国”精神面貌的概述，集中展现了
一个政党的创建过程以及这个政党
是如何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工
人、农民、士兵成为其中一分子或者
是“同情者”，而所有的答案都指向了
一个核心词——初心与使命。那么，
在这本书中，初心与使命是如何
呈现的呢？

从良知到信仰

在这本书里，斯诺第一次向全
世界介绍了中国共产党——这个刚
刚成立了 15 年的年轻政党——的
领袖人物。斯诺面对他们时，不仅
思考的是“这些人是怎样的人”，更
在探究“他们因何而成为了这样的
人”。他把目光聚焦在毛泽东、朱
德、彭德怀、周恩来、贺龙、徐海东等
人身上，既记录现在，也追叙过去。

书中用了整整一篇来记载毛泽
东的个人口述自传，而这一篇的标题
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在毛
泽东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过程中，我
们能清晰地看到他在少年时期所具
有的朴素的道德良知，比如他和父亲
在是否要施舍穷人上产生分歧，还有
觉得“造反的人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
人那样的老百姓”。这种朴素的道德
良知，我们在其他领导人身上也能看
到。彭德怀已经准备要和他的表妹
结婚，然而一件事情的发生使得他不
得不再次踏上逃命的道路。他带领
一群农民攻打了一个地主的家，“我
事后想起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
人”。徐海东更是因为童年的经历而
深感“穷人的孩子是得不到公平
的”。对身处不幸命运的人的同情，
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构成了这些领袖
人物道德良知的底色。

然而，并不是有了这种道德良
知，就一定能走上中国共产党的道
路。这中间一定有复杂的因素构

成。在毛泽
东 的 自 述
里 ，我 们 能
看到这些因
素——不断
地学习与反
思 、持 之 以
恒地准备与
实 践 、各 种
思潮的摸索

与尝试。从崇拜梁启超、康有为，到
选择陈独秀、李大钊；从湖南的徒步
考察，到辗转泰山、孔墓；从剪辫子，
到创办新民学会、组织反军阀运动；
从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
政府主义，到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在
毛泽东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过程中，
有外在时局变化的影响，有周遭师友
的启发与陪伴，但最重要的，是毛泽东
对人民、对民族怀有的深刻情感，而周
恩来、朱德等人无一不是如此。因此，
从一个个革命领袖到一个政党的建
立，看起来是人的集合，实质是信仰的
集合。而这个信仰，就构成了这个政
党的初心与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从“我”到“我们”

在记叙领袖人物的生平过程中，
斯诺有了一个“一再的发现”，“共产党
人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
事情，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
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你所听
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
事”。我们在毛泽东的个人自述里也
能发现这一点。那么，是什么力量把

“我”变成了“我们”呢？
我们可以试着从另外一群人身

上寻找答案，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人民的军队——红军。斯诺
在书中详细记载了红军的成长过
程，以及红军所进行的“现代史上无
与伦比的一次远征”——长征。斯
诺热情地讴歌了这次远征，认为它
体现了“冒险、探索、发现、勇气、艰
难困苦、英勇牺牲”等诸如此类的词
语。第八篇“同红军在一起”更是集
中描写了红军的年龄、文化程度、组
成来源、武器装备、学习训练、政治教
育、精神风貌等各方面的内容。斯诺
在把红军同白军乃至其他国家的军
队做了比较之后，得出了一个结论：红
军的优越性就在于，它往往是在战斗
中相信自己是为一定目的而作战的唯
一一方。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很简

单，那就是为人民、为民族，这一点在“政
治课”这一节里体现得最为充分。这些
年轻的红军战士，他们来自人民，又在战
斗中深刻感受到人民对他们的支持。
这是他们能成为最优秀的军队的原因。

不仅是红军战士，斯诺在这本书
里还为我们描写了一群朝气蓬勃、昂
扬向上的红小鬼，也叫少年先锋队
员。在斯诺笔下，这些十三四岁、十五
六岁的少年展现出了一种生气勃勃的
精神：他们有着高度的个人自尊，不能
接受别人叫他“喂”，因为“他们是未来
的红军战士，是同志”；他们来历不同，
都遭遇过人生的悲剧，然而却是一批

“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他们
有着红彤彤的脸、闪闪发光的明亮眼
睛，穿着肥大的衣服，却并不妨碍他们
参与真正的战斗；他们对简单的马克思
主义口号有一种信仰，哪怕这种口号对
他们来说只是“意味着帮助他们开枪打
地主和师傅”。是什么让这群少年超越
了常规情况下可能有的幼稚、胆怯、想
家，而变得能够跟随一支军队走上六千
英里，还能保持着如此昂扬的精神面貌
和刚毅坚忍的品格呢？在“红小鬼”这
一节里，斯诺为我们揭示了这个问题的
答案。他们通常来自贫苦的家庭，挨饿
往往是童年最深的记忆；他们自愿跟
随着红军，只是因为“红军是替穷人打
仗”的简单信念。

至此，我们可以揭开从“我”到“我
们”的奥秘：这些现在或未来的红军战
士，他们来自旧中国千千万万个普通
的家庭，本身就是人民中的一员；他们
加入红军，是因为要为穷苦的人民去战
斗；在战斗的过程中，他们又无时无刻
不感受到来自人民对他们的支持和拥
护。因此，“我”就成了“我们”中的一分
子，无数个“我”就汇成了“我们”。这就
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他们正是
初心与使命的生动体现者。

从怀疑到坚定

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们无
法忽视斯诺作为一个讲述者的重要角

色。在出发动身去边区之前，斯诺脑
海中带着无数的问题。从这些问题中
我们可以看出，斯诺是一个不被宣传
左右、有主见、有深刻见解，为了寻求
真相愿意冒险的西方记者。正是因为
有这样的特质，我们才得以在他的笔
下看到整个红色中国的样貌。

在这次出发采访之前，斯诺在中
国生活了七年。作为一名有社会责任
感的记者，斯诺对当时旧中国的面貌
怀着深刻的关切。在“死亡和捐税”这
一节，斯诺记录了西北大灾荒的情
形。他亲眼看到了千百万的人死去，
也看到了许多有钱人拥有着千千万万
吨的小米却不去救济灾民，他问自己，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但是，记者怀
疑的天性告诉他，“红军究竟是不是好
一些呢”？由此，斯诺既采访领导人，
也采访中下军官、普通士兵、农民，他
笔下的陕北如同一个未知的国度，逐
渐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乐观、自由、平
等、生机勃勃的光辉。仿佛是因为在
这个红色国度里看到的一切激起了他
的热情，他不止一次地打破理性客观
报道的基本准则，现身在文中进行热
情的评价，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对中
国共产党必胜的信念。

是什么让一个身处红色中国之外
的他者从怀疑走向了坚定呢？在文末，
斯诺写道，“产生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
基本条件本身包含着这个运动必胜的
有力因素”，换言之，是历史选择了中国
共产党，是这个政党的初心与使命决定
了其最后必胜的结局。而斯诺，正是这
个政党初心与使命的见证者。

《红星照耀中国》出版之后，曾激
励了一大批有志青年投身到如火如荼
的红色革命中，时至今日，书中所记载
的人物和故事还闪耀着乐观、自信、果
敢的光辉。我们今天在阅读时，还会不
断地讶异于那些我们崇拜的伟人和英
雄原来有如此可亲可爱的一面，我们在
这种真实的记录中被他们的精神和气
质感染，这也是属于我们的探秘之旅。

（作者系湖北省宜昌市外国语高
中校长、正高级教师）

初心与使命
——读懂《红星照耀中国》的一把钥匙

谭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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