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并非闲话

书房
□朱亚夫

书里乾坤大， 斋中视野宽。

书斋， 这小小的一方天地， 能包

含浩瀚的大千世界。 你走进这个

世界， 历史的纵横阡陌， 一览无

余； 当今之世象百态， 任你观

赏； 先哲的真知灼见， 沁入心

田； 时贤之民生话题， 发人深

省。 坐拥书城， 可净化浮躁的灵

魂， 清除尘世的喧嚣。

此情此景， 实乃人间至乐无

尚； 此时此刻， 只有“天堂” 两

字当得！

书斋是文人气息、 书生意气

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 照梁实秋

先生的话说： 它“有女人的隐约

的美丽， 以及伟大城市的玄妙莫

测”。 试看， 满室五花八门的图

书散发着阵阵书香， 而且书房门

上有匾额， 墙上挂书画， 让人赏

心悦目。 一方匾额， 但闻书卷气

犹浓； 两行联语， 却见翰墨香正

芬。 一排书柜， 万卷图书肃立； 五

尺书案， 一身辛劳相映。 桌上难觅

文房四宝， 唯见彩屏荟萃三江。 小

小书房， 能容大千世界； 咫尺荧

屏， 尽显四海风云。 走进书房， 一

股书卷气扑面而来， 俨然走进一个

花香鸟语的世外桃源， 它不是天堂

是什么？！

书房会散发书香， 能熏陶心

灵， 有一种神奇的诱人的力量。 著

名现代作家冯骥才曾经写过一篇题

目叫 《书架》 的文章， 文中有这样

一段精彩的描写： 冯年轻时， 到一

位同学家玩， 这个同学的爷爷是位

皓首银须的长者， “他室内四壁都

是书架， 几乎瞧不见一块咫尺大小

的墙壁。 我感到这房间又神秘又宁

静， 而且高深莫测”。 在年轻的冯

骥才眼中， 这就是人人仰慕的“又

神秘又宁静” 的天堂！ 于是他回家

后， 设法搬来一个大书架， “擦抹

得干干净净， 放在小屋最显眼的地

方”。 显然年轻的冯骥才把书和书

架视为世上最美好最神圣的东西

了， 正是他神往书架、 书房， 于是

有了后来的著名作家冯骥才。

书房好比天堂， 其实天帝也钟

情书房。 据元代伊世珍所著 《琅嬛

记》 上说， 天帝也有书房， 某日，

张华当游于洞宫， 遇一人于涂， 相

与共至一处， 大石中忽然有门， 引

华入数步， 则别是天地， 宫室嵯

峨。 引入其室中， 陈书满架……华

历观诸室书， 皆汉以前事， 多所未

闻者， 华问地名， 对曰“琅嬛福地

也”。 明张岱在 《琅嬛福地记》 中

也有此记述。 天帝自然是虚构的，

但它反映书房是读书人的天堂， 却

是真实的。

其实， 走进书房与联系实际，

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事物的两个方

面。

牧童与牛 （国画） 毕杰

■八面来风

红色基因
□王 洪

从一大会址纪念馆直播带货， 到四大

纪念馆推出盲盒潮品， 从网上城市文化讲

解到数字体验党课， 上海的红色文创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文化企业、 科技企

业。 希望呵护这类“自下而上” 的红色文

创热情。

上海是红色文化的发源地。 今年上海

“两会”， 许多代表委员建议， 上海拥有一

大批具有顶级 IP 价值的红色文化资源，

建议研究红色 IP 的评估、 授权、 确权和

运营等的规范与管理， 为红色文创提供一

站式服务。

多项针对青少年的调查结果表明， 当

代青少年的自我感、 表达欲极强， 对新

事物充满好奇与渴望， 但“权威感” 降

到历史最低点———对传统、 陈旧的方式

接纳度低。 而目前申城红色文化场馆的

宣传展示手段跟不上要求， 微信公众号

多是简介和预约功能， 数字内容转换率

低， 红色文化、 红色故事的数字场景应

用率低， 开发手段单一， 在青少年活跃

的短视频、 “B 站” 平台注册的不多，

相关新兴文化产品匮乏。 都是亟待破解

的事情。

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 红色是城市文

化最有价值的核心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说

过， “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文明史， 中

国人民近代以来 170 多年的斗争史、 中

国共产党 90 多年的奋斗史、 中华人民共

和国 60 多年的发展史， 都是人们书写的

历史。 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 目的是以史

为鉴， 更好前进”。 总书记的讲话， 充分

诠释红色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

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传承光荣

与梦想， 把上海的红色文化诠释的更加全

面、 具体和生动， 当下依然需要不断创新

方式和形式， 通过生动活泼， 富有感染力

的样式， 让更多的人们， 接受教育和熏

陶，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充

分润泽上海红色文化的营养和雨露， 让

充满活力的红色文化形式， 辐射更多人

群， 提供“十四五” 建设发展强大精神

动力。

传播上海的红色文化， 应大力探索利

用“互联网 + 红色资源” 道路， 抢占青

少年关注的新兴平台， 摒弃“说教” 的方

式， 从故事和人物入手、 从青少年心理入

手， 将内容形象化、 趣味化， 尝试打破

“次元” 壁， 发挥沪上众多代表性红色文

化场馆资源优势， 开发各种适应年轻人的

娱乐方式， 让青少年“参与” 其中去感悟

学习， 讲好其中的历史人物故事， 用艺术

方式和现代传播， 让年轻人感到生动有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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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茶座

与牛同行
□唐剑锋

■灯下漫笔

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意识
□沈 栖

已在文坛声誉日隆的托尔斯泰

在完成了 《安娜·卡列尼娜》 后， 一

度消褪了创作长篇小说的冲动， 反
躬自省， 于 1879 年—1882 年冷静

地写下了一部自传体的力作 《忏悔
录》。 这是他受到法国思想家、 哲学

家卢梭启迪的结果。 托尔斯泰曾把

卢梭的肖像 “悬在颈下如圣像一
般”， 并将卢梭的 《忏悔录》 列入最

爱读的书单中， 自云： “受这本书
的影响程度巨大”。 相较卢梭的忏悔

诸如半乱伦式的爱情、 受虐癖和暴

露癖等 “一生中最隐秘的感情”， 彰
显出忏悔的真诚以及忏悔之后的平

和心情， 托尔斯泰在忏悔自身诸多
卑俗的精神状态 （如虚荣 、 贪欲 、

自私、 通奸、 骄傲、 酗酒等等） 的

同时 ， 力图探讨 “人生的意义何
在？” “我们为何而活？” 《忏悔录》

倾诉其为追寻人生目的、 人生意义
过程中所经受的道德和精神上的痛

苦， 撕下一切假面具， 显露自己赤

裸裸的、 几乎是炼狱中的灵魂， 从
而获得心灵的超拔。

身为贵族的托尔斯泰痛感自己
由于生活富裕所造成的对生命意义

的无知 。 他在 《忏悔录 》 中写道 ：

“我们生活的富裕条件剥夺了我们理
解生命的可能性。” 倘要挽救自己的

灵魂， “就必须抛弃生活中的一切
享乐 ， 要劳动 、 谦卑 、 受苦 、 仁

慈。” “如果我要理解生命及其意

义， 就不能过寄生虫的生活， 而应
该过一种真正的生活。” 因此， 他在

晚年下决心要实现 “平民化”， 执意
放弃特权， 放弃财产， 放弃稿酬和

版权 ， 并离开 “地主老爷的王国 ”

“住在农舍里”， 和底层人群融为一
体。 1910 年 10 ? 28 日凌晨， 他

离家出走， 10 天后病逝于俄国南部
小城阿斯塔波沃的火车站。 就连他

的孤坟也朴素得如同普通平民， 没

有墓碑 ， 没有雕像 ， 没有十字架 。

托尔斯泰的自我忏悔， 恰如鲁迅所

说： “在心灵的污秽中拷问出那心
灵的真正的洁白”。

纵观托尔斯泰的文学世界， 有

两部小说的男主角都为聂赫留朵夫，

每每闪烁着这位 “忏悔地主” 的影

子， 可谓自况。 如 《一个地主的早

晨》 中的聂赫留朵夫， 他觉得一人
独占广袤的庄园是一种罪恶， 森林

和土地应该属于所有生活在阳光下
的人们 ； 写于 《忏悔录 》 之后的

《复活》 中的男主角聂赫留朵夫堪为

托尔斯泰的化身。 他年轻时放荡过，

玷污了姑妈的养女玛丝洛娃， 随后

又将其抛弃。 忏悔后的聂赫留朵夫
最终背叛了贵族上流社会， 当知晓

沦为妓女的玛丝洛娃蒙受不白之冤

入狱后， 他良心发现， 在精神上得
到 “复活 ” ———自我认罪 、 忏悔 ，

也决心赎罪， 努力为玛丝洛娃伸冤，

上诉失败后又同她一起去了西伯利

亚。 ———两位聂赫留朵夫的所作所

为正是托尔斯泰当年的心情写照 ，

体现出他 19 世纪 80 年代世界观的

激变。

在欧洲文学史和哲学史上， 作

家或学者写 《忏悔录》 似成为传统，

换言之 ， 它是基督教文明的传统 。

作为基督教徒， 托尔斯泰以 “忏悔”

的方式， 宣传博爱精神， 主张宽恕、

仁慈、 “不以暴力抗恶” “道德上

自我完善”。 托尔斯泰的 《忏悔录》

处处渗透着 《圣经》 的精髓和信仰

的力量， 他将 “摩西十戒” 归纳为
“五戒”： 不发怒， 不犯奸， 不发誓，

不以怨报怨， 不为人敌。 在托尔斯

泰的笔下， 每个灵魂中都可以看见
同情、 悲悯和博大深沉的爱。 据说，

他从青年作家柯罗连科政论 《司空
见惯的现象》 读到了俄国的历史和

现实中许多痛苦、 不公、 不义而大

哭一场， 但其伟大之处在于： 不苟
且， 不逃避， 不粉饰， 而是自信地

说： “我们仍然要活下去！” 因为他
执着地追求着真善美这个一切高贵

者的共同目标。

得知托尔斯泰病逝， 正在意大

利旅行的高尔基悲痛不已： “只要
托尔斯泰活着， 我在这个世界上就

不是孤儿。 但他死了， 他带走了一
个世界 ， 再也没有人带我们忏悔 、

替我们赎罪了。” 看来， 高尔基是深

谙托尔斯泰忏悔意识真谛的。

我们生活在高铁时代， 却离

不开牛的品质。 著名画家李可染

说 ： 鲁迅先生 “俯首甘为孺子

牛”， 此语给我启发教育， 吾因

此开始画牛， 并名我画室为 “师

牛堂”。 先生画牛极富生活情趣，

或行， 或卧， 或凫于水中； 牛背
上， 稚气的牧童悠然自得， 或观

山， 或引吭， 或竞渡。

郭沫若先生曾为李可染所画
之牛， 特地撰文 《水牛赞》。 晚

年的李可染， 更是着意画牛。 画

的最多的是 《五牛图》。 李可染
先生的一生 ， 是典型的与牛同

行。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 是一件大事， 更需要发扬为

民服务孺子牛 、 创新发展拓荒

牛、 艰苦奋斗老黄牛精神。

人要学习牛的勤劳。 牛是很

有力气很勤劳对人很忠实的动
物， 牛一生 “吃的是草， 挤出的

是奶”。 长期以来， 为了人类的

农业、 交通事业， 牛付出自己一

生的精力 ； 每天 ， 牛起得都很

早， 睡得却很晚， 牛不停蹄地帮

主人耕地、 拉车。 勤勤恳恳的日
复一日 ， 年复一年 ， 没有节假

日， 也没有星期天， 在地里、 在

路上辛勤地劳动着。 太阳火辣辣

地照着， 它不叫累； 大雨不断地
下着， 它不喊苦。 踏踏实实地做

着自己该做的事情， 任劳任怨的
样子是那样的可爱。

人要学习牛的忠诚。 牛是动

物中最忠诚的一位， 你给它一把
草 ， 它就会还你一杯奶 。 虽然

“吃的是草”， 却从不闹情绪， 影
响它耕地、 翻土、 拉车； 只要主

人吩咐， 它就会竭尽全力， 它就

会不畏艰苦， 它就会一步一个脚
印地埋头苦干。 牛是一种图腾，

牛是一种品质， 牛是一种精神，

牛是一种力量。 惟有像牛一样忠

诚自己的事业 ， 干好自己的工

作， 坚定自己的信仰， 越是艰险
越向前， 执著前行， 我们才能在

新的伟大征程披荆斩棘、 开拓创
新、 取得更大胜利。

人要学习牛的执著。 执著是

成事的前提。 没有执著的精神，

再简单的事情都很难坚持， 都很

难做成。 执著是牛的脾气； 我们
在形容一个人就是经历挫折打

击、 前路困难重重， 也绝不放弃

时 ， 就会说这个人有不认输的

“牛脾气”。 假如我们做事， 不论

改革， 科研攻关， 还是与新冠病
毒斗争， 没有执著精神， 很可能

会因外界干扰而改变自己认准的
方向 ， 被眼前利益弄得再无心

“读圣贤书” 了。 很多人的失败，

不是认准的方向不对， 而是没有
能够坚持到最后。

人要学习牛的善良。 牛是最
善良的动物 ， 虽然是个庞然大

物， 却温和好亲近， 无论大人小

孩， 都可以靠近它， 总是一副温
和善良相。 只要你不伤害它， 它

绝不会动粗、 动怒。 就是你有时
抽打它， 也不会记在心上， 更不

会耍性子 、 闹情绪 ， 从此不耕

地、 翻土、 拉车。 它总是宽宏大
量原谅你， 从不记恨你， 你让它

耕地它还是会耕地， 你让它翻土
它还是会翻土， 你让它拉车它还

是会拉车； 总是替别人， 替主人

想。 善良原是人的本性， 人远远
没有牛做得好。

人要学习牛的坚韧。 牛的坚
韧不拔， 是人学习的榜样。 不管

前路多么艰难， 不管山有多高、

路有多长， 只要主人有令， 牛就

会执著前行。 牛就是受伤之后，

也一定是 “轻伤不下火线”， 还
在向前冲 ， 这是一种坚韧的力

量， 一种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
精神。 你看战争年代， 无数革命

先烈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 冲开

了新中国解放的大门。 有了牛的
这种坚韧， 就是征途之上， 还有

这样那样的困难与考验， 还有这

样那样意想不到的挑战， 也绝不

能阻止我们前行。

人要学习牛的不计较名利 。

功名利禄， 是成功路上最大的拦

路虎， 很多人就是将本该用到事
业上的心血、 智慧、 精力等错误

地用到功名利禄上， 才导致了没

有成功， 甚至导致了惨败。 在对
待功名利禄上， 牛为我们做出了

榜样， 你高敬高待也好， 你粗茶
淡饭也罢； 你赞扬也好， 你粗声

吆喝也罢 ； 你给它披红戴花也

好， 你让它一直睡在牛棚也罢；

从来都不会挂在心上， 照样 “拉

它的车， 走它的路”。 牛视功名
利禄为粪土， 才能够踏踏实实做

好自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