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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创作的原则，要求作家必
须对社会现实做出最真实、最客观的反
映。对于路遥而言，写自己、写家乡、写
最熟悉的人和事，才能最真实地开启这
一探索的道路。

《在困难的日子里》这部自传体小说
成为路遥探索这条道路的起点。当时的
中国已开始深刻反思和探索该走怎样一
条适合国情的发展之路，路遥作为这一
历史的亲历者，对这一宏大主题进行了
深入思考。用他的话说是，“在困苦中热
情地生活，坚定地前行走向未来”。

“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眼睛，通
过这眼睛时代看见一切，看见自己。”这
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名言。路遥正
是用时代的眼睛回望，用钢铁般的语
言、铿锵有力的方式，用主人公马延雄
的生命，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是发展
的根本。《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全国首届
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也走进了全国文
学界的视野。

1981年夏，路遥来到黄土高原上小
县城，甘泉县的一个招待所里，夜以继
日，用27天时间完成了《人生》的创作。
他站在中国青年农民的立场上，对处于

“交叉地带”的巨大群体进行了思考。小
说翻译成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把高
加林这个极具争议性的典型人物推上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33岁的路遥为中国提
出了一个大课题，那就是“延续了几千年
的户籍制度，对农民的约束，对他们创造
力的束缚，怎么放松？何时松绑？”

此后的30多年，有多少人为此付出
了青春、岁月乃至生命，包括路遥在内。
今天的中国农民实现了高加林的美好梦
想，亿万优秀农民成为建设具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力军，也成为谱写
中国精神的奋斗者。正如马云所言：“路
遥的《人生》改变了我的人生。”

《人生》的成功是空前的，折射出当
时国家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四十年来，
国家对农民问题的重视和一系列政策
也正是路遥所希望、所梦想的，他也一
直在为实现这一梦想而努力，《平凡的
世界》正是这一探索的继续。

从1982年的那个大雪之夜开始，路
遥以文学家对时代的思考为出发点，对
中国当代社会，以一种大视野、大情怀、
大未来的方式思考中国道路。路遥给弟
弟王天乐讲：“列夫·托尔斯泰通过《安

娜·卡列尼娜》，锲而不舍地探索一条俄
国道路，我也要在40岁前像托尔斯泰一
样，写一部百万字的作品，献给我的陕
北、我的黄土高原。”王天乐以为哥哥随
便说说，便随口问为什么写，路遥朝着飘
着大雪的天空说：“为了咱爸咱妈，为了
吃不饱饭的王家堡、郭家沟的乡亲们，为
了高加林，为了生活难过的人们。”

正如路遥所讲，“作家的劳动不仅
是为了取悦于当代，更重要的是给历史
一个深厚的交代”。《平凡的世界》一开
始就把老百姓“吃饭”这一最直接、最普
通，也是最重大的问题提了出来。路遥
以文学的形式，对这一问题的来龙去
脉，以及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农民与城
市的关系等具有历史意义的命题全面
展开探索。

《平凡的世界》人物涵盖了工农商学
兵等社会多个层面，然而，路遥最关注的
却是“草根”，包括工人、农民、揽工汉等。

主人公孙少平追求精神自由，但不
迷失，意志独立有超强的毅力，这其实
也是今天许多人的理想。孙少安是农
村中的“改革家”，他务实忠厚、敢想敢
干，并出资办学，正是今天脱贫致富的
带头人。今天不知有多少个孙少安在
创造着自己的事业，铺设着中国道路。
田晓霞超凡脱俗，思想超前但不世故，
她对孙少平的爱，抗洪中救孩子的举
动，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芒。田福军，
勇往直前的改革领导者，40年过去了，
这样的好干部仍然是我们的榜样，仍然
不过时。孙兰香是实现我们今天所讲
的“中国梦”式的人物，用知识改变命
运。这正是路遥的梦想，也是《平凡的
世界》的梦想。40年间，这些梦想正在
一一实现。

正如路遥在创作随笔中写道，“作家
对生活的态度绝对不可能‘中立’，他必
须做出哲学判断，并要充满激情地、真诚
地向读者表明自己的人生观和个性”，这
正是路遥为中国道路做出的充满热情的
判断，这些判断都在逐渐实现。

《平凡的世界》之所以让亿万读者
产生共鸣，就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当成其
中一员继续生活着、创造着，同时也续
写着《平凡的世界》。每当他们遇到人
生转折或重大事件，都会从中汲取力量
和人生真谛。正如企业家潘石屹所言，
他是怀揣着《平凡的世界》走出来的，

《平凡的世界》他看了七遍。
路遥作品中的脉络和方向竟然与

改革开放发展大政方针高度契合，在为
亿万百姓寻找出路。我们相信，这也是
研究路遥的日本专家安本实教授十次
为路遥来陕北考察的重要原因之一，上
百万字的《平凡的世界》经他十年翻译
在日本出版并热销。

在对中国的发展道路探索的同时，
路遥通过作品当中的不同人物的精神
来解读中国精神。路遥作品中蕴含着
无穷的力量，就像一座“活火山”，集聚
了大量的能量供我们吸收，又形成了每
个人心中的“小火山”，等待积蓄迸发。
他用生命践行着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并
传递给千千万万的人，让他们拥有正能
量。让我们用读者的视野来描述一下
路遥作品及其精神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路遥精神就像一盏明灯照亮人生
的黑暗处；

路遥精神就像一知已好友，想你所想；
路遥精神就像一位好兄长，拍拍你

的肩膀默默助你前行；
路遥精神就像一见钟情的好姑娘，

让你满心欢喜；
路遥精神就像一位慈母始终守护

着你的心灵家园；
……
这些正是我们生活的支点，也是生

命的意义。当你拥有了这些精神食粮
你将无比强大，勇敢面对生活的艰险，
安心享受爱的滋润，真真实实地生活。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路遥用作品探索着中国的发展道
路和精神，用文学的方式创造着一个个
鲜活的经典人物，无论是高加林还是孙
少平，刘巧珍还是田晓霞，他们都将进
入世界文学的殿堂，成为每一个读者心
中的永恒。他们的精神将汇成暖流形
成具有强大内在力量的中国精神，正是
这种精神指引我们前行。

正如路遥的墓碑上刻着，“像牛一
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正如为庆祝
改革开放40周年，路遥被授予改革先锋
称号，被誉为“鼓舞亿万农村青年投身改
革开放的优秀作家”。是的，正是这种实
干奉献精神，这种励志时代精神，才能够
让我们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现在，“平
凡的世界”里的人们正在吸收着这种精
神力量，创造着不平凡的世界。

本报记者魏丽娟报道 近日，在中国
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播音主持
委员会举办的全国播音主持论文研讨征
集活动中，榆林传媒中心节目主持人孙
燕妮的论文《初探出镜记者现场报道》荣
获“优秀论文”奖，成为全国23篇获奖论
文之一。

孙燕妮是榆林传媒中心新闻综合广
播节目主持人，从事广电播音主持工作

20年，工作兢兢业业、刻苦钻研，她所创
作的节目、作品多次荣获中省市广播电视
主持类奖项，撰写的论文也屡次刊发在我
国众多核心期刊并获得大奖。本次获奖
论文《初探出镜记者现场报道》是她结合
工作实践中的思考，在大量相关资料和理
论知识的基础上，笔尖瞄准现场报道，有
理有据地分析现场报道在新闻传播中的
作用，探讨面临的问题，最终形成“新闻节

目现场报道中应该把握的八荣八耻”等论
断，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据了解，本次论文研讨征集活动旨在
总结40年来我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工作
经验，推动新时代专业工作，活动收到业
界学界选送的论文125篇，内容涉及40
年来中国广播电视播音主持工作的各个
发展阶段，最终经专家评审组评审，23篇
作品29人次获评“优秀论文”。

路遥笔下的道路和精神
刘瑞平

榆林传媒中心主持人作品

获评全国播音主持“优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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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小学时，我就爱读课外书，常常向学校小图书馆的
老师借书，在课余抽空读，几年下来，把小图书馆的书都借
得看完了。家中有祖父的藏书，有四书五经，有《古文观
止》。四书五经我看不懂，而《古文观止》是有白话翻译的，
我多次翻阅。同学有一本《林海雪原》，星期天放在课桌
里，我偷偷地用一天时间看了一遍。为了看课外书，我曾
经受到老师的多次批评，有一次在给我颁学习优秀奖的大
会上，校长点名对我批评。

小学时有一本书对我影响最大，那就是萧三的《毛泽
东的青少年时代》。这本书写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写了
毛泽东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活。毛泽东青年时代起就立
志要做大事，发誓要“翻天揭地，改造社会”。为此，他发奋
读书，在学海中遨游，在书山上攀登，从书本中吮吸知识，
也从书本中增长才干。毛泽东还曾到长沙的湖南图书馆
自学，“贪婪地读，拼命地读”，看了大量的书，“度过了他学
习历史上最有价值的半年”。十多年寒窗之中，他熟读四
书五经，博览史籍杂书，潜心研读世界名著及各种流行的
新思潮，对中国近代的思想家、革命家热烈崇拜，对世界英
雄豪杰异常敬仰。中国传统的典籍文化、代代相传的民俗
文化、植根地方的湖湘文化以及西方赫胥黎的进化论等，
都被他兼收并蓄。他自学的精神，以及从小关心国家大
事，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己任，主张“与天奋斗，其乐
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让我印
象深刻。我非常喜欢这本书，后来，在我教书的学校报废
的书堆里意外地得到了这本书，我如获至宝，又读了一遍。

上高中时，我更喜爱看课外书，经常向校图书馆借书
看，那时提倡读毛主席著作，我把《毛泽东选集》读了两遍。

回家乡后，我在劳动之余，读祖父的藏书，其中有《论
语》《左传》《诗经》《史记》《战国策》。也读大学文科方面
的书籍，同时有意阅读和收藏有关毛主席的传记、回忆及
中国革命的书籍。只要是这方面的书籍，我必读，也设法
收藏。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选择地读书，有目的地藏书。鉴
于我的工作是编纂地方史志，我就阅读和收藏这方面的书
籍。我读《庄子》《老子》《资治通鉴》《汉书》《明史》《三国
志》，也读《延绥镇志》《梦溪笔谈》，还读《民俗学》和《社会
学》。我收藏了陕北各县的新编县志，研究陕北文化。有
些书找不到，我就摘抄、复印。我曾抄过艾青的长诗《吴满
有》，也抄过《唐宋名家诗词选》，抄过大量的陕北地方志和家谱方面的书籍，
复印过公木的《十里盐湾》和曹颖僧的《延绥揽胜》。

我不吸烟，也不喝酒，不打麻将，但有三大嗜好：读书，写作，下棋，而读
书是我的最大嗜好。有书可读，就生活充实、乐趣倍增；无书可读，就怅然若
失。工薪阶层，收入不多，没有什么家当，只有几柜书籍。这些书陪伴我度
过春夏秋冬。读书，藏书，令我获益匪浅。读书让我增加了知识，也开阔了
眼界，学会了思考。读书是一生的享受，藏书使我精神富有，也使我的生活
充实。因为读书，我很容易地取得自学考试的大专文凭。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读书是终生的旅行、终生的事业。学习的
欲望是一种知不足而求足的欲望。读书是一个以我的生命来对证思量书
中生命的过程。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自
然哲学使人精邃，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学使人善辩。吴晗说，要想
学问大，就要多读、多抄、多写。既要以智慧读书，又要在书中读出智慧，
读出深度，读出精彩，读出意义。朱熹讲，读书要心到，眼到，口到。读书
要读经典。经典是文化智慧的集合，包含着最耐人寻味的文化血脉。

但凡读书人，总有藏书，我也不例外，藏了一些书。我的藏书几乎每一
本都有故事。

我的藏书当然买得多，逛书店是我的一大爱好，其目的是到书店淘书，
尤其爱到古旧书店去，因为这里的书比较便宜，还能意外淘到好书。蔡东藩
先生的《民国演义》就是在古旧书店淘到的，可惜四册缺第二册。为找第二
册，我下了很大功夫，后来，终于在延安的一个古旧书店遇到了，就像遇到了
久别重逢的朋友。王国维的《蕙风词话·人间词话》也是在古旧书店淘来的。

我藏有1938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这本书是文化大革命中我用5斤
粮票换的，还有《史记选注》《诗品注》《九章》《九歌》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得到
的。如前所述，萧三著的《毛泽东青少年时代》，也是一个意外机会得到的。

我的藏书中有祖父读过的《诗经》《左传》《易经》《论语》等书，有一本书
还留有祖父的墨迹：“一日读书一日功，一日不读十日空”。在批林批孔中，
县委宣传部收缴了不少“黑书”，堆在墙角，无人问津，我竟在这里淘到了《孝
经》《书经》等罕见的书。

我的藏书中也有朋友和亲戚赠送的，比如，《金瓶梅》就是一个亲家翁
赠送的，《鲁迅日记》是一位同学赠送的，《陕北历代诗词选》是一个文化人
转赠的。

我的藏书也有互相交换的。我写了几本书，赠送给朋友，朋友也赠送给
我一些。比如贺国建兄的几本书都是这样，再比如，我藏的陕北各县的地方
志就是主编之间交换的。

藏书的人把书籍当做自己的孩子、心中的宝贝，一般是不外借的。其
一，我写作经常要参考书籍，一旦被别人借走了自己急需没办法；其二，借了
的书，很难物归原主，难免有损失，有的是一辈子的遗憾。比如，我的《毛泽
东自传》被一个朋友借过，经几次催促，总算还回来了，但书中的附录丢失
了，我至今想起来很后悔。但总有人要借书，我就要打条据，其目的一是备
忘，二是督促他及早归还。就这样，借出去的书，总有损失。女儿擅自把我
的藏书外借，我批评了好几次，至今此书尚未归还。

寄居榆林，首先是如何把藏书运来。由于书多，一下子全部运不来，再
说，也没有那么多的书柜。先捡紧要的搬来，直到现在，仍未全部运来，只好
多处存放。藏书四地分居，对我而言极不方便，有时忽然想起要阅看某一本
书，不在跟前，怅然若失。

藏书，是乐趣。读藏书，乐趣更大。我的藏书不是摆设，大都是看过
的。比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明史》《战国策》《左传》
《庄子》《三国志》《梦溪笔谈》《山海经》，还有中外的小说诗歌等，我都读过，
获益不浅。

有书真富贵，清欲大轻松。面对我的藏书，我觉得自己很充实，俨然是
一个富贵之人。我的缺憾是自己的书籍太少，有时见到好书，嫌贵没有买，
过了几天，这本书却买不到了，至今十分后悔。

读书，藏书，同时也笔耕不辍，并有所收获。我迄今出版了20多部书，
其中有主编的首部《子洲县志》和重修的《子洲县志》，还有自己编著的《西北
风》《榆林风情录》《陕北风情大观》《毛泽东与中国农民》《可爱的子洲》《张俊
谊文集》（一、二）等。与人合作的有《毛主席转战陕北》《榆林方志通览》等，
也有《榆林盐业志》《榆林交通管理志》等地方志著作。

2008年春节，我家中贴的春联是：栽百年树，门庭葱郁；读万卷书，心海
光明。表达了我对读书的热爱。

农耕、舌耕、笔耕，耕耘苦乐；读书，藏书，著书，书写文明。这是我一生
的概括和追求。

读
书
·
藏
书
·
著
书

张
俊
谊

捧茗悦读

路遥，站在黄土高原之上，回望中华民族的发展道路，用时代的眼睛、政治家的胸怀、
思想家的维度、平凡人的爱与责任，用“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精神，用如椽
巨笔，在平凡的世界中，为芸芸众生探索一条人生的道路，书写着中国道路和中国精神。

写自己、
写家乡、写最
熟悉的人和
事，开启探索
的道路。
郑文华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