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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忠报国”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我看文学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
多的是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
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时，我母亲在中央党校
工作。从中央党校到西苑的路上，有一家新华书店。
我偷懒不想走路，母亲就背着我，到那儿买岳飞的小
人书。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
多本，里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还有一个版本是专
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母亲都给我买了。买回来
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
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
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
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当时能找到的文学经典我都看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
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
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
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一物不知，深以为
耻”，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那个时候，除了
劳动之外，一个是融入群众，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
书。我们插队那时候，也是书籍的大交流。我是北京
八一学校的，同去的还有清华附中、五十七中等学校
的，这些学校的有些学生有点家学渊源。我们都是背
着书下乡，相互之间交换着看。那个环境下，就是有
这样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那时，我居然在乡村教师
那儿也发现很多好书，像《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
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
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
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

“三言”里的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文革”时，我们家搬到中央党校住。按当时的要
求，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集中在科学会堂里，负责装车
的师傅都认识我，他们请我一起搬书。搬书的过程中，
我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那段时间，我天天在那儿翻
看“三言”（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
通言》《醒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冯梦龙当过福建宁德的寿宁县知县。那里是福
建最犄角旮旯的地方，寿宁的县委书记也被戏称为

“省尾书记”。记得我在宁德工作时，早上出发，傍晚
才能到寿宁。那个地方都是山路，我上山时想起了戚
继光的诗，“一年三百六十日，都是横戈马上行”。到
了寿宁以后，我要下车但下不来了，被颠得腰肌劳损
了，后来让人把我抬下来，第二天才好。冯梦龙去了
那么艰苦的地方，一路翻山越岭，据说他当时走了好
几个月。到寿宁以后，他写了个《寿宁待志》，当时那
儿还没有县志。所以，我对冯梦龙有很深的印象，后
来常常引用他的东西。

读完《怎么办？》睡光板炕炼毅力

我年轻时看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
索契，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我，问我读过哪些俄
罗斯作品。看到我说俄罗斯作品如数家珍，他很惊
讶。他说，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

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
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
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
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
每一个时代的英雄。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
书，那种感受很强烈。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
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
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
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
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
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
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
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
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
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
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
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
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
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俄罗斯还有一批艺术大师，像音乐家柴可夫斯基、
画家列宾等。我为什么对列宾印象很深刻呢？当时，
在农村还能够发现一批美术杂志，那是非常宝贵的资
料，我就一本一本地看。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列宾的
油画《意外归来》，讲一个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
场景，那幅画给我深刻印象，那篇文章也写得不错。

插队时走30里路去借《浮士德》

德国的文艺作品比较大气恢弘，像歌德、席勒的
作品。我14岁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看的《浮士
德》。当时，《浮士德》的汉译本有三种。访问德国的
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
给我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的。比如，歌
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是在上山下乡时，从30里外

的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学
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说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
他，说借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当时，我看了也是
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
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
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
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浮士德》
确实不太好读，想象力很丰富。我跟默克尔总理说，
也跟德国汉学家说，我当时看《浮士德》看不太明
白。他们说，不要说你们了，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
看明白。我说，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

两次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

美国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像惠特曼的自由诗《草
叶集》，再有就是马克·吐温的作品，《竞选州长》里的那
个小片段给人印象深刻，还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
记》。我喜欢的是杰克·伦敦，像他的《海狼》《荒野的呼
唤》《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是列宁的枕边书，列宁在
生命弥留之际仍请人给他朗读这本书。海明威的《老
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
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我就想体验一下当年
海明威写下那些故事时的精神世界和实地氛围。

我去过古巴两次，第一次是在福建工作时去的。
我说，我们找找海明威当年写作的那个遗址吧。后
来，到了他写《老人与海》的那个栈桥边，场景和小说
中的一模一样，几个黑人孩子在那儿戏水，旁边有一
个酒店，这个酒店是他写作的地方。我们专门在那儿
吃了一顿饭。第二次去古巴的时候，我已经是国家副
主席，他们听说我想了解海明威，就带我到了城里面
一个海明威经常去的酒吧。他曾经在那个酒吧里写
作。海明威最爱喝的一种饮料叫“莫希托”，是用朗姆
酒配薄荷叶，再加冰块和白糖制成的。《老人与海》描
述的那种精神，确实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雨果的作品最让我感到震撼

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
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我们年轻的时
候，法国的很多书籍都翻译过来了。司汤达的《红与
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
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最
让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
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
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
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
道。再有，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法
国的画家有一大批，像莫奈、塞尚、德加、马奈等，音乐
家有比才、德彪西等，都让我印象深刻。

冯老给了我一个在正定建荣国府
的理由

冯老（冯其庸）是红学家，我跟冯老结识于正定，当
时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那个时候，《红楼梦》剧组正好
要搞荣国府。当时要找依据，就是为什么在正定搞？他
们没有实际的荣国府、宁国府的图，但是我找到了。在
哪儿找到的呢？在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有个专家
叫王璞子，是正定人，我托人从他那里找到了图。再就
是请冯老给了我一个为什么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
见《红楼梦》剧组的时候，我说我们这儿完全有资格搞，
因为曹雪芹是正定人。他们都笑了，说莫名其妙，曹雪
芹怎么是正定人？我说，曹雪芹的老家是正定的，这是
冯老提供的。冯老研究红学，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
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曹彬是真定灵寿
人，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正定府当时的范围包括河北
的灵寿县，就在正定的隔壁。我就拿这个理由跟他们
讲，当然也是开玩笑。我记得，我们请冯老是1983、1984
年的事情，冯老那时候还英姿勃发。

王愿坚讲的故事对我很有帮助

1982 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
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
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
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

他大部分都采访过。他当时给我讲的一个故事，让我
非常有感触。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
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
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
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
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
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
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是该“泻一泻”了。
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时
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我听
了这个故事，也很有感触。联系到我们现在的反腐倡
廉，为什么要这么做？王愿坚当时就说，近平同志，我
没有别的说的，就是希望你真正能够深入到农民群众
中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心灵中去，那可能对你从
政很有帮助。

文艺与从政虽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也有一些通
行的规律。比如，王愿坚跟我讲到柳青。他说，柳青
是一个陕西作家，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
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
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他的《创业史》很多素
材就是从那儿得来的。王愿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
这一条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
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
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你们
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
有帮助呢？我说，你说得太好了，我一定谨记这句话。

贾大山被我“赶鸭子上架”当文化
局长

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了作家贾大山。当
时，河北文联的副主席林漫（又名李满天）挂职正定县
委常委，是他带我去贾大山那个文化馆的。贾大山是
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对人民的热爱，使我很受感
动。他本身就来自于群众，他不愿意做官，是我生拉
硬拽让他去当县文化局局长。他说，你这真是“赶鸭
子上架”啊。我说，你这个“鸭子”就变一变吧，学着上
架。在我选他之前，石家庄地区文联让他去当主席。
他对我说，他们让我去，我一直在犹豫，直到中午回家
吃了一碗菠菜面条之后，我心中有了答案——我到了
石家庄，谁给我做这碗菠菜面条呢？于是我就决定不
去了。我说，好，留下来干吧。他给我印象最深的就
是忧国忧民情怀，“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要是说起
来，贾大山有的时候显得很“天真”，如果听到一些他
觉得亵渎真理的事情，他就坐不住、睡不着，就要问我
为什么会这样。你给他解释清楚了，他就很高兴。贾
大山和贾平凹是同时出名的，但是贾大山后来不是那
么多产，也没有写长篇的东西。我曾经把他们两个人
的作品放在一起看，有人把这称为“二贾研究”。

讲到贾大山，我们俩的交往是，晚上我工作完了
一般是11点以后，他到我的办公室来，或者我去他家
蹭顿饭。他们家吃饭就是菠菜面条，有的时候他到街
上买一只当地的“马家”卤煮鸡，还有一种叫“跑肉”，
也就是野兔子肉，野兔子不是跑的嘛，做得黑乎乎
的。再开一瓶正定常山香酒，大概是一两块钱一瓶。
吃完之后，再来一碗菠菜面。他到我那儿来，我们开
一个午餐肉罐头，也是喝一瓶常山香酒。

文艺创作要反映真实的生活

我和叶辛同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都是上山
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辈。他讲到的一些体会和心态，像
开始见到农村、农民的那种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
他是在贵州插队，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当时，我从
延安坐卡车到延川县城，然后从延川坐卡车到文安驿
公社，下车以后再徒步走15华里才到我那个村。这一
路过去，走一步那个土就往上扬，比现在的 PM2.5 可
难受多了。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开玩笑说，那叫
PM250。晚上出来到村里的沟边上，看到的最大平面
不足100平方米，看着窑洞里星星点点的煤油灯火，我
当时说了一句非常不恭敬的话——这不是“山顶洞
人”的生活嘛。当时对那里很不适应，有种距离感。
但是，后来我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住的那个屋
子有一排炕，因为就剩我一个知青了，睡的全是当地
的农村孩子，虱子、跳蚤也都不分人了，咬谁都可以。
晚上，我那个屋子就成了一个说古今的地方，由我主

讲。最后，我发现他们有很多让我敬佩之处。我说，
你别小看这一村的人，也是人才济济，给他们场合，给
他们环境，都是“人物”。当时我们有这样的经历，也
看到有这样的现象，这是活生生的，我觉得写这些东
西才是真实的生活。

军旅文艺工作者要有军味、战味

我赞同阎肃同志（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已故）
讲的“风花雪月”（阎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发言中
说，军队文艺工作者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
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

“边关冷月”），这是强军的“风花雪月”。一提到这个
词，我就想起古代的军旅诗人，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
诗文啊。如果我们的解放军文艺工作者没有军味、
没有战味，那干吗要穿这身军装啊？我们的军旅文
艺工作者要围绕强军目标，做自己该做的事情，这也
是今后军队文艺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的一个方向。

形象塑造要全面把握人物性格

李雪健同志（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
席）讲得充满深情（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李雪健作了题
为《用角色和观众交流》的发言，谈了塑造杨善洲、焦裕
禄等典型人物电影形象的体会）。他演了很多电影、电
视剧，当时演《渴望》的时候，我没怎么太在意，但看他演
的宋江，我觉得把握住了这个人物；他演的《焦裕禄》《杨
善洲》，两个人物都刻画得特别好，按行话讲，就是入戏
了。有句话叫“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两部戏不是那
种戏说，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杨善洲、焦裕禄，他们就是
这样的人，我们的艺术形象塑造全面把握住了人物性
格。通过雪健同志所讲的，我感受到他与塑造的人物是
真正的共鸣、真正的理解。雪健同志那句话说得好，“共
产党员的职业病——自找苦吃”啊。中国共产党人就是
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崇高目标，没有个人的私利。

文艺作品要有质量、有特色

文艺创作要在多样化、有质量上下功夫。当前存在一
种“羊群效应”，这边搞个征婚节目，所有的地方都在搞谈恋
爱、找对象的节目。看着有几十个台，但换来换去都是大同
小异，感觉有点江郎才尽了。还是要搞点有质量、有特色的
东西。我们有很多历史题材可以拍，不要都是凄凄惨惨的，
老是说甲午战争我们被打得一塌糊涂，冯子材镇南关大捷、
戚继光抗倭，这些都可以拍一拍。要开拓思路，除了戚继
光、冯子材，还有其他人物和故事。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讲好故事？故事本来都是很好
的，有的变成文艺作品以后，却失去了生命力。《智取威
虎山》拍得还有点意思，手法变换了，年轻人爱看，特别
是把现实的青年人和当时的青年人对比，讲“我奶奶的
故事”，这种联系的方法是好的。实际上，我们有很多好
的故事，可以演得非常鲜活，也会有票房。像《奇袭白虎
团》《红灯记》《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
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
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

重要建筑特别是标志性建筑应当
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建筑也是富有生命的东西，是凝固的诗、立体的画、
贴地的音符，是一座城市的生动面孔，也是人们的共同记
忆和身份凭据。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
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
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
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
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
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

浙江美术馆就建在西湖边上。2003年除夕，当时我
还在浙江，美术馆建设有两个备选方案，一个是建在钱
江新城，一个是建在西湖边上。有些同志认为应该建在
钱江新城，我认为还是建在西湖边上好。要把西湖的自
然景致与美术馆的人文韵味和谐地融为一体，这才是具
有时代气息、中国气质的美。记得当时，我还跟许江同
志说，浙江美术馆的建筑风格，就要跟你许江同志现在
穿的这件中式衣服一样，要有中国风格。

（本文转载自《人民日报》2016年10月14日第24版）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学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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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手记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有一份深深的文学情缘，他
熟读经典、饱览群书，在文学的世界里上下求索。
2014年 10月 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
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这份
文学情怀，不仅对文艺工作者有所启发，对教育工
作者同样有所指引。

文学是什么？文学是一种生活，是一种阅历，
更是一种力量。从《诗经》起，人们念着“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来寻觅爱情，念着“岂曰无衣？与子同

袍”来振奋士气，念着“昔我往矣，杨柳依依”来追忆
过往，念着“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来倾吐忧烦；及至
陶渊明的幽隐，李太白的飘逸，杜少陵的忧国忧民，
苏东坡的随缘放旷，在纷繁绚丽的文学世界中，一
个个璀璨的名字，一部部辉煌的著作，引领人们去
品味人情冷暖、世相纷纭，学会悲悯与同情、坚忍与
不屈。这是一笔最宝贵的财富。

没有文学，生活或如一潭死水，涟漪不动、波澜
不兴。没有文学，生命或如一个荒漠，苍凉贫瘠、了
无生趣。当人与文学失去了联系，我们难以想象这

样的人生命会有怎样的色彩。
像总书记那样去读书，让文学浸润教师的心

田。这样的教师，才能理解生活的色彩、生命的意
蕴，才会在学生心中植下希望。

像总书记那样去读书，让文学激发生命的力
量。这样的教师，才会驰骋古今、锐意创新，才会永
葆青春朝气与活力。

像总书记那样去读书，让文学照亮人类的未
来。这样的教师，才会有灵动的思考、扎实的实践，
才会把教书育人当作一件伟大的事业。

教师，从来不是一个教书匠，他更是一个阅读
者，在阅读中读出自己，读出教育，更读出家国情怀
和民族大义。

因为，文学是生活，是阅历，是力量；也是艺术，
是修养，是精神；是栖居在心灵之上、传承在血脉之
中的永恒。

像总书记那样去读书
□金 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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