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我不爱看诗集，甚至对诗集有种
偏见，认为那是写诗的人刻意描绘的意境，
无病的呻吟，空洞苍白。泰戈尔的《飞鸟
集》却给我了不一样的感觉。

《飞鸟集》不同于读那些阳光中带着忧
伤和彷徨的青春故事，也有别于读华丽中透着沧桑的古
老爱情。泰戈尔的文字有一种独特的清新，读这些小诗
就像在暴雨后初夏的早晨，推开窗户，看到一个淡泊明亮
的晨。

《飞鸟集》虽然每段诗歌都是简短的两三句，可是在
冥冥之中，竟悄悄地点亮了我的心灯。当我迷茫、困惑、
无助时，读泰戈尔的《飞鸟集》，想想自由的飞鸟、穿着光
之衣的太阳、披着绚丽围裙的云朵、祈祷的樵夫、淳朴的
泥土……我总能感受到一种振奋人心和进取奋斗的精神

鼓舞。
《飞鸟集》里无不揭示着人生的真谛。“如果你因失去

了太阳而流泪，那么你也将失去群星。”作者告诉我们人
生有得有失，要懂得把握机会；“不要因为峭壁是高的，便
让你的爱情坐在峭壁上。”提醒我们不能对别人要求过
高，而忘记了自己的追求；“我不能选择那最好的，是那最
好的选择我。”更道出了人生要有奋斗目标，应时刻努力
准备着，因为最好的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我愿作一个这样来无影、去无踪的飞鸟，不求在这
里带来我的影响，只求用我的爱，留下我成长的气息。
泰戈尔的哲理光芒，不仅唤起我对大自然、对人类，对
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爱心，而且也使我执着于现实
人生的理想追求，让整个人生充满欢乐与感激。《飞鸟
集》是那样让我回味无穷，久久沉浸在美妙之中。

书
语

《飞鸟集》的世界
□ 李昕曈

团结就是力量，核心就是灵魂。核心问题
至关重要。中国正在崛起，坚定中国道路、弘
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不
能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明确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
核心，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
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这是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是坚持和加强
党的领导的根本保证。

坚定维护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是全党
全国人民的重大政治责任，而要做到这一点首
先就要在思想上对核心有科学、全面、准确的
把握。

《核心，凝聚强大中国力量》系统阐述了确
立核心的理论和历史依据；确立核心的现实根
据和民心基础；核心的个人素质和能力基础；

核心的责任担当；核心同集体智慧、同民主集
中制的关系；全党应该以什么样的立场、态度、
方法来维护核心，科学解读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领袖支撑。

该书的最大特色，即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
宽宏视野。本书从春秋时期晋国的“一国三
公”故事说起，作者金民卿以深厚的学术理论
功底，梳理了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中共党
史的当代启示。跨越古今、横贯中外。国家政
令统一不起来，便会使国家出现长时间混乱，
作者强调：核心问题关系生死存亡，一定要确
立并维护好核心。

全书 13万余字，语言风格和写作体例很
清新，很好地把政治性、学术性、通俗性有机
结合起来。譬如，书中在论述核心地位与民
主集中制相辅相成中指出：全党智慧必须要

得到正确的集中，否则就不能真正形成集体
智慧和发展合力，而领导核心就是集中集体
智慧的“大脑”和“枢纽”，是正确集中集体智
慧的有效途径。这对我们深入理解、坚定维
护习近平同志核心地位，将有很大的帮助。

人心齐，泰山移。党心齐，不可敌。在如
何维护核心地位问题上，该书直面当下出现
的一些人“跑偏走调”，甚至错误地陷入“超越
制度”“个人崇拜”或“盲目热捧”陷阱的问题，
指出增强“四个意识”是全面准确地理解、坚
定不移地维护核心的思想前提。全书逻辑严
谨,论证充分，兼顾理论与实际，给人以启迪，
发人以共鸣，任何时候读来都亲切如故，而且
可以一读再读，常读常新。对于广大党员、领
导干部来说，这是一本值得随身携带的优秀
通俗党建理论读物。

书书 语语品品 书书 筑起中国梦的领袖支撑
□ 张 衍

《核心，凝聚强大中国力量》
金民卿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7年10月版

读书这个习惯，在我的青年时代就曾经养成过。年
少时，恰逢“文革”，那时候，无处读书也无书可读，不但
身体常感到营养不足、精神上更是几近荒芜。幸运的
是，刚踏进青年的门槛，就碰上了改革开放初恢复高考
制度，考上大学后，看到学校图书馆那一望无际的书柜、
层层叠叠的书籍，真是欣喜若狂，内心里有一种强烈的
感觉，这图书馆便是“天堂”，青年时代的读书习惯就是
在“天堂”的日久天长中养成了。

参加工作后，我的职场生涯大都是在市（县）两级党
政办公（厅）室从事文字秘书工作，一开始甚感不适，但
凭着自己的文字功底和悟性，不久便深谙其中奥妙，于
是乎，从最初写材料无从下手，到尔后“剪刀加糨糊”，继
而电脑加鼠标，讲话文件无所不能，自视才情甚高，不由
得有点飘飘然起来。一得空，便参加兄弟们的江湖聚
会，“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读书
这个好习惯倒是在猜拳行令中丢得一干二净了。

在办公厅（室）工作，接待各地来访的领导同志是家
常便饭，一般的接待也就是迎来送往，客套寒暄一阵便
告结束。但有一次接待某位来自京城部委领导的经历
却使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刚刚见面，就觉得这位领
导超凡脱俗、谈吐风雅，一番打听后，才知道这位领导的
知识背景是“博士加教授”，心中顿生敬意。陪同参观考
察的路上，领导对上饶的人土风情颇感兴趣，频频发问，
凭着多年在办公厅（室）练就的功夫，我硬撑着尚能应
对。晚饭后，领导兴致更高，邀我就上饶广博的人文历
史作一次深谈，这等知识，我只知一二，未悉详略，只晓
皮毛，不识真髓，相谈不久，便抓耳挠腮，难以应对，而领
导却对江西、上饶的历史文化知之甚详，讲起来洋洋洒
洒，信手拈来，教人汗颜不已，那几个钟头，确是度秒如
年，叫苦不迭。从那天始，我明白一个道理：要适应办公
厅（室）的工作，要服务好越来越多的知识型、专家型领
导，不赶紧读书恐怕不行了。后来，我便重新开始坚持
每天读书，不懂就向身边的同事和领导请教，渐渐地,读
书这个曾有的好习惯又重新拾了起来。

从读书这个习惯得而复失、失而复得的历程中，我
深切地感到：书籍是一个人，尤其是一个领导干部不可
或缺的精神食粮，爱读书、善读书、读好书，对从政者来
说，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首先增韬略、少恐慌。知识经
济时代，每天的新知识都呈爆发性增长，一个领导干部
要履好职责、抓好发展，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读书求知，在
获取知识中升华胸中韬略，汲取从政智慧，构筑精神家
园，减少本领恐慌。其次养正气、祛邪气。中国传统文
化最讲究礼义廉耻，要求读书人都要做品行端正、品德
高洁的正人君子，“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多读书，特别是多读一些史书，我们就会看到，在历史的
账本中，既有清官好官的千秋佳话，也有贪官污吏的丑
恶写照，领导干部就会在读书中时刻警醒自己，树正气、
祛邪气、两袖清风、奉公守法。再有开境界、减烦忧。歌
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一位高尚的人一起谈话”，
多读书、读好书，就会经常与优秀人物对话，聆听他们的
教诲，借鉴他们的经验，从书中可以领悟“不以物喜，不
以己悲”的豁达情怀，可以蕴育“闲看云卷云舒、笑观潮
涨潮落”的淡定心境，不为功名所累，不为利禄所困，一辈
子悠然、淡然、恬然、安然。

（作者系上饶市旅游发展集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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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少儿报刊奖”揭晓
中文传媒旗下5种杂志获奖

领导干部应该
养成读书习惯

□ 夏旭涛

前不久，故宫博物院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组美轮美奂的窑瓷器展品。
这次展览从11月12日开始，将持续到明年的8月31日。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位于北京中轴线中心的故宫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每每游之，

必被其庄严、巍峨的雄浑气势震撼。
本刊特辑了几本关于故宫的经典书籍、绘本，让您足不出户，也可触摸故宫、感知故宫。

书香中品读故宫
□ 杨淑玲

《我在故宫修文物》：传承“工匠精神”

《我在故宫修文物》作者萧寒，也是同
名纪录片的导演之一。

同名纪录片侧重于文物修复的日常，
书则侧重于“修文物的人”与文物摩挲交流
的故事。全书以口述的形式，撰写了 12位
顶级文物修复师对历史、对人生的回顾和
感悟，同时也是一本故宫几百年文物修复
历史的缩影。这些文物修复师，默默地固
守“冷宫”一隅，日复一日地打理着价值连

城的“国宝”。他们是故宫里的钟表匠、青
铜匠、摹画工、木器工、漆器工……他们一
代一代薪火相传，是故宫重要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故宫修复的技艺与历史，古老的
师承关系和情感，宫墙内外的诱惑与挣扎，
内心的冲突与坚守，日复一日的庸常与伟
大，尽在其中。他们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却
始终不为人知。

匠人之所以被称之为“匠”，是因为他

们拥有了某种娴熟的技能，这个技能可以
通过时间的累积“熟能生巧”，蕴藏在技能
背后的，还有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这种

“工匠精神”其实是故宫精神的一部分，是
一代代“故宫人”积累和传承下来的。修
复师的骄傲并不来自炫耀自己修过多少
国之瑰宝，而来自更真实的器物，更具体
的手感：这件文物我修过，我对得起它，我
放心。他们的做派都非常谦逊，修复的是
国之瑰宝，态度却轻松日常。他们反复谈
到的是磨性子、静下心、沉住气。静心不
妄动，专注身心合一，这既是一种手工艺，
也是一种修行。

《我的紫禁城》：幽默神秘的故宫

《我的紫禁城》分为三部分，即问梦、寻
人、风云。内容丰富，图文并茂、幽默可笑。

“一只蚂蚁来到紫禁城寻找自己，却邂
逅了她前世的凄美爱情……”最新推出的
绘本叙事诗,跳出一般时尚读本的模式，将
视野从中国浩瀚的历史和文化古迹切入，

用现代观念去观照一个久远的爱情，诗情
画意珠联璧合，给予你最强烈的对比。

本书讲述了一个都市里“漂”一族女
孩的一段梦幻之旅———她在海外都市
漂泊的日子里，总是被同一个关于婚礼的
神秘梦境所缠绕，醒来之后她向佛祖请示

梦的意义，化身为一只蚂蚁回到紫禁城，
历 尽 千 辛 万 苦 邂 逅 了 她 前 世 的 新 郎
———年轻的光绪皇帝。当年在这所老
房子里发生过的一段悲壮凄婉的爱情故
事又一次上演。她亲眼目睹了当年自己
被谋杀的场景：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后仓
皇逃窜的慈禧太后将她溺死在井水里。
女孩证实了那正是珍妃的故事，但是她不
接受这样的轮回，带着游历紫 禁城的感
慨，又一次踏上寻找自己的旅途……

《宫女谈往录》：感性的故宫

《宫女谈往录》以生动的笔触，记述了
一位随侍慈禧前后达八年之久的宫女何
荣儿对往事的回忆。宫内称呼她为荣儿，
慈禧呼她“荣”，13岁进宫的她随侍慈禧前
后长达 8年之久。18岁由慈禧指婚，赐给
一个太监，随着时事动荡，她的生活也颠

沛流离，愈加凄惨，她极不愿意谈起往事，
出于对作者的好感和信任，才断断续续道
出了当年宫中生活的点点滴滴，有宫女的
生活细节，慈禧老佛爷的起居，光绪皇帝
鲜为人所知的佚事，以及太监做人的羞辱
和煎熬等等。正史不载，野史难寻，具有

对正史作补充和诠释的价值，极具可读
性。

书中提到光绪皇帝的地方不多，可是
不难感受到，身为皇帝却没有杀伐决断之
权，甚至保全不了一个皇妃，这种叙述在
以往的史书中也有记载；可是在这本书
里，宫女是通过推珍妃下井的她的“干爹”
崔玉贵知晓事情经过，通过给光绪剃头的
她的“丈夫”刘宫人了解光绪的性情，当事
人亲自体察，是感性的历史，真实的历史，
摸得到的历史。

《纸上的故宫》：换个角度看故宫

这是“朱自清散文奖”得主祝勇的散文
精选集。祝勇的故宫系列散文文笔细腻流
畅，有着较高的文学性与审美性，主要分为
书画、古籍、文物三个类别，《纸上的故宫》从
这三个角度精选作者的优秀散文佳作，力图

呈现作者的散文创作风貌。此书选目包括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纸上的李白》《李自成
在北京》《“定远”的碎片》等代表性的篇目，
有较高的文学性和可读性。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评

价祝勇是有文化情怀的人。但无论是做
故宫研究专家，撰写纪录片，还是写作出
书，当大学老师，祝勇的笔似乎从来都没
有离开故宫，更确切地说，从来没有离开
中国文化。历史不会湮灭，文化不会腐
朽，在祝勇笔下，故宫不仅仅是书写的内
容，更成了他观察20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
一个特殊角度。而那些存留在纸上的过
往，也不单单是逝者的内心独白，而是整
个中华复活的心灵史。

《我在故宫修文物》
萧 寒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的紫禁城》
羊 子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宫女谈往录》
金易、沈义玲 著
紫禁城出版社

《纸上的故宫》
祝 勇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足不出户足不出户
触摸故宫触摸故宫

近日，全国“第七届少儿报刊奖”获奖名单揭
晓。中文传媒旗下《大灰狼画报》《小星星》荣获金奖
及第十二届少儿报刊六一奖；《小猕猴智力画刊》《小
猕猴学习画刊》《亲子》荣获优秀奖及第十二届少儿
报刊六一奖。全国“少儿报刊奖”由中国少年儿童报
刊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评选委员会由协会负责
人、全国各地少儿报刊专家、学者代表组成。经过初
审、终审，分析、比较、研究等，评委会最终以投票形
式评出奖项。 （陈 骥）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国内第一本以古典诗
词主题的日历书《中国诗词日历·2018》，该书在内容和
形式上，都体现出新意和匠心。

据介绍，《中国诗词日历·2018》中的诗词作品，每
月大致包括某几个主题，例如公历二月，正值农历岁末
和来年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要的相聚时刻，相应设置了
归家、旅途、欢聚、守岁、新春、宴饮等诗词主题；而公历
六月有儿童节，有芒种节气，就设置了农事农忙、田园
风光以及儿童趣事等诗词主题，其他如咏物、咏史、爱
情、从军、读书、怀古、边塞等诗词，基本涵盖了中国古
典诗词内容的方方面面。诗词解读部分，包括对作品
背景的介绍、作品背后的传说和掌故、难解语词的注释
以及作品内蕴深意或艺术特点的分析等。 （桂 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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