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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
解：孔子钓鱼不用大绳拉网横

断水流，打鸟不会射宿在巢中的归
鸟。这倒不是说孔子当时已有了环
保主义的意识，因为那时环境还根
本没有成为人类的问题。

孔子这么做体现了其知行合
一、在生活中贯彻自己哲学的特
点。首先，这是其仁的思想的表
现，鱼与鸟都是人所食用的，但即
使这样，打鸟钓鱼也不会赶尽杀
绝，而是有万物一体之仁之念，对
鸟、鱼同样有一份仁心；其次，表
现了孔子对欲望的节制，面对物质
收获，绝不会贪得无厌，而是保持

适度的原则，留有余地，不把物质
利益一网打尽，全部占有。

7·28子曰：“盖有不知而作之
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
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

解：孔子从不以天才自居，不
认为自己是生而知之的人，在这方
面孔子对自我的评价，要比后世一
些圣化他的人要实事求是。他讲：
“大概有那种没有什么知识而凭空
造出一些所谓学问的人，我没有这
种情况。我是多听各方面的意见，
选择其中好的而遵行；多看各方面
的经验，选择其中合适的而记住。
我是次一等的智慧。”孔子讲过

“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
者，次也”，多看、多听都属于学
而知之的情况。因此，孔子自我评
价是“知之次也”。孔子就是这样
一位平实、可亲近的人，完全不是
一个故作高深、自我神化的学派创
始人形象。

7·29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
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
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
洁也，不保其往也。”

解：这是孔子有教无类教育思
想的一个生动事例。互乡那个地方
有一个很难说话沟通的少年，得到
了孔子的接见，跟这样一个刺头见
面，弟子们都不是很理解。于是孔
子说：“我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
他的退步，对人何必做得太过分
呢？这人把自己弄得干干净净要求
进步，便应当称赞他现在的洁净，
不要死记住他的过去不放。”孔子
不但什么人都教，而且很懂得教育
心理学，知道通过鼓励别人而使其

取得进步，别人有一点闪光的东
西，就及时抓住，善加培育，使其
自尊自立，从而取得进步。孔子确
实是一位优秀的教师。

7·30子曰：“仁远乎哉？我欲
仁，斯仁至矣。”

解：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贯
穿于其思想的方方面面。孔子多次
谈仁，但从不轻许一个人为仁者，
包括自己优秀的学生。在《论语》
中，孔子赞扬为仁者的仅仅六人，
他们分别为伯夷、叔齐、比干、箕
子、微子以及管仲。似乎仁是一种
令人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很高远
的样子。但在此节，孔子又从另一
方面对仁加以解说，认为仁就在我
们的身边，在我们的伦常日用之
间。他说：“仁德难道离我们很远
吗？我想要仁，这仁就来到了。”
孔子在此从主观方面谈仁，说明仁
并非高不可攀，只要有一份想要仁
的心，就已经是见仁了。当然主观
动机并不能代替客观效果，有了主

观动机只是第一步，仅是必要条
件，这点容易达到，但要客观上实
现仁德饱满，还要知行合一，付出
努力。孔子在开始处说不难，是要
防止人们打退堂鼓，充分鼓励人的
一点仁心。

7·3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
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
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
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
之 吴 孟 子 。 君 而 知 礼 ， 孰 不 知
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
幸，苟有过，人必知之。”

解：孔子在政治上是要恢复周
礼的，而周礼规定同姓不通婚。当
时鲁国与吴国是同姓之国，鲁昭公
娶了吴国的女子，明显违礼，孔
子肯定是知道的，但孔子又要为
君主讳。因此，当陈司政问鲁公
懂 礼 不 懂 礼 ， 孔 子 说 ： “ 懂
礼。”孔子走后，陈司政向孔子
的学生巫马期作了个揖，向前一
步 说 ： “ 我 听 说 君 子 不 结 党 偏
袒，难道孔子这样的君子也偏袒
吗？昭公在吴国娶亲，是同姓，
叫她吴孟子。昭公懂礼，那谁不
懂礼？”巫马期告诉了孔子，孔
子 说 ： “ 我 真 幸 运 ， 只 要 有 过
错，别人一定知道。”孔子批评自
己，其实是批评昭公。

对别人的进步要多鼓励
赵宗符

延安，身处黄河腹地，坐拥黄
帝陵、壶口瀑布、乾坤湾等奇绝之
景，壮美山川令人观止。然而，人
们更关注的是红色延安，作为革命
的圣地，她赢得了无数人的敬意。
进入新时代，延安掀起了规模空前
的决胜全面小康、决战全面脱贫攻
坚战。短短几年间，原本梁峁起
伏、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坡，悄然间
换上绿装，成为陕北江南；贫苦人
拔掉“穷根”，全民进小康，过上
安居乐业、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全民脱贫，是一道亘古求解的
世界难题。黄河远去，白云悠悠，
如今，延安以事实作答，创造了
“中国奇迹、世界样本。”厉彦林
创作的反映延安脱贫攻坚辉煌实践
的纪实文学作品《延安答卷——— 脱
贫漫记》日前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
版。该书紧扣时代脉搏，回应社会
心声，以大量生动鲜活的事例，描
摹出这片贫瘠黄土地脱贫攻坚的史
诗般画卷。

遒劲有力的笔触，把延安这片
古老的土地和人民，放在人类历史
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量。该书既阐

述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和丰
功伟绩，也客观地描述了其荒芜和
贫穷，以悲悯的情怀，关注人们深
重的苦难生活。文章深挖形成贫穷
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成因。几千年
来，人民想尽了办法摆脱贫穷，但
贫穷一直如鬼魅般如影随形。也正
因为贫穷，人们才心甘情愿跟定共
产党，为的是过上好日子。文中全
面回顾了长期以来，党为改变革命
老区贫穷落后面貌所做的艰苦努
力，进而得出“延安窑洞是最革命
的”、共产党时刻不忘初心使命的
结论。

战士般的阳刚血性，再现了中
国共产党人开历史先河，向全民脱
贫吹响进军号角的激昂场景。该书
以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为开端，讲
述了那段光辉岁月，党和人民血肉
相连、共克时艰所形成的革命传
统。文章回顾了党在十八大以来的
脱贫工作重点，着重阐述中国精准
扶贫的伟大方略。延安各级领导，
人人立下军令状，末尾写道：“如
若完不成任务，我将引咎辞职。”
这铮铮誓言表明了共产党人带领群

众誓与贫穷拼战到底的决心和意
志。脱贫，是世界的局、中国的
坎。我们在做着前无古人的伟业，
义无反顾，中国必须迈过这道坎！

严谨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忠实
地记录了延安人民拔掉“穷根”、
改天换地的曲折发展历程。作者从
延安厚重的历史文化写起，倾注大
量笔墨去探寻绿色脱贫的艰难旅
程，验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论断。贫穷，既能让人
懒惰，也能催人奋进，穷则思变。
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勤劳纯朴的
延安人民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生
态保卫战，在经历了退耕还林的苦
闷与迷惘之后，硬是在人类极限生
存环境下，让荒山秃岭变成了绿
洲，通过植树造林，建果园、大
棚，养猪、养羊，异地搬迁，文旅
产业等等，斩断“穷根”，让延安
化茧成蝶，变成幸福的安乐窝。

缜密的思辨力，准确地勾勒出
中国脱贫事业创新发展的方略图。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延安，强调党的
领导、精准方略、社会动员、激发
内生动力等基本着力点，拓宽了中

国特色扶贫开发道路，丰富和发展
了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为全球
减贫事业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
慧。文章就为什么扶、扶持谁、谁
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等几个“靶
心”问题加以精辟论述，列举出党
和国家出台实施的一系列中长期扶
贫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
扶贫，再到精准扶贫，探索出一条
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
路。中国的脱贫人数占全世界总数
的3/4，靠的就是政治优势、制度
优势和组织优势。文章揭示了脱贫
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决胜的中国道
路、中国智慧、中国精神和中国力
量的源泉所在。

发自肺腑的真情挚爱，谱写了
一曲延安人民奋发图强打造“延安
绿”的颂歌。该书对我国生态文明
建设进行了全景式扫描，以深情的
目光注视着延安这片红色圣地由黄
变绿的曲折历程，从自然、历史、人
文等多角度剖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教训，对延安的黄龙、吴起、宜川等
县退耕还林和生态治理所发生的可
喜变化给予由衷赞美。文中对南泥

湾老党员侯秀珍种树、唱着小曲打
扫卫生的甘大爷、乐观开朗的养蜂
人老范的描写，多层面展示延安人
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精神风貌。

浓墨重彩的笔法，描绘了一幅
山乡壮美、百业兴旺、人民幸福的
现实图景。该书选取了二十多个村
庄由穷变富、由苦变甜的典型案
例，生动地反映了党的富民政策和
精准扶贫措施给延安人民带来的幸
福生活。文章用真人实事告诉世
人，通过科学施策、精准扶贫、绿
色发展，延安人赚钱有门路、活得
有精神，日子唱着过、未来有盼
头！同时也昭示，延安乃至整个中
国，全民决胜小康，使城乡更和
谐，未来更美好！

历史、现实、未来三个时间节
点和延安、中国、世界三个空间维
度，深入探究人类贫困问题及解决
途径。文章以人类文明、中华传
统、共产党人不忘初心使命多个视
角，破解了中国成功的密码，让我
们欣喜地看到了延安乃至整个中
国，一个“风景这边独好”的美丽
新世界。

中国脱贫攻坚的史诗
——— 读长篇纪实文学《延安答卷——— 脱贫漫记》

魏志尚

据说“至人无梦”。幸而我只
是一个平庸的人。

我有我的梦中世界，在那里我
常常见到你。

昨夜又见到你那慈祥的笑颜
了。

还是在我们那个老家，在你的
房间里，在我的房间里，你亲切地
对我讲话。你笑，我也笑。

还是成都的那些老街道，我跟
着你一步一步地走过平坦的石板
路，我望着你的背影，心里安慰地
想：父亲还很健康呢。一种幸福的
感觉使我的全身发热了。

我那时不会知道我是在梦中，
也忘记了二十五年来的艰苦日子。

在戏园里，我坐在你旁边，看
台上的武戏，你还详细地给我解释
剧中情节。

我变成二十几年前的孩子了。

我高兴，我没有挂虑地微笑，我不
假思索地随口讲话。我想不到我在
很短的时间以后就会失掉你，失掉
这一切。

然而睁开眼睛，我只是一个
人，四周就只有滴滴的雨声。房里
是一片黑暗。

没有笑，没有话语。只有雨
声：滴——— 滴——— 滴。

我用力把眼睛睁大，我撩开蚊
帐，我在漆黑的空间中找寻你的影
子。

但是从两扇开着的小窗，慢慢
地透进来灰白色的亮光，使我的眼
睛看见了这个空阔的房间。

没有你，没有你的微笑。有的
是寂寞，单调。雨一直滴——— 滴地
下着。

我唤你，没有回应。我侧耳倾
听，没有脚声。我静下来，我的心

怦怦地跳动。我听得见自己的心的
声音。

我的心在走路，它慢慢地走过
了二十五年，一直到这个夜晚。

我于是闭了嘴，我知道你不会
再站到我的面前。二十五年前我失
掉了你。我从无父的孩子已经长成
一个中年人了。

雨声继续着。长夜在滴滴声中
进行。我的心感到无比的寂寞。怎
么，是屋漏吗？我的脸颊湿了。

小时候我有一个愿望：我愿在
你的庇荫下做一世的孩子。现在只
有让梦来满足这个愿望了。

至少在梦里，我可以见到你，
我高兴，我没有挂虑地微笑，我不
假思索地随口讲话。

为了这个，我应该感谢梦。
（摘自东方出版中心《巴金散

文集之四：梦与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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