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与黑，两种色调相反、反
差极强烈的色彩的并列，在1830
年成为了司汤达一部小说的名
字。自小说问世以来，书名一直
是众多文学评论中必然提及的
一笔，也不断地引领着读者反复
玩味，乐此不疲，引发无尽的猜
测和遐想。

以两种色彩的对立作为小
说标题似乎是司汤达的独特偏
好，其另两部作品《红与绿》、《红
与白》(原名《吕西安·娄凡》)莫不
属于此类。书名乍一看觉其模
糊晦涩，不可捉摸，然将全书反
复咬嚼之后再细细体味，深觉这
两种颜色确实浓缩了作品最精
华的意义和价值。色彩的语言
是无限丰富的，对美术有过专门
研究并写出过《意大利绘画史》
的司汤达想必深知这一点。

红与黑，其基本含义一般被
认为分别代表了小说主人公于
连的两条人生道路：投身于红色
的军旅生涯在战场上建立光荣
功勋和披上黑袍，去当教士。由
这一基本喻义化出了诸多对假
设：行伍与教士阶层，革命与反
动，血与黑袍，激-情与死亡，可
在红道和黑道上下注的轮盘赌，
红黑相间的于连的勋章，……该
如何解读这个书名?该如何去理
解整部作品?又有否可能通过作
品窥探到作者本人的种种?

红与黑，作为两种切实可感
的色彩在整部小说中出现了多
次，为思考这两种色彩的深层的
象征意义和挖掘小说的主旨提
供了基本信息。

红与黑，首先表现为军职和

圣职的对立。于连生于拿破仑
时代，呼吸过那个时代充满了刀
光剑影和光荣功勋的空气，从少
年时代起，就抱定了要出人头地
的决心，做过无数英雄伟人的美
梦，立志像拿破仑那样，凭借身
佩的长剑摆脱卑微贫困的地位，
年及三十立功于战场而成为显
赫的将军liuxue86.com。然而，
正当他即将进入英姿勃发的年
龄，时代风云变幻，拿破仑惨败
于滑铁卢，被大革命推翻了的波
旁王朝实现复辟，平民青年通过
个人才智而飞黄腾达的道路即
被堵塞。于连是那一代人——
今天被称作“世纪儿”们中的典
型代表。他们的梦想与追求，他
们生不逢时的悲剧与幻灭失落，
缪塞用诗意的语言作了精彩的
概括和表述：

“忧愁的一代青年，当时就
生活在这个满目疮痍的世界上，
所有这些孩子都是那些以自己
的热血洒遍大地的人们的骨肉，
他们生于战火之中，而且也是为
了战争而诞生，十五年中，他们
梦想着莫斯科的皑皑白雪和金
字塔那儿的阳光，他们头脑中装
着整个世界，他们望着大地、天
空、街道和大路，但如今全都空
空如也，只有他们教区里教堂的
钟声在远处回荡。人们则对他
们说：‘去当神父，’当孩子们说
到希望、爱情、权力、生活的时
候，人们仍然对他们说：‘去当神
父吧!’”

■佳作欣赏

梦想与追求
——《红与黑》读后感

○佚名

新桥

座落于通山县南城外，贯通106
国道的新桥大桥，建时为位居全国第
二的单孔空腹式石拱桥，是该县城南
大门交通要塞。每天，车辆穿梭如
织。这座大桥有着一个美丽而神奇的
传说故事。

很久以前，相传在河的那边住着
李姓的几户人家，日子过得倒也殷
实。有一天，一个老妇人患了急病，她
的儿子李生急着过河请医生，因水涨流
急，无法过渡。李生眼巴巴看着母亲死
去。悲痛不已的李生发誓要修一座桥。

经过几年的筹划，修桥的工作开
始了。施工时，由于河水很深，河沙松
散无法将桥墩下到实底，遇洪峰时，桥多
次被冲垮。李生很焦急。忽一日，有一
老道云游至此，告之：“以盐作墩，可数年
不垮，桥腐则盐化，桥墩坚如磐石。”李生
请来乡人共商大桥不腐之计。一先生
说：“陈旧之桥哪有不腐之理，只有新桥
……，就给它取名为新桥吧！”于是，李生
卖掉田产房屋，再次修桥。

一日，每下盐一包果然见水中长
石数尺，下三包盐时，河心有一凸石突
出。不出数日桥已架成。人们称：非
有上仙相助而不成。

“新桥”也就此而得名。

皇躲洞

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李自
成率部自襄阳至武昌，旋战不利，李自
成将大军分成几路，退至江南，走江
夏，过富池，谋占九宫山，取道江西，再
图大业。不料，因清兵衔师追击，李自
成军在船埠与清兵展开了一场大战，李
军大败。李自成连日血战，手下人马剩
下不多。李奋力杀出重围，沿着一条小
路跑了十多里，正想停马歇一口气，忽听
马蹄声，一群清兵追了过来。近处，只见

有一个只能容纳几个人的黄土洞，闯王
躲进洞中。清兵追到洞前，见一只拳头
大的蜘蛛在洞口织网，不象有人进过
洞。这时，李自成的白龙马在远处的山
坡上一闪而过。清兵认为闯王还骑在
马上，一阵呐喊，一窝蜂追赶去了。

李自成脱险后，过界牌，走葫芦
槽，被清地方武装杀死在九宫山下的牛
迹岭小月山上。黄土地洞因躲过李自
成，后人就称之为“皇躲洞”。

■新书推介

《文明是副产品》
作者：郑也夫

推介理由：事实上，人类文化宝库里
的大多数东西，没有实际用处。 没有实
际用处的东西要比有直接实际用处的东
西的知识含量大得多。无用之学最后才
有大用处——作者用独具见识，富于想
象且细致的考辩和大胆的推论，从外婚
制、农业、文字、纸张、雕版印刷、活字印
刷这些人类早期的最伟大发明，来思考
人类文明的产生。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完整版）》
作者：高铭

推介理由：有多少疯子，在自己的世
界里正常着。有多少天才，在自己的世
界里疯狂着。一堵围墙，区分两个截然
不同的世界。围墙内外，疯狂与正常。
围墙之上，困惑与彷徨。一本书，拆掉围
墙。这是一本向内在无限探索的好书。
不论是曾经看的、正在看的，还是将要看
的，请你都不要轻易对号入座。

■书海杂谈

记忆中，儿时最开心的事，
便是挤在母亲的被窝里阅读。

母亲是位老师，虽然工作忙
碌，但却总能挤出时间来，陪我和
弟弟阅读。那时，我和弟弟还在读
小学，我们一家四口住在母亲学校
的宿舍里，家里的家具虽然不多，
可书却堆满了整个床头柜。

冬天里，桔黄色的灯光照亮
房间，四个人挤用一张床，厚厚
的被子盖在身上，母亲选了一本
小说，我和弟弟坐在两边各捧一
本书，边咀嚼书中的故事边等着
被窝变暖。除了看一些连环画，
我们还看一些全文字的书籍，书
名虽然早已不记得了，但那个温
暖的场景至今难忘。

后来，我们搬了新家，我和
弟弟开始有了自己的房间，自己
的小床，可我们还是愿意挤在妈妈
的床上，看完书后，再回房睡觉。

因为喜欢看书，我和弟弟也
特别会讲故事。我和弟弟经常做
的一件事情，便是轮流讲，再将我
们改编过的故事讲给同学听。

初中时，母亲为了激发我们

的学习动力，向我推荐了励志类
的书籍。闻着书香，嚼着书味，
励志类的书籍向我们传递着乐
观、向上的精神和坚持成功的信
念，也给我们稚嫩的心灵注入了
强大的力量。

“阅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
但它可以改变人生的宽度。”读书
的过程中，我如同进入了另外一个
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我可以永远
做一名学生，永远有成长的空间。

坚持夜读让我的生活丰富
多彩，而每每遇到生活困境时，
励志类书籍就是指点我走出迷
雾的导航灯。

现如今，我依然坚持一个月
看一本励志类的书籍。感受书
籍给人带来的热情、勇气、信念、
坚持的力量。

最近一次整理书柜时，我发
现书柜中陈列的大多都是极具感
染力的励志类书籍。我准备将他
们整理出来，放在孩子书柜的最
高处。我希望，这些书籍能像老
师一样指引他，做好自己，实现
他的人生目标。

阅读使人进步
记者 朱亚平

全民阅读

文化传真文化传真

本报讯 记者李娉报道：日前，我
市作者程应峰随笔感悟集《在输得起
的青春，遇见美好的自己》由辽宁人民
出版社出版，10月份已在京东、天猫、
淘宝、当当、苏宁易购等网站同步上
市。

再圆满的人生都有缺憾，纵使是
名人也不例外，也会遭遇爱情崩溃、人
生离别……本书是一部有关名人名事
的感悟随笔集，展现了近百位世界名人
生活中的华彩乐章和苦涩苍凉，作者试
图通过展现这些名人生活中独特的经
历告诉读者，人生总会有起起落落，只

有那些坚守信念的人，才能遇见最好的
自己，才能取得真正的成功。

程应峰系《读者》《博爱》《格言》等
刊签约作家，2015年纳入湖北省文联
优秀中青年文艺人才库。先后出版有
文学作品集《童心坐标》《阳光有声》
《智慧的花朵》《世界的苍凉，等你用手
指弹开》《给生命一个弧度》《在输得起
的青春，遇见美好的自己》等，其作品
常被知名选刊转载，
众多文章录入多种选
本、列为中高考阅读
题或例文。

本报讯 记者王凡、通讯员黄耀
南报道：提琴戏是绽放在湘、鄂、赣三
省毗邻地区的一朵传统民间艺术奇
葩，2008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
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
期，文化部对其代表性传承人甘伯炼
开展了抢救性记录。

甘伯炼，崇阳县白霓镇人，88岁，
一生致力于提琴戏的表演、保护和传

承 。 2012 年 12
月，被国务院评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提琴戏项

目代表性传承人”。
这次抢救性记录采集内容包括传

承人口述、传承人项目实践、传承人传
承教学、已有资料的调查、搜集与整理
四个方面。抢救性记录期间，甘伯炼
不顾年事已高，现场表演了《灯笼记》
《巧团圆》等传统优秀剧目。

据悉，文化部于2015年启动70
周岁以上及不满70周岁但体弱多病
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我省首批对列
入名单的10名人员开展抢救性记录，
甘伯炼为其中之一。

程应峰随笔感悟集出版 提琴戏传承人获文化部抢救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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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趣谈

新桥有故事
○朱应亮

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具体
怎么建？丁淑娇给出了以下蓝图：

首先，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
务设施体系。县文化馆、图书馆达到国
家一级馆的标准；乡镇综合文化站全部达
到省级乃至国家示范区创建标准，力争在
2017年所有村（居委会、社区）都有文化
服务中心，实现公共文化设施全覆盖。

第二，建立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
务供给体系。每个社区、行政村社会文
艺团队不少于2支。重点实施“五个
一”工程，即：一首歌、一句话、一套书、
一部影视剧、一个精品节目。打造一个
有嘉鱼地方特色的精品节目，力争在
省、市群星奖评选中获奖。县图书馆、
文化馆和乡镇文化站要建有标准配置

的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嘉鱼呜嘟生
产制作基地”，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护度和利用率。

第三，建立科学合理的公共文化服
务制度体系。探索促进全县公共文化服
务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建立政府统一
领导，相关部门分工负责、社会团体积极
参与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建立行业
联建互享服务机制，通过文化信息资源
共享工程、“三下乡”等方式，把文化信
息资源有效传递到基层，传播到农村。

第四，建立配套完备的公共文化服
务保障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人才、
资金和技术保障机制，健全公共文化专
业人才、志愿者、业余文化骨干三支队
伍。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充分发

挥政府公共财政的主导作用。针对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研究
出台相应的政策和措施。要立足嘉鱼特
色文化资源，着力培育特色文化产业。

第五，建立科学规范的公共文化服
务评估体系。按照《湖北省公共文化服务
体系示范区创建标准》的要求，建立各级
政府、文化行政部门、公共文化机构、重大
文化项目工作考核和绩效评估体系。

如今，在南嘉大地，无论城区还是乡
村，文化新风拂面而来，到处都是文化发
展带来的新气象。“文化嘉鱼”建设，正加
速驶向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彼岸。

文化阵地的全域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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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0日，走进嘉鱼县鱼岳镇北
街社区，丝竹绵绵、歌声阵阵；拳形剑
影、舞姿舞姿翩翩；书声朗朗、青春飞
扬。

当天，北街社区群星合唱团表演
了一段激情昂扬的军鼓，开启了文艺汇
演的序幕。一曲男女声对唱《共筑中国
梦》，唱出了大家对美好明天的祝愿；金
色滨江腰鼓队表演的《我的祖国》，抒发
了对祖国母亲的热爱……

“前两天，我在社区参加了合唱，过

两天，还要参加县里组织的广场舞竞
赛。”北街社区的李姐最近比较忙，下了
班就拉着几个姐妹一起去锻炼。

北街社区是省委、省政府授予的文
明社区，十分重视群众文化建设，投入
巨资，加强硬件建设，目前有3200平方
米文化广场，120平方米百姓舞台和专
业的音响设备，有 3500 平方米文化
墙。北街群星合唱团和北街艺术团，围
绕中心创作富有时代性和艺术性文艺
作品，排练、演出常年不断，深受好评。

北街社区群众文化阵地的火热，是嘉鱼
县打造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嘉鱼县对照创建标
准，建立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
体系、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
系、科学规范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体
系、配套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体系
和公共文化服务评估体系，初步形成

“设施网络化，供给多元化，机制长效
化，城乡一体化，服务常态化”的公共文
化服务新格局。

群众文化的饕餮盛宴

说到省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
的申报理由，嘉鱼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
局长丁淑娇介绍，近年来，嘉鱼县认真
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关于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率
先在示范区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
保基本、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可为全省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
设探索路径、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走进嘉鱼县各个社区（村委）党群
服务中心，或者文化活动室，老百姓可
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书籍；小区空地上，
设施齐备的健身器械帮助大家强身健
体；户外广场中，一台台群众文艺演出，
点燃了城乡大地的文化热情……如今，
在嘉鱼县各个乡镇，公共文化设施网络

在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可以
享受到文化的雨露甘泉。

嘉鱼县文化设施日趋完善。该县
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积极向上争取文
化站维修改造资金128万元，督促镇政
府配套投入，顺利完成了全县8个镇文
化站新建和改扩建项目。共投入资金
260余万元，完成82个村级农家书屋、
15个社区文化室建设，提前一年在全省
率先实现了村级“农家书屋”全覆盖。
新建了嘉鱼县图书馆，县文体会展中心
建设完工，完成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
程嘉鱼县支中心和8个镇级服务点建
设并向村级延伸，形成了城乡一体的电
子阅览等数字文化服务网络。

该县注重在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

力和水平上下功夫，县级图书馆、文化
馆、博物馆、各镇文化站、电子阅览室、
社区和村级农家书屋等文化场所，从
2012年起全面实行了免费开放。舞蹈
《土疙瘩情疙瘩》荣获“楚天群星奖”银
奖和全国群星奖优秀奖。簰洲说唱《南
有嘉鱼》荣获首届“南鄂群星奖”金奖，
编辑出版了《嘉女二乔》、《嘉鱼名人》、
《嘉鱼风物》、《嘉鱼来了李先念》等系列
文化丛书。

目前，全县有文艺协会、民间表演团
体55个，成为引领全县群众参与文化活
动的新生力量。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显著，
全县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个，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24个；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
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个。

二乔故里的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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