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布鲁克林有棵树》中的树说的是臭椿树，
这是一种在各种土壤中都能顽强生长起来的
树，所以又叫天堂树。书中的主人公弗兰西就
像那棵树。

这本关于生存的书，讲述了阅读如何让卑
微的生命变得高贵，讲述知识如何改变人的修
为与命运，讲述家庭的力量如何支撑孩子实现
自己的梦想。

二十世纪初的纽约布鲁克林，是一片宁静
的乐土，而在这里，一颗本应无忧无虑的幼小
心灵却要被迫去面对艰辛的生活，体味成长过
程中的无奈百味：父亲英年早逝，家境清贫，在
学校饱受轻鄙……面对如此坎坷人生，她也曾
苦闷、忧愁，却始终保持着那份尊严和知识改
变命运的信念。

弗兰西的身上有一种特质，不管命运给她制
造了多少麻烦，她从来不会放弃向上的希望和能
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打败了她的厄运。

弗兰西的母亲也看到了她的特质，所以在
只能选择供一个孩子继续上学的时候，母亲把
机会给了弟弟。因为在她看来如果弟弟不上
学，他的人生将丧失向上的能力。而弗兰西不

一样，向上的能力
是她的本能。

弗兰西没有
辜负母亲的期望，
她没有深陷在布
鲁克林的贫穷和
纷闹中，而是像臭椿树一样，从缝隙中寻找生
机，在空气里拼命生长，直到人生的另一扇大
门终于为她打开。

没有东西吃时，父母编故事转移孩子的注
意力；为了买到好一点的肉，跑几家肉铺，编谎
话，忍受店老板的抱怨；善良而无能的父亲给孩
子一个美好的记忆，却最终把事情搞砸了……
小说的文字充满温情，这种温情打动人心。

如果命运给你一个比别人低的起点，那么
绝对是相信你可以凭借梦想的力量，去创造出
一个绝地反击的故事。《布鲁克林有棵树》向我
们成功展现出了一种向上成长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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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阅读和写作，悄悄地影响
着谌胜蓝的人生观、世界观，带给她
满满正能量。

她参加公司义工协会并成为主
力，把关爱送到最需要地方；她用笔
讴歌身边的好人好事，2001年，因
感于同事夏水英坚强乐观勤勉工作
的精神，她主动将夏水英的故事传
递给社会，引起多方关注，如今，夏
水英已经是国家电网公司劳动模
范。

谌胜蓝不仅自己喜爱阅读，更用
自己的光和热，带动其他人阅读。

2016年 9月，湖北省长江读书
节开展阅读推广人评选活动，谌胜蓝
作为湖北省电力公司入围的唯一候
选人，得票位列全省第五位。这得益
于她平时所做的点点滴滴。

作为《咸宁供电报》责任编辑，
她坚持多年开办“书墨飘香”栏
目。这为公司系统读书活动作出
了积极贡献，引了广大书友的热情

参与。
2008年，谌胜蓝被指派为供电

公司文学协会秘书长。带着使命感
和满腔热情，她在文学分会积极开展
读书活动，9年来，开展各类活动50
余次。 电力公司涌现了一批热爱写
作的才子佳人。

一同事感叹：“如果说咸宁供电
公司文协是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编
辑组众多才子才女是一根根激情燃
烧的火把，而谌胜蓝就是那粒火种。
谦和温柔又不乏坚毅主见的她引燃
了咸宁供电公司文学协会每一个成
员对于文字的热情，然后甘为人梯地
鼓励身边的每一个人并提供合适的
平台，让大家尽情地释放自己的能
量。”

“我从不曾想过要成为一个作
家，之所以拼命写作，是因为我读的
太多，我需要用文字来表达。阅读改
变了我，提升了我，感谢阅读。”谌胜
蓝真情流露。

潜移默化，她甘当阅读使者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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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阅读，她走进《百家讲坛》；缘于写

作，她成为一名作家；春风化雨，她甘当阅

读使者。她就是国网咸宁供电公司的职工

谌胜蓝。她就像一本厚重的历史书，耐人

寻味，给人力量。15日，记者走进谌胜蓝

的书香人生。

我喜欢读书！
当然，我说的喜欢读书，是指读那

些不必应付考试的书。小说散文诗歌，
神话天文地理，都喜欢看，只要别叫我
读完就去考试，很多书我都能很开心地
读下去。

这不，沙发上有一本三毛的《你是
我不及的梦》，床头有一本刘慈欣的
《三体（黑暗森林）》，厕所凳子上是一
本最新的《小说选刊》，而办公桌上那
本东野圭吾的《解忧杂货店》，用来消
磨网速奇慢时段。总之，我是走到哪
儿顺手翻看到哪儿，任由脑回路自动
分层。

相关学者说：看一本书就一定要
一口气看完，否则半途而费或一知半
解，就不如不去读了——费时间、费感
情，没有实质收获！

对照这个说法，我的读书习惯是真不
好，不够专注。可坏习惯一旦养成，难改。
暗自想：幸亏都是读完不用考试的书。

关于如何培养读书的好习惯，我
曾百度过，某些学者的建议让人顿悟，
比如：定时。每天至少抽出5-10分

钟雷打不动时间，无论是坐着、躺着，
或者蹲在厕所里，完成“看书任务”，直
至养成良好的每日读书习惯。

或者，随身携带书籍。翻看一本你
中意的书，打发你需要等待的所有碎段
时间，取代不时去刷手机微信的“坏习
惯”。

再比如，读给你的孩子听。找一
些适合儿童的好书，读给他们听，同时，
你也在帮助自己养成读书的习惯，而且
还跟孩子共同度过了美好的时光，将来
还是温馨的记忆，何乐而不为？

事实上，读书同其他活动一样，是
我们认知世界的途径之一，是大家生
活的一部分，是我们放松心情、款待自
己灵魂的方式，非但不需要昂贵的造
价，甚至还能不断获得温暖和安全
感。所以，干嘛把读书想得那么沉重
呢，开卷有益，读书，终将成为一件让
你欲罢不能的好事。

趣说读书
记者 李娉

我们一直寻找的，却是自己原本早已拥有的，我
们总是东张西望，唯独漏了自己想要的，这就是我们
至今难以如愿以偿的原因。

——柏拉图

有时候，负面情绪会突然排山倒海地汹涌而至，
似乎要把你湮没，千万不要试图阻挡这些情绪。正
确的做法是，坦然接受这些情绪所携带的能量，利用
它来强化求生的决心。

——贝尔·格里尔斯《荒野求生》

真正的安全感，来自你对自己的信心，是你每个
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在于你的内
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你最大的对手永远
都是自己。 ——李嘉诚

人与人之间发生的事情就是一种教育，一个人
的专制和僵化，往往不自知，需要像淋雨一样一遍遍
被浇透、干涸、滋养，才能撼动那种“我是不会错的”
的蒙昧状态。 ——柴静

人的贫穷不是来自生活的困顿，而是来自在贫
穷生活中失去人的尊严；人的富有也不是来自财富
的积累，而是来自在富裕的生活里不失去人的友情。

——林清玄《林清玄散文》

人常说活得很累，是因为事实上人很难用全部
心思活在现在。人常对自己的现实不满，也许是因
为已经过去了的某些事情，像有生命的东西一样，仍
在那儿发出呻吟和叹息，好像我们自己三分之一的
心灵，在过去的日子里向我们哭诉什么。

——梁晓声《年轮》

“在这个沸腾的世界，我还是喜欢独自坐
在床头，静静翻开史书，触摸历史的的脉搏，享
受那份独有的乐趣。”

15日，谌胜蓝抒发着她对阅读的热爱。
谌胜蓝对阅读的热爱并非一朝一夕，而是

从小开始。
小时候，谌家生活困难，没有余钱买书。

偶尔到亲戚家，看到厚厚的《封神演义》、《三国
志》等古书，她便迫不及待地拿来读，虽然读起
来吃力，但那份快乐至今让她回味。

那些厚重的历史书，将谌胜蓝带入了一个
远古的、震撼的、丰富的，不同于平凡现实的世
界。此后，她对历史的热爱一发不可收拾。

当她走进供电企业，成为一名电力职工，
依然不能释怀那份对历史的不了情。

作为普通的电力职工，平时工作繁忙，但
谌胜蓝还是尽量挤出时间阅读。在变电站值
班，她利用工作间隙阅读；在门诊打点滴，她在
输液室阅读；陪儿子上围棋课，她在走廊里阅
读……阅读成为一种和呼吸一样的本能。

2007年，中央电视台网站发布了一条读
《史记》征文启事，当时谌胜蓝正如痴如醉地阅
读《史记》，于是欣然应征。

一个月后，征文结果揭晓，她的《项羽之
死》一文获得一等奖，并被邀请成为《百家讲
坛》的嘉宾。

2008年5月15日，在《康熙大帝》系列最
后一集录播现场，谌胜蓝再次坐在了观众席
上。不同的是这次她带来《回眸·思索——小
女子品读大历史》书稿，阎崇年欣然同意为之
作序。

“我从未料到我会因为阅读来到北京，
来到百家讲坛的现场，邂逅许多以前只能在
电视上见到的文化大师。”讲述起那段往事，
谌胜蓝依然觉得幸运。

结缘阅读，

她走进《百家讲坛》

苦读，让谌胜蓝对久远的历史人
物和事件，有了太多的思索：周公旦
的高尚情操，李世民的深度痛苦，燕
云十六州的沧桑变迁，匈奴民族的奋
起与消失……这一切都让她受到强
烈的震撼，于是不能不拿起笔来。

2007年开始，谌胜蓝为《湖北电
力报》“史海钩沉”专栏撰写读书笔
记，把她心中的热爱与思索，全部凝
结于笔端，传递于读者。并由湖北人
民出版社出版集结作品《回眸·思索
——小女子品读大历史》。

然而，与那些久远历史的对话，
却让谌胜蓝觉得迷茫与痛苦：久远
历史的谜团太多，永远无法真正地
走近它、了解它。

机缘巧合之下，谌胜蓝惊觉咸宁
有座历史文化宝库——向阳湖五七
干校。“我可以跟他们本人或者亲朋
好友对话，深入地了解那段历史。”

于是，谌胜蓝的兴趣一下子从古
代史转入现代史，并加入了湖北省向

阳湖文化研究会。
为了走近这个群体，谌胜蓝搜罗

关于他们各种版本的传记，阅读他们
的著作。三年功夫，她搜集的资料占
满一个4G的U盘。并通过各种渠道
结识了300多名五七干校当事人及
其后人，通过网络、电话或者面对面
采访了五七干校学者、艺术家、将军、
经济学家等40余位。

这些知识分子对祖国的赤胆忠
心，认知的宽度与厚度，他们对时代
的诠释以及对今天的启迪，无一不震
撼着谌胜蓝的心灵，她用笔书写自己
的感悟。

因而，谌胜蓝也成为咸宁第一
个在中华书局出书的人，出版作品
《文人·炼狱——小女子品读向阳
湖》、《那些年，他们在五七干校》，
有极强的史料性和收藏价值。《那
些年，他们在五七干校》还斩获第
二届“香城泉都”文艺奖·文学奖金
奖。

品读历史，她成为电力作家BB

AA

内容简介：金灿
荣，著名国际问题研
究专家、长江学者。
在他看来，中国作为
大国的时代已经来
了。作为一个负责任
的大国，中国在更大
范围、更深层次、更高
水平上参与全球经济
治理的同时，会积极
为全球经济治理贡献
中国理念，讲好中国
故事，担当起大国责
任。

作者：金灿荣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内容简介：亚
当·罗斯坦，美国无
人机研究专家，致力
于无人机的历史追
踪和对社会影响的
研究。本书通过对
无人机的发展历程、
相关技术以及其带
来的社会影响进行
解读，不仅可以让读
者了解无人机发展
中的历史和趣事，还
可以看到无人机给
未来社会带来的深
刻影响。

《无人机时代》

作者：［美］亚当·罗斯坦著
译者：王志欣，姚建民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内容简介：伊恩·
道格拉斯，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
城市论坛前任主席。
书中，作者带领读者
一起探讨，随着城市
化步伐的加快，我们
如何能够使世界上的
城市更具可持续性？
我们如何能够为新的
城市地区应付未来的
环境挑战做好准备？

《城市环境史》

作者：［英］伊恩·道格拉斯
出版社：江苏凤凰教育出
版社

《大国来了》

向上生长的能力
——《布鲁克林有棵树》读后感

记者 朱亚平

内容简介：这本
小书，幽默地给大家
讲讲厕纸的历史和它
的不同面貌。比如，
最早的厕纸如何出现
于明太祖朱元璋的皇
宫，以及其他曾担任

“厕纸”重任之物——
包括荷兰人和他们的
贻贝壳、美国的玉米
芯、写着烂诗的纸、古
雅典的海绵……再到
如今流行的日本“卫
洗丽”马桶盖。文化
差异和人类对触感的
追求，都被厕纸记录
了下来。

《厕纸趣史》

作者：理查德·史密斯
译者：丁剑
版本：江西教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