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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文

马克思是近代以来公认的最伟大的思想
家，虽然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
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他的名字依然受到人们
的尊敬，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
芒。

《爱与资本：马克思家事》这本书，其笔墨
和重点，聚焦于马克思与妻子的爱情故事、与
子女们的亲情故事。书中，呈现了一位伟人
的生活与日常，这对于从人性的视角认识、理
解、领悟马克思的历史魅力、人格魅力，提供
了难得的文本借鉴。

全书分为 7 部分，分别是“马克思和男爵
的女儿”“流亡的一家”“流寓伦敦的家庭苦
难”“贫病交困中携手前行”“从《资本论》到公
社”“马克思家庭的悲与欢”“共同的革命事
业”。为了刻画真实的马克思及其家庭人物
群像，本书作者花了 7 年时间，进行认真调

研，查阅了大量一手史料。
撰写本书，就是要让“马克思”从标签回

归生活，从理论回归家庭。马克思改变了世
界，是什么样的家庭塑造了他？这正是本书
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一生，是勇
攀人类思想顶峰的一生。他出生于德国特里
尔城一个犹太人的律师家庭。概括起来讲，
他在中学时代，就树立了为人类幸福而工作
的志向；大学时代广泛钻研哲学、历史学、法
学，探寻人类社会发展之奥秘；1843 年移居
巴黎后积极参与工人运动；1845 年与恩格斯
合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次比较系统地
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1848 年与恩
格斯合撰《共产党宣言》；1867 年《资本论》出
版，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史上最厚重的经典之
作问世⋯⋯

俗话讲：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必然有
一个女人的默默支持。马克思之所以成为
千年伟人，就是因为妻子燕妮的奉献。燕妮
比马克思大 4 岁，出身名门贵族。俩人青梅

竹马、日久生情，在马克思 18 岁那年，俩人
秘密定下了婚约，并在相恋 7 年后步入了婚
姻的殿堂。当时的马克思与燕妮可以说是
门不当户不对，还是异地恋、姐弟恋，所以他
们的爱情遭受了各方面的阻力。马克思不
愧是一个有魄力、意志力坚定的人，在事业
上如此，在追逐爱情方面亦然。他在大学期
间曾写下 3 本爱情诗献给燕妮，表达炽热而
真挚的情感。他写道：“燕妮，任它物换星
移、天旋地转，你永远是我心中的蓝天和太
阳，任世人怀着敌意对我诽谤中伤。燕妮，
只要你属于我，我终将使他们成为败将。”而
燕妮也同样以写诗的方式，对其表白爱意。
这种有品有格的爱情，在今天看来简直就是
童话般的曼妙。

世间的生活，给予马克思和燕妮更多的
是苦难。1849 年，马克思因为致力革命事
业，在欧洲大陆已无容身之所。最终与临近
产期的燕妮和 3 个孩子来到英国。几经搬迁
后，马克思一家 7 口勉强在狭小阴暗的房间

落脚。在伦敦时，他们一家生活极为清苦，燕
妮连当初的陪嫁品都变卖掉了，以补家用。
更 令 人 伤 心 的 是 ，他 们 相 继 失 去 了 3 个 孩
子。然而，这些挫折和磨难，没有击溃马克思
和燕妮的意志，他们共同坚守爱情、探索正义
和真理。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身体每
况愈下，疼痛难忍，燕妮则常陪伴身边，替他
誊写手稿。马克思的手迹潦草难辨，若不是
燕妮相助，《资本论》能否顺利出版，都是一个
问号。晚年时，燕妮不幸患上肝病，卧床不
起，马克思则寸步不离地照料，结果自己也病
倒了。1881 年 12 月 2 日，燕妮永别了共同生
活 38 年的马克思，马克思痛失爱妻，人间失
去一位伟大的女性。

马克思与燕妮，自始至终恩爱如初。无
论是历经贫困、病痛、悲伤、坎坷，他们从来没
有想到分手，书写了世界上最可贵的爱情传
奇和亲情故事。马克思的家庭与家事，其实
和我们平常人一样。不平常的是，他们更懂
得珍惜和坚守。

一代伟人的家庭家事

□丁兆永

家庭教育的关键是什么？不是“教
育”，而是还原一些事情的本来面目，把亲
子关系还原到最自然的状态，就是孩子要
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陪伴，是最长情
的告白。”这是读完蔡朝阳先生作品《我家
有个小学生》的最大感触。

作者以细腻而且理性的笔触，点点滴
滴记录了儿子菜虫小学阶段遇到的诸多
问题，无论是择校忧虑、作业压力、近视困
扰，还是性教育、情绪管理、亲子阅读，他
唯一的关键词就是：陪伴。陪孩子上下
学，陪孩子做作业，陪孩子阅读，陪孩子看
流星雨，陪孩子玩游戏⋯⋯

书中，《陪你去看流星雨》一篇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作者回忆了他陪小菜虫
看流星雨的详细经历——“闲聊之间，车
子已到达目的地，一片空旷的地区，周围
是农田，不远处有一条小河流过⋯⋯偶尔
有夜行的汽车从很远的地方射来黯淡的
灯光。四周阒静，唯有虫声此起彼伏。”他
看到的每一处景色，听到的每一个声响，
与菜虫说的每一句话，流露的每一种感

情，都会让你感受到，在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家长不一定要为孩子做出一些轰轰烈
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最简单的陪伴，就
能给孩子很多力量，让孩子感受到温暖。
陪伴这个简单的行为背后，蕴含着很多对
孩子有益的价值，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安全

感。孩子的安全感、信赖感、被爱的感觉，
都是在这种陪伴里面获得的。

陪伴是父母与孩子最自然的一种相
处方式，它能满足孩子最基本的心理需
求，因此父母朝夕相处的陪伴不是为了寻
找什么深刻的意义，或者让孩子明白一个
什么深刻的道理，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

“有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无所事事地度过
整个下午，甚至无所事事地度过更长的一
整段时间啊。”所以，我们的陪伴，一定不
要带着功利的眼光，它就是你与孩子相处
的美好时光，也不要让孩子感觉到，你是
做了很大的牺牲来陪伴他的，越无目的，
越单纯的陪伴，也是最自由最幸福的陪
伴。陪伴着孩子，我们不仅仅在付出，更
多的是在获得。

游戏陪伴，这是家长的职责。孩子一
生下来，就对游戏有一种天然的渴望，游
戏是一种很好的寓教于乐的形式，因为遵
从了孩子喜欢游戏的天性，在游戏的乐趣
中孩子会更容易掌握知识。作者认为，游
戏，不是玩物丧志，在童年及少年时代，游
戏正是培养孩子各方面能力的最好方式。

陪伴是最久的长情，让我们从此时此
刻开始吧。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编辑推荐：
国家宝藏，一句荣耀，一种隽永，一生传

承。
《国家宝藏》是央视综艺频道大型文博

探索节目《国家宝藏》独家授权同名书籍。
这是一本沉淀中华文明的记忆之书。

九大博物馆馆长甄选 27 件镇馆之宝，讲述
国宝的前世今生。在《千里江山图》的壮美
中一窥先人背影，聆听“曾侯乙编钟”奏响的
华夏正音，感悟“越王勾践剑”千秋不朽的中
国剑魂⋯⋯

这是一部国人智慧的集成之作。文物
铭记过去的历史，也成就今天的故事。数十
位国宝守护人无论职业背景、性情性格、学
术成就，他们与 27 件国宝命运交织，诉说发
生在自己身上的传奇。每一位国宝的创造
者、挖掘者、守护者都成就了中华民族的基
因宝库。

这是一本文物知识普及的收藏之作。
本书揭开文物背后的故事与历史，让更多人
在懂得如何欣赏文物之美的同时，了解文物
所承载的文明和中华文化延续的精神内核。

编辑推荐：
长 篇 报 告 文 学《心 有 大 我 至 诚 报 国

——黄大年》真实展示了黄大年同志在归国
后的 7 年间，为祖国的科研事业鞠躬尽瘁的
奉献精神和一片至诚的报国情怀。

本书记述了海归战略科学家黄大年把
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贡献力量
作为毕生追求，为我国教育科研事业做出突
出贡献，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的感人事迹。该
书以大量详实、生动的细节，还原了黄大年
作为国家多个技术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带
领科技团队只争朝夕、顽强拼搏，在 7 年多
的时间里取得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补多
项国内技术空白，部分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的经历，再现了黄大年对事业倾尽全力，对
学生甘为人梯，对国家不图回报的精神，向全
社会传递了“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正能量。

■沙发

□彭忠富

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
是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理解人性》是他
的代表作。本书以自卑感、社会情感为核
心概念，强调个体的多种心理现象，如知
觉、记忆、情绪情感、思维和性格，都是以
独特的、个性化的方式来表达，并服务于
个体所追求的生活目标的。本书认为个
体的行为模式起源于童年早期，自卑感是
其行为的重要驱力，它为人们发展社会情
感、识别并调整自己性格和行为中的缺陷
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照。

本书包括《儿童与社会》等 13 章，分
为人类行为和性格的科学两个部分。第
一部分主要阐述人类行为的物质基础、
内在驱力和发展规律。第二部分主要阐
述性格特征的生理和心理基础、多种性
格特征的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社会情
感对个体性格特征的调节作用。本书旨
在向大众介绍关于个体心理学的基础理

论，同时详细阐述如何将个体心理学的
基本原理应用于实践，用于指导个体与
环境、个体与他人的交往，以及个体的人

生规划。
作者认为，社会规则会影响个体的

生活准则和心智的发展。社会是一个有
序生活的群体组织。如果缺乏群体的适
当保护，儿童的发展会趋于缓慢。童年
早期表现出的不同行为趋势会促使儿童
发展出不同的人格类型。一部分儿童更
愿意去寻找获得像成年人一样的力量或
勇气的方法，他们的认知能力会得到进
一步发展，人格趋于成熟和健康。另一
部分儿童则固着于展示并试图证明自己
的弱小，会表现出依赖、敏感和自我为中
心的人格特点。我们要充分考虑儿童的
人格形成与环境之间的影响，并在儿童
的行为方式中分析环境投射的信息，找
到合理的教育方法。

自古以来，探索人性就是一项繁杂
艰巨的科学任务，解决人性的问题则是
人类社会发展的目标。人性是复杂的，
如果掌握了阿尔弗雷德的个体心理学，

不仅可以了解我们自己，还能够成为一个
教子有方的家长。

寻找适合孩子的教育方法

□王忠范

散文集《手上阡陌》的作者，是颇有名气
的作家曾元沧，笔名为曾子墨。老一辈大作
家郭风曾给他的散文题过字：“以情感人”。
中国作协副主席、著名诗人吉狄马加评价：

“曾元沧同志的散文有一种纯粹、醇厚、朴素
之美，体现了他生活阅历的不同和内在精神
的深刻。”

这部散文集分为手上阡陌、壶里壶外、
刚柔秀色和谈天说地 4 辑，总共 140 篇散文
31 万字。全书不管写人写事还是写景色写
风情，都在描绘情境、情景、情思，从而抒情、
传情，而且情真、情深、情重。这样贯穿情字
的散文读来如谛听地下暗河，那颇具节律之
声令人心醉神迷。如写儿时记忆的《灵猴小
传》，充满了深切的思乡情结和保护大自然
的情感，感人至深，随之体味再三。又如《风
雨桃花》，从《桃花扇》的凄婉写到《在那桃花
盛开的地方》风靡全国，结尾点题桃花源小
学那块“桃李满天下，游子思故乡”的牌匾，
让人顿然情思澎湃，想象不止。

《手上阡陌》好多篇章是写故乡的，敞开
了作者记忆的大门与广阔的情感世界。如

《桂圆情》《故乡的月亮》《夕阳山外山》《寸草
心》等篇，全都洋溢着乡愁，确是剪不断理还
乱的故乡深情。那些乡人、乡景、乡音、乡
俗、乡物、乡歌乃至故乡的一切都置放在字
里行间，形象、生动、细腻，情与理自然交融
又特别纯真，给读者带来亲切感，带来心灵
的感应与激荡。

细细咀嚼这部散文集，你会感到作者的
语言朴素又清丽、简单尚有层次感，形成一
种优美的旋律。阅读之中，觉得自由、轻松、
顺畅，真的爱不释手了。

手上阡陌尽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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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艳

从 1973 年发表第一篇作品至今，作家张
炜的写作生涯已逾 40 年。从《古船》《九月寓
言》，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你在高原》，再到

《独药师》《艾约堡秘史》，他的小说一直以纯
文学的写作路线，构建着他的思想星球。

最近，张炜推出了随笔新作《海边兔子有
所思》。这本被称为“思绪绵密的静书”作品
收录了他近两年来关于写作、关于阅读、关于
故乡、关于人生的思考。

“散文很自由，完全敞开自己，任何事情
没有比敞开自己来得有意思，来得高兴。”张

炜这样形容散文写作的“快感”，历数他的创
作，超过一半的数量是散文。

《海边兔子有所思》这个书名听起来颇为
奇特，张炜解释，所有的好作家都像是一只会
思考的兔子。兔子“俊美、和平、友爱、单纯、
活泼、机灵，与白沙和树林相得弥彰。更重要
的是，兔子食草，它们始终与弱者站在一起”。

张炜出生于山东烟台，现在，他的大半时
间都生活在这个海边城市，他把自己比喻成
一只在海边若有所思的兔子。这本散文集收
录的正是张炜近年来在海边居住时产生的对
人生、事物以及写作和文学的观察思索。

王蒙称张炜是“长篇能手”，他尤其欣赏
张炜对文学的忠诚、投入、坚守、认真与爱。

他说：“张炜有‘死磕文学’的精神，谈起文学
来有深情，有骄傲，对文学绝不撒手。”

而张炜却忧虑：“过分迷恋文学生活，用惯
性写作会毁掉自己。对于一名成熟作家积累
字数是容易的，我害怕的是手里这支笔非常熟
练了，不自觉地凭着惯性写作。编相似的故
事，用相同的笔调不停地写下去。”在他看来，
作家就是要用不同的生活打碎文学板块，如果
不这样，仅凭惯性写作，就不能形成新意。

互联网、信息化时代对文学的“侵噬”张
炜也感同身受，他忠告年轻作家：“越来越多
的人被手机‘绑架’，但对于一名作家来讲，手
机就像是损坏文学的炸弹，如果不把它扔掉，
大概就没有希望成为杰出作家了。”

思绪绵密的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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