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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沙龙成功举办

《平凡的世界》读书交流会
3 月 1 7 日晚，由党委宣传部、

校团委、图书馆联合举办的第二十一

期“悦读沙龙”在图书馆五楼多功能

厅举行，图书馆巩恩贵副馆长、指导

老师陈京伟博士和50 余名读书爱好者

参加了本次活动。

通过热烈讨论，参加活
动的师生一致认为：虽然故事
的年代和场景已经离我们很遥
远，但是年轻的主人公在苦难
和坎坷中的拼搏、追求、尊
严、爱情、思考与同学们有深
深的共鸣，主人公乐观向上、
勇于改变、不屈不挠的人生观
给了我们很多的启迪，也激励
同学们勇于面对挫折，努力去
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生活, 追求平
凡的世界中不平凡的人生。

本次活动由悦读沙龙成员可晓
主持。首先，陈京伟博士对全书做
了精彩点评，激起了大家强烈的反
响；随后，热爱、追捧《平凡的
世界》的读书爱好者，积极发言，
表达自己对这本书的感悟。

内容简介：故事里，孙少平生于贫寒家庭，却痴迷于文学名著，并受到小说里保尔? 柯察金式人物的影响，固
执地追求自由和精神世界的充实。在不少观众眼里，孙少平不满农村生活现状，坚持出走的状态，其实很多年轻人都
曾有过，“因为对现实的不满而离开家乡，总想着出去看看，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他们形容孙少平，有着诗者浪漫、
儒者风范和侠者情怀，“他用阅读与思考走出了一片自己的天空，身上有着不服输的青春气息、勃发向上的理想激情、
永不气馁的韧劲与尊严。”

书，让少平从农村来到了黄原，从黄原来到煤矿。他是真正的知识改变命运的幸运者。是书让少平身上的气质
吸引了晓霞也吸引了后来的金秀。更重要的是书让农村出来少平有了思想的飞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少平看的第一本
书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初中时候在润生家里发现的。第二本书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高中的时候, 在
班会上看《红岩》被班主任发现了。第三本是他借给郝红梅的《创业史》。和晓霞认识后, 读的书就多了起来，《辨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各国概况》和《马丁伊登》，其中杰克? 伦敦的《热爱生命》这本连伟大导师列宁
都非常喜欢的书，对少平的影响是很大的。重要的是这个时候晓霞给少平介绍了《参考消息》。在少平高中毕业后晓
霞也一直给少平寄《参考消息》。在少平回村后基本没看什么书，在他出去黄原揽工时候，在贾冰的家里借了《牛虻》
一 书 。

后来他读了一些《马克思传》、《斯大林传》、《居里夫人》等传记文学。等少平分家后回到黄原遇到晓霞又
开始给了少平许多书像《艰难世事》、《简? 爱》、《苦难的历程》、《复活》、《欧也尼? 葛朗台》，其中重点描
述的是《白轮船》。这本书晓霞非常喜欢。后来他们两个在麻雀山上唱的就是里面的歌，这是他们俩对双方心思的试
探。而《热妮娅? 鲁勉采娃》则让两个人确立了恋爱关系。这本书中，男女主人公的最后结局也暗示了少平、晓霞的
情感结局。“刹那间我真想令时光停住，好让我回顾自己，回顾失去的年华，缅怀那个穿一身短小的连衣裙和瘦窄的
短衫的小女孩……”书中的主人公少平后来是这样想的：“是的，命运将使他重复这个故事的结局。在这个世界上，
在人的生活里，常常有这样的巧合。这不是艺术故事，而是活生生的人的遭遇。”

来到煤矿后作者提到的《红与黑》多少有点讽刺的味道，是作者想从一个侧面描写了少平的生活状态和他所面对
的工友们。

在《平凡的世界》的最后少平买了几本书，其中一本书名叫《一些原材料对人类未来的影响》。据说，这本
书很多人费了很大努力都没找到。

好书推荐

推荐理由：在央视热播的《平凡的世界》迎来了大结局，这个聚焦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的故事，却引起了各个时代人群的共鸣，不仅是60、70 后，对不少80 后观众来说，
他们其实并不熟悉剧中提到的农村，不了解当年的饥饿与贫穷，但意外的是，他们却从
这个看上去有些老土的故事里，从主人公孙少平的理想主义中，感受到了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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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孙少平所处的社会环境

“在这样风雨交加的日子里，如
果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人们宁愿一两天
足不出户，因此，县城的大街小苍到也比
平时少了许多嘈杂。街巷背阴的地方，冬
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儿的敲
击下蚀化，石板街上到处漫流着肮脏的
污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街道
上，有时会偶尔走过来一个乡下人，破毡
帽护着脑门，胳膊上挽一筐子土豆或萝
卜，有气无力地呼唤着买主，唉城市在这
样的日子里完全丧失了生气，变得没有
一点可爱之处”上面所引述的内容，真实
地再现了孙少平念收所处的那个城市绿
的萧条，城市的脏、乱、城市的冷漠，这
不仅仅是原西县城是这样的，其它地区
城市恐也有相似之处，但我们的主人公
孙少平，却与这个脏乱的社会没有一点
关系，因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乡下人，想和
这样地方扯上关系也不太可能。他在这
个城市存在，主要是因为县立高中的存
在而暂时存在。”

“一九七五年，由于国家政治生
活的不正常，社会许多方面都处在一种
非常动乱的状态中。四月，张春桥在中共
中央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论对资
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快要进行了十年
的文化革命以后，似乎中国的资产阶级
和资本主义越批越多了”“在农村，阶级
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县、社、队三组，一
切工作都用革命大批判来开路，有的县
竟然集中四、五百脱产干部，到一个生产
队去批判一个大队书记的‘资本主义倾
向’”。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员干部到农
民，都盲目地投身到这场轰轰烈烈的革
命批判运动中去了，那时吃的是大锅饭，
搞的是集体劳动，人人出工不出力，像这
种革命闹下去，最后吃亏的还是农民，生
活在小环境下的孙少平一家还是无法幸
免于难，他家共有六口人，其中妹妹在金
波借宿，自己懂事后在外生活，这样的家
庭，连最基本的问题都不能解决，还指望
吃饱饭，穿好衣吗？家庭中能参加集体
劳动挣公分的，只有孙少安和孙云厚，他
的奶奶和妈妈常年多病，自己和妹妹在
校念书，所以少平一家的窘困是可想而
知的，在文化大革命年代读书，对于一些
平庸学生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没有学
习任务，也没有学习压力，在这种苦难的
社会环境中生活，应该是不幸的，从历练
的观点看来，也应该是幸运的，这种经历
对少平的成长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 二 ） 孙 少 平 艰 辛 的 求 学 经 历

“在校园内的南墙根下，现在
已经按班级排起了十几路纵队，各班的
值日生正在忙碌地给从人分饭，每个人
的饭菜都是昨天登记好并付了饭票的。
因此程序并不复杂，现在值日生只是按
饭表付给每个人的一份菜，分甲、乙、丙
三等。甲菜以土豆、白菜、粉条为主。里
面有些叫人嘴馋的大肉片，每份三毛
钱；乙菜的主要内容与甲菜相同，只是
没有肉，每份一毛五分钱；丙菜就差远
了，清水煮白萝卜—似乎只是为了掩饰
这过分的清淡，才在里面象征性漂了几
点辣子油花。不过，这菜价钱倒便宜，每
份五分钱。”“各班的甲菜只是在小脸盆
里盛一点看来吃得起肉菜的学生没有几
个。丙菜也用小脸盆盛一点，说明吃这
种下等伙食的人也没有多少……主食也
分三等：白面馍，玉米面馍，高梁面馍；
白、黄黑颜色就表明了一种差别，学生
们戏称欧洲、亚洲、非洲。”

(三) 介绍孙少平在逆境

     中张扬出的个性

一、强烈的自尊心
“她前面的三个菜盆里已

经没有了菜，馍匡里也只剩下四
个焦黑的高梁面馍，看来这几个
家伙不是值日生本人的，因为他
手里已经拿着一个白面馍……她
不高兴地立在屋檐下。显然是等
待最后姗姗来迟者……我们 s
酸……于是他开始与书为伍，主
动涉猎各种中外名

二、善良而又富有正义感
“倒在地上的胡永州有气

无力地对侄儿说：‘不要打了，
算工钱，叫这小子走……’”。

“胡永州心中有鬼，看来不想把
事情闹大，他的侄儿只好停住
手，骂骂咧咧……，少平把钱塞
进小翠的破衣服口袋里，引着她
从窑里出来，中午，孙少平拿着
他和小翠两个人的铺盖，引着这
个不幸的姑娘，离开工艺厂，来
到了东关的长途汽车站。他给小
翠买了一张回原北县的汽车票，
然后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一百元工
钱也给了她。他对她说：‘你不
要再到黄原来了！你年纪小，一
个人出门太危险……’”小翠看
自己有了这么多钱，高兴地说：

‘回去我爸肯定不会打我了！’”
上文引述的小翠，她是一

个年仅16岁的小姑娘，由于在家里
不堪父亲的逼迫，被愚昧暴力的父
亲赶出来揽工。可怜的小姑娘在用
工市场无法站稳脚跟，狠心的包工
头胡永州看中了她的廉价与脆弱，
将其领到工地上为工地上的工人做
饭，丧心病狂的胡永州强行多次将
其蹂躏。胡永州的所作所为让善良
的少平在一次意外之中发现了，对
于老板的行为，他忍无可忍，在知
道胡永州的后台是黄原地委副书记
高凤阁的情况下，仍然想着教训胡
永州，并且将那可怜的小翠从水深
火热之中搭救出来，他和她既不是
朋友，也不是亲戚，想搭救她只是
出于一个男子汉内心的正义，在伸
张正义的同时，没有去多想。由此
引出的恶果，因为站在胡永州身后
的那人实在太强大。在将包工头痛
打一顿之后，少平结算了自己和小
翠的工资。

借着微弱的灯光，静静地读书，
有幸成为公家人，成为一名地下煤
矿工人，干上这种高强度的活，他
反而更有奋斗的目标了。要自学
数、理、化，报考煤炭学校，少平
一路走来，求学历程甚是艰辛。

从上面引述的材料中，我们仿
佛看到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褛褴的少
年，一手拿着非洲面馍，别一手拿着《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籍，。在书籍的
帮助下，津津有味地咽下高梁面馍，但
这种低等的吃食对他来说也并不充足。
像这样十七八岁的后生，正是能吃能喝
的年龄，那年头的学生，读书不过是学
学报纸，讨论一些革命理论，其余一半
以上的时间都是搞体力劳动，此时的孙
少平也正像钢铁一样在社会这个大溶炉
里煅炼，在这种学习环境中，他不敢奢
望吃上一份乙菜，搭上一个白馍，因为
家中的境况已临近崩溃。

虽然在物质上非常匮乏，但是
少平从未放弃过求学上进的念头。高中
毕业后，在他的叔叔孙玉亭的“活动”
下，少平以贫下中农的身份进入双水村
小学执教，教学期间，坚持读书看报。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双水小学的
大个子学生纷纷回家劳动。少平所在校
的初中班垮了。他不甘心在家营务庄
稼，而选择了去黄原务工。在城里揽工
的日子里，虽过着牛马般不如的生活，
可仍然自己选择睡在冰冷的窑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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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生活执着，勇于承担
           家庭重担

孙玉厚这位一家之主，为了不
拖累大儿子，毅然决定让少安夫妇另立
门户。这对有头脑的年轻夫妇看准市场
用砖紧缺，大胆地通过向银行贷款，办
起了双水村的第一个“企业”，几年光景
下来，就积蓄了不少的钱，发家致富后
的孙少安并没有忘记在黄原务工的弟
弟，他所希望的是砖厂由兄弟俩共同经
营，怀着自己的初衷来到黄原，费尽千
辛万苦看到的弟弟，却让他吃惊不已，
一孔破空洞，一个消瘦的少年，一床破
旧的被褥，哥哥的热情相邀，他不为所
动，坚持内心的追求，在黄原敖下去，孙
少平留在这个城市的目的是什么呢？倘
若是为金钱，在孙少安的砖厂，所赚不
会比城里少，他在黄原苦下去，生活下
去，似乎是为诠译自己的想法，存在于
黄原，适应城市生活的节奏，顺理成章
地成为孙少平在黄原生活下去的理由。

一家人变为两家，生活的担子
真正落到少平的头上，年迈的父亲，多
病的奶奶、妈妈，正在上高中的妹妹，对
于这一切，少平并没有畏惧，在黄原揽
工的日子里，他拼命干活，为了证明自
己比别人干得更出色，在劳动过程中，
主动多干粗活、重活。每月领到的工资，
除留下一小部分作为暂时的生活保障，
其余绝大部分都寄给自己的家人补贴家
用，每当寄出钱后，他心中总有一种自
豪感，作为二十几岁的一位农村后生，
能这样无私，这样勇于承担家庭担子，
实在难能可贵。

(四)剖析孙少平的几次

   不平凡的情感经历

一、孙少平与郝红梅的奇妙情感
从前面所引述的内容，我们就

已经知道少平在原西县立高中上学，
由于家庭的经济情况不景气，他在学
校只能吃一份“非洲面馍”兼一份特殊
的丙菜，出于自尊的需要，他常常是最
后一个去领取自己的食物。同时在班
上的另一位女同学尴尬的处境和他竟
非常相似，她就是郝红梅，他们就是相
遇在学校的南墙根下，都是这种怕羞
心理，都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就不期而
遇了。这种近距离的接触，孙少平发现
郝红梅实际上是班里最漂亮的女生，
没有人对她献殷勤，是因为她穿戴破
烂。在他这样如此潦倒的生活中，还有
一位这样漂亮的姑娘用这样亲切而善
意的目光关注他,这使得心理很温暖，
他只是懂得了异性之间浮浅的微小情
感。正因为有了这种情感活力，在 班
级的各种实践生活中也变得活跃起来，
一跃成为班里的劳动干事，成为劳动
干事后，孙少平在劳动上经常照顾郝
红梅，但孙少平的徇私终就让班上的
跛女子侯玉英发现了，并当场得意揭
发了出来。

从此，少平和红梅之间的情感
就这样淡化了，他们之间建立这种感
情的根源———同病相怜。
二、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神仙爱情

田晓霞，系双水村人，从小和自
己的父母亲生活在原西县。她的父亲
从原西调到黄原任职，她们一家也随
即迁至黄原。通过自学，考取了黄原师
专，师专毕业后，在省报社实习期间，
被领导看中，毕业后凭借扎实的写作
基础和出色的口才，在省报工作，她
的母亲是黄原市医院的党委书记，父
亲是黄原市地委书记。田晓霞和孙少
平，从小素不相识，他们第一次真正
的认识是在县文化馆。少平在校期间
就酷爱读书，因此知识面还算丰富，
他和田晓霞是代表原西县去黄原地区
参加讲故事比赛，两人均得了二等
奖。回校后基于老乡的感情，继续有
了交往，他们常在一起读书看报，畅
谈理想。高中毕业后，少平带着一丝
丝伤感回到双水村，并且幸运地当上
了教师。在此期间，她常给他寄书，
这说明不了什么，至到孙少平知道晓
霞迁至黄原，并考上大学的消息后，
他就主动断了一系列的联系，他深知
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

地方承包到户后，村里年龄大
的孩子都回家帮助家庭劳动，村里的
初中班便垮掉了——孙少平失业了。
失业后的孙少平首先想到外出闯荡，
他一直渴望到陌生的世界中去，来到
黄原地区后，他不敢奢望在这个大城
市能遇上田晓霞，世界有时真的很大，
少平内心的苦闷只有用拼命劳动的方
式来发泄，也只有这种血火般的先礼，
才能成全他的“苦难学说”。

孙少平来到大牙湾煤矿，班长
王世才对他的关怀，让他铭记在心，
班长在一次意外中死去了，矿上留下
了惠英和明明这结孤儿寡母，少平常
在工作之余不遗余力地照顾这个家，
晓霞的死让他对世界都灰心了，他也
许终身不娶，也许会义务地和这人家
庭融为一体，也许面部受到创伤的少
平，会认为自己现在的形象就适合在
煤洞里生活……

劳动永远是医治精神创伤的良
药，只有不断地劳动，才能使人尊严地
活着，平凡的人只能在那个平凡的地
方。

(五)想象孙少平的人生归宿

      和价值归宿

一次在电影院的偶遇，使他们
又交织在一起，这次相遇，彼此都显得
很激动，这种同学关系又多了一种友
谊的成份，他还是那样，快乐地劳动，
艰辛地读书。晓霞喜欢少平，她喜欢的
是少平的不伪装自己，他对苦难有一
种骄傲，只有理解了生活的人内在精
神才如此强大。在晓霞即将赴省报工
作，少平即将到大牙湾煤矿工作的时
候，他们在古塔山上，明确了关系，在
以后的日子里，这位记者还亲自和少
平到煤洞中去体验生活。

一位煤矿工人和省城的一位女
记者生活在一起，这不是梦幻又是什
么？他们的这种关系，也许要用悲剧
形式结束，在书中第三卷，第三十九
章中，这位勇敢的女记者，为救一个
落水的孩子牺牲了。田晓霞的英勇并
意外死亡，终于可以为这段悲剧式的
爱情画上一个句号了……
三、孙少平与大学毕业生
     金秀的情感纠葛

金秀与孙兰香从小到大，关系
一直都非常密切，这二人之间无话不
谈。因此，金秀对于少平的认识可以
说了如指掌，少平对人结事的处事态
度，留给别人的感觉就是执着、实
在 。

孙少平留给小金秀的感觉是根
深蒂固的，从小她的心理就仰慕这样
的人，直至孙少平在煤矿受重伤信进
人民医院，作为一名实习医生的金秀
在医院见到这位自己深爱已久的大哥，
她才终于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表达
了自己的感情，这种感情的表达是伟
大的。少平的内心出发，他是喜欢这个
女孩的，可他与金秀之间更有一种兄
妹情谊，他只有选择逃避。

临行时，将秘书的一百元血汗钱给了
小翠，让她远离这个伤心之地，我们要
清醒地认识到，此刻的孙少平给予小
翠的一百元钱，这对少平个人或是他
窘迫的家庭来说，可算得上是一笔天
文数字，这种举措给予的不仅是钱，不
仅此是血汗，更是一个顶天立地，宽广
而正义的胸怀，一个颠沛流离的揽工
汉，用自己正义的行为，在铁蹄下挽救
了一棵小草。仗义疏财之后，面临的将
是生活的严峻考验，但他没懊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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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淡定与从容。
“1975年二、三月间，一个平平

常常的日子，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星
半点的雪花，正纷纷淋淋地向大地飘
洒着。时令已快到惊蛰，雪当然再不会
存留，往往还没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
无踪无影了”，这是小说开头的一段文
字，朴素，纯净，也是整部小说气质的
体现，同样的朴拙，同样的简单素朴，
娓娓道来。这样的语言与小说的写作
内容结合的天衣无缝，浑然天成，都如
同一块不事雕琢的美玉，只静静的散
发出清冽的光。

忽然想起今年春晚上刘欢唱的
那首《从前慢》，这首诗是 1 9 2 7 年
由诗人木子创作完成：记得早先少年
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
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
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
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
够爱一个人。

是啊，从前慢，生活却是原汁
原味；从前慢，生命却是实实在在。
这就是朴拙的魅力。

其实已经有太多年，中国都没
有类似《平凡的世界》这样深沉的大
部头文学作品出现，调侃和抖小机灵
成了主流口味，娱乐和文化老是傻傻
分不清楚，除了励志，文学调制不出
别的口味的心灵鸡汤，倒是郭敬明悄
悄地一针见血了一下，说这是一个

“小时代”。但是在这样的小时代
里，我们同样需要《平凡的世界》这
样的作品的慰藉，甚至是需要, 因为
惟其如此才能够让我们狂热浮躁已久
的内心做片刻停留，静下来体会一下
从前那些那么实实在在、原汁原味的
时光。也许只有对那些浮夸、喧嚣和
虚情假意觉得厌倦之后，我们才能真
正体会到朴拙的美。其实这世界原本
就是由荒瘠的黄土凝成的，绿地和花
草只是表面的装饰。当我们破开绿
地，掀走花草，那底下一定是黄土，
所以王安忆说：“路遥，我们都是黄
土的孩子。”

其实，我们都是黄土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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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连续剧《平凡的世界》的
热播将人们的目光重又拉回到那个久远
的年代，虽然实际也就不过三十多年时
间，但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我们这片
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变化
之大甚至只能用沧海桑田或者恍若隔世
来形容了，而且变化的不仅仅是外部我
们用眼睛可以看到的，还有人们内心更
为巨大的变化。不过此剧一经播出，却
在最短时间收获了最多关注，并由此引
发人们重读路遥这部名著的巨大热潮。
在这个文化日益快餐化的年代，这样一
部三卷本、近百万字的现实主义作品的
大热看起来总让人觉得有点怪，就好像
是在一群在灯红酒绿、觥筹交错的红男
绿女中冷不丁冒出个头上包着白色羊肚
子手巾的脸色黝黑的西北小伙一样突兀
和格格不入。如此情形之下，作品却依
然可以赢得众多掌声与鲜花就显得尤为
珍贵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了。那么它究竟
有着怎样独特的魅力呢？莎翁曾说过：

“一千观众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平凡的世界》，甚至
可以说是更加适用。比如我们可以从书
中读出不同的主题：可以是土地，也许
是苦难，当然也可以是悲悯，更大多数
年轻人人会读出奋斗和励志。这部作品
的拥趸既有身处社会底层而心怀理想的
年轻人，也有那些经历了种种磨难已经
成功的商界大佬，地产老总潘石屹就直
接宣称他要为此剧代言。

这世间真正美丽的女子定是不施
粉黛的清水芙蓉，一部真正经得起时间
考量的伟大作品也定是凝聚了创作者才
思与心力的厚重质朴之作，太多的藻饰
也许只是想要掩盖作品内里的贫乏。我
个人感觉这部作品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它
的朴拙之美，它的朴拙是一种放弃所有
藻饰而只用最朴素的语言讲述，讲述那
群一头扎进泥土中每一天过着平凡的无
法再平凡的日子的人的故事，却可以在
不经意间击中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其实从作品的孕育到诞生就可以
看出它是怎样的朴实与厚重，从1982年
开始构思，到1988年完稿，6年间路遥
下煤矿、走乡村、绝浮华、处陋室，殚
精竭虑。待《平凡的世界》完稿，这位
40 岁不到的西北汉子，已经形容枯槁，
看起来完全像个老人，而且或许真的是
这部作品耗尽了这个汉子的毕生精华，
所以他的生命在42岁的年纪就被匆匆划
上了休止符。但也正是他这样近乎疯狂
自虐式的写作，才造就了这部直抵人心
灵的巨著。用王安忆的话来说“我想他
其实从来不是在稿纸的格子里写字，而
是在黄土上，用他的心血。我想用文学

这两个字去命名他的劳动是太过轻佻
了，那其实是如同‘人生’一样艰辛的
跋涉。”这世间真正美丽的女子定是不
施粉黛的清水芙蓉，一部真正经得起
时间考量的伟大作品也定是凝聚了创
作者才思与心力的厚重质朴之作，太
多的藻饰也许只是想要掩盖作品内里
的贫乏。我个人感觉这部作品最大的
魅力就在于它的朴拙之美，它的朴拙
是一种放弃所有藻饰而只用最朴素的
语言讲述，讲述那群一头扎进泥土中
每一天过着平凡的无法再平凡的日子
的人的故事，却可以在不经意间击中
你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作品如史诗般厚重沉稳，小说
时间跨度从1975年到1985年，全景式
地反映了中国近10 年间城乡社会生活
的巨大历史性变迁；以孙少安和孙少
平两兄弟为中心，以整个社会的变迁、
思想的转型为背景，通过复杂的矛盾
纠葛，刻画了社会各阶层普通人们的
形象，成功地塑造了孙少安和孙少平
这些为生活默默承受着人生苦难的人
们，在这里人性的自尊、自强与自信，
人生的苦难与拼搏，挫折与追求，痛苦
与欢乐，纷繁地交织，读来令人心潮起
伏，澎湃万千。

也许是和年龄阅历有关吧，十
几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给我印象最
深的是孙少平，那个形象在当时我的
眼中几乎是个发光体，他的身上所散
发出的理想的光芒在当时同样年少的
自己眼中那样亲切，并且给了自己那
么多的鼓舞和勇气。对于苦难他有着
深切的认识，对于生活他也有着深邃
的理解，更让人感动的是他从没有一
刻放弃过自己对于理想的不懈追求，
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他是一个那么
富有正能量的人。

现在能够给我更多触动的却是
少平的哥哥孙少安了。十几年前读这
本书时是不太能够理解孙少安这个人
物的，甚至是有点反感，总觉得他身上
太多的隐忍克制让那时年轻的我觉得
心塞，那样的委曲求全何苦呢？何至
于呢？不过 好像现在更加能够体会这
个汉子了，为了家人，他甘愿牺牲了自
己的美好爱情，虽然那份纯净美丽的
爱情对于那时的他来说几乎可以算作
他的太阳了，然后埋下头在村子里那
片贫瘠的土地上辛苦劳作，娶妻生
子，当然在那里，他依然在穷尽着
自己所有的青春热血去努力改变着家
庭还有村人们贫穷的生活，其实想
来，这般近乎自虐式的付出所需要的
勇气不见得真的就要比少平更少些 。
从他的身上，我们可以那样真切地感
受到朴拙的力量，里面更多面对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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