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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悟

别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女子

上个世纪初，有个大名人
说过这样一句话：历史就是一
个任人打扮的女子。 此话一
出，当即遭到人们的普遍质疑
和诟病，认为这是对待历史的
唯心主义态度。近年来，国内
出现了一股史学热。 固然，以
史为鉴，可以使今人更好地把
握现在，面向未来。在这股史
学热中，绝大多数人都能本着
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实事求是
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但
也有一些人不够严肃，完全以
自己的好恶来随心所欲地谈
论历史。

就以秦始皇的评价来说
吧。秦始皇结束了春秋战国以
来五百多年混战不休的局面，
在历史上首度统一了中国，这
无论怎样都应该说是一大历
史功绩。 可有人却是这样说
的：齐楚燕赵韩魏六国君主个
个都想统一中国，“统一中国
本来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历
史潮流， 是历史走到了这一
步，此君（指嬴政）顺之，并暴得
了大名。”说得多轻巧。在他们
眼中， 统一中国这样的伟业，
只不过是秦始皇顺手捡得的
一个大便宜。 可他就不想一
想，统一中国这个便宜怎么就
不是其他六国君主能够“顺
之”呢？反正就是不肯爽爽快
快地承认秦始皇成就的这一
前无古人的千古伟业。又以秦
始皇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

度量衡” 这些遗泽至今的先进
经济文化政策来说吧。 我们可
以想一想， 如果没有这些大手
笔， 我国数千年文明古史不知
是怎样一个写法？ 对这些怎么
评价都不为过的历史功绩，有
人却说是“上天假秦王的私心
实现了大公”。

唉， 这样来评价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就让人无话可说
了。不过我还是要说，我们的历
史如果多一些这样的“私心”是
不是会更辉煌一些呢？ 秦始皇
修建的贯通全国东西南北的交
通干线与慈禧挪用海军军费建
成的颐和园， 哪个对文明的发
展贡献更大？ 是不是我们现在
踏看秦皇驰道上残留的车辙，
比凭吊圆明园前那几根残留的
破柱子更有意义一些呢？

我无意于抬高秦始皇，也
不是为秦始皇翻案。 秦始皇对
于中国有功劳的同时， 也有着
深重的罪孽：他焚书坑儒，葬送
了五百年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
局面； 他是一个空前残暴的专
制君主。 我之所以举出前面的
那两个例子， 只不过是用以说
明有些人对待历史的不严肃罢
了， 也只不过是说要用科学而
严肃的态度来实事求是地对待
历史。

我们这些年龄上了五十岁
的人都知道， 上个世纪70年
代， 我国广大农村数亿农民以
气壮山河的精神战天斗地，大

兴农田基础设施建设， 极大地
改变了农业生产的条件， 为农
业的稳收、 增收奠定了坚实基
础。即以笔者所在的家乡而言，
除水库是上世纪50年代建成
外， 农田基础设施大都在这时
期建成。 笔者本人就曾为此撒
过不少汗水。

了解我国农村基层情况且
态度公允的人都知道， 上个世
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年年丰
收， 当然决定性因素是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实行， 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 但也不
可否认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起
到了巨大的作用。 可就因为那
个年代是“农业学大寨” 的年
代， 那个时期的农田基本建设
就被认为是学大寨的产物，它
也因“农业学大寨”的被否认而
被指责为“劳民伤财”，至今还
没有得到应有的公允评价。

什么是历史？ 过去了的人
类社会行为都是历史， 正在发
生的现实也立即就会成为历
史。 历史应该是对过去客观事
实的记载， 它不能因为个人好
恶而随意塑造。 即以秦始皇而
论，他是一个焚书坑儒的暴君，
但他也有着统一中国的历史功
绩。 如果对待历史不是客观公
正，而是任意塑造的话，那就真
的把历史当做一个任人打扮的
女子了。

■文/邓慈常

坚守心中的理想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
霍尔顿， 是一个出生于中产阶级
的十六岁少年， 在第四次被开除
出学校之后，不敢贸然回家，只身
在繁华的纽约城游荡了一天两
夜，住小客店、逛夜总会、滥交女
友、酗酒等。他本性善良，却愤世
嫉俗， 在他眼中成人世界是极端
虚伪和无法信任的。 他看不惯周
围发生的一切， 甚至想逃离这个
现实世界， 到穷乡僻壤去假装一
个又聋又哑的人， 但却不可能做
到，结果他只能生活在矛盾之中。
他最痛恨电影， 但在百无聊赖的
生活中又不得不在电影院里消磨
时间； 他讨厌沉迷女色和酒精的
人，自己却酗酒、抽烟、打架，甚至
找妓女。 他不想过浑浑噩噩的日
子，但又找不到出路……

作者塞林格是以青少年的口
吻通过第一人称叙述故事的，他
用现实主义的笔触， 生动而细腻
地描述了主人公霍尔顿苦闷、彷
徨的心声， 对前途感到茫然、困
惑，对成人世界感到恐惧而无助。
他是一个性格复杂而又矛盾的当
代青少年典型，一方面本性善良，
有着一颗追求理想与信仰的心，
同时又脆弱而敏锐， 在当时充满
庸俗、虚伪的社会上难以适应，感
到矛盾和痛苦。 霍尔顿的叛逆与
迷茫， 在很多成长中的年轻人中
都有过， 这其中有教育制度死板
的原因，也有家庭环境、社会环境
的因素， 更重要的还是一种成长
的经历。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新时

代的人， 自然已经习惯了烦恼和
困惑， 但我们也是一群有理想和
有抱负的人。 霍尔顿也有他纯洁
的理想，否则他会堕落到底，是他
的理想让他活下来的。 虽然他酗
酒、抽烟，不求上进，但是，他还不
至于沦落到吸毒、群居的地步，因
为在他心中， 一直还埋藏着美丽
而纯洁的理想———做一个“麦田
里的守望者”，在悬崖边默默守护
着孩子， 给予他们无限的自由与
追求。作者通过“守望”这个纯洁
的理想让我们得到一丝感动和希
望， 并不是想让我们去模仿霍尔
顿的颓废与堕落， 而是让我们感
受到现实其实并不如想象中的那
么残酷与无奈， 我们应该鼓起勇
气去面对一切的烦恼与问题，让
我们在迷途中坚守心中的理想。

处于中学阶段叛逆期的我
们， 或多或少都能在这本书中捕
捉到自己的影子———不知道自己
的生活目标， 对成年人世界不理
解、难沟通，感到迷茫、消沉。但我
们一定要自尊自爱， 我们生活的
时代比霍尔顿当时强很多， 他都
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我们还有
什么理由放弃理想？ 在失败中振
作， 在振作中奋发， 在奋发中取
胜， 这才是我们要的精神。 俗话
说：“有志者，事竟成”，我相信，只
要我们努力学习， 一定会使自己
的理想成真， 一定会成就自己的
梦想！

■文/孙心弈

合法厚利大中小合作项目，诚
求资金场地合作共赢，资产担
保有望 2年内回本。 18153342738

快富发财机遇

邓宇先遗失中南大学本科毕业
证，编号 105331201305104406，
及学位证，编号 105334201310
4406，声明作废。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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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 回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空乘、机场地勤、海员、海乘、高铁、
地铁专业学历教育,多种劳务派遣，
联系人:马 13574897026

找学校 找工作
招生 招聘

代办 5-50万信用卡提额前期无任何费用
13974947366

租售多款普通扑克分析仪 360 度旋转
报牌桌上无需放任何东西。 单人操作
感应麻将机， 免费上门安装万能麻将
机程序，一对一高清透视眼镜，麻将，
筒子一摸就变！ 长沙火车站凯旋大酒店

牌具MKP 15273168888

最新报牌仪玩 跑胡子 三打哈
斗牛 三公金花包赢。 隐形眼镜
看字牌扑克麻将，上门安装程序

13755058383长沙火车站凯旋 A栋 20楼

扑克麻将王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最新普通扑克分析仪： 可分析
任何普通扑克，适合全国玩法。
扑克麻将化学原料： 普通扑克
神奇变牌，不偷不换一摸即变

◆百胜牌具◆

15974277277五一新干线
www.15575978880.com

专业牌具加工定做
批各类扑克字牌筒子牌九骰子。
最新实战高科技牌具 15802656588

字牌技术
洗牌、认牌、算牌，祖传独创秘笈。
无需科技设备 18674883618

跑胡子
碰胡子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微信号即手机号：13319548488
招商网址 http://www.hebpj.com

诚聘 KTV业务精英
哈尔滨雪影啤酒厂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人
融资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200
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
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
让金。 详询：028-66000068

正大恒兴投资 额度高，下卡快。
详情：18674863325专业代办信用卡

下卡前无费用
咨询电话 13017193973诚信代办信用卡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多层厂房
招租，酒店足浴、KTV 等项目招
商。 13908459448，18570369811

厂房招租宾馆招商

代办大额信用卡额度高，下卡后
收费 18374989968

无抵押低息贷款凭身份证办理，下款快，
办理信用卡 13036797211低息无抵押贷款另办理 10-100万信用卡，

下卡快 18684789385

代办 5-50万信用卡快速下卡，手续简
单 18569031723

专业代办大额白金信用卡 10-100万，
前期无费用 15616011400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全国直投， 诚信快捷。低息办理
各类优质项目(欢迎中介合作)。
电 话 :13883859188 韩 经 理
重庆市渝北区财富中心 A 座 10-7

融麟直投 资金雄厚

公告声明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为各
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助（一
千万起），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
困难，手续简单快捷。 百余人
的专业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
驾护航 。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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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拟在宁乡、望城、浏阳、星沙
设立分类广告（公告）代办点，欢
迎有资质、有资源者前来洽谈。
电话：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鼎极文化）

招广告代办点

长沙鼎运五金交电贸易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
码号:3995341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长沙鼎运五金交电贸易有限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 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身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陈志强，电话：1387
5877817，地址：长沙市芙蓉
区车站北路瑞丰家园 1403 房。

注销公告

陈海瑜，430104199511092528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禄全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定注销，为保护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东二环二段 368
号上东辛顿公寓南栋 1521 房。
联系人:刘向东 电话:18773144112

注销公告

赵美东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11195802192129声明作废。

蓉金汇投资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产
地产在建工程电站林养殖投
资诚信快捷。 028-87625560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重点关注高端制造业， 特色地
产，矿产，农林牧渔业，服务业，
医药能源等投资业务。
诚招业务代表，录用后待遇优厚
手机：18326680727周经理
邮箱：zh1973518@126.com

安徽尚华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