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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得是时代，还是人心  

——《兄弟》书评 

【作者简介】王慧，商学院 2017级。在年轻的季节我甘愿吃苦受累，只愿

通过自己富有激情、积极主动的努力实现自身价值。在梦想之路上我会因有梦

想而走的更远。凡心所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纵使前方道路都

是荆棘，但跟随着自己所想要的，也会让我觉得幸福。我认为现在的自己就像

一只蛹,需要更多磨难

与砥砺,我珍惜每一次

能够让我成长的机

会，期待自己变成那

只最美丽的蝴蝶,无限

接近梦想。 

我第一次遇到

《兄弟》这本书是

在 2016年，它静静

地卧在新华书店的

书架上，冷漠的黑

色封皮上印着温馨

的“兄弟”二字。我拿起了它，一下午之后，它成为了我唯一一本一

口气读完的长篇小说。                 

这本书长达五十万字，全篇大白话，通俗易懂，没有多么高雅的

点睛之笔，人物对话有些滑稽，有些情节虽荒诞得让人意外，但是衔



接起来之后表达的感情又非常合理。余华用小人物的经历反映社会的

残酷，用李光头和宋钢成长过程中时代背景的变化反映近代中国近五

十年的变迁，用李光头和宋钢之间兄弟情谊的变化贯穿全文。 

这本小说的前半部分大起大落。李

光头的母亲因为李光头父亲不光彩的

死而活在自卑中，在夜晚的时候才带李

光头走出家门。在宋凡平的妻子逝世

后，他与李兰结为夫妻。他没有因为再

婚而对礼节有任何敷衍和忽略，反而对

李兰表达了极大的尊重。宋凡平就像是

李兰黑暗生活中的一束光，帮助李兰重

拾对生活的热情和信心。婚后宋凡平和李兰相敬如宾，李光头也有了

宋钢这个兄弟，四口之家生活简单温馨。宋凡平是个好丈夫，好父亲。

他乐观坦荡，被抄家后筷子全被折断，他就教孩子们用“古人的筷子”

——树枝吃饭，被看守期间手臂被打断了啷当着，但却对孩子说这是

个游戏，让孩子不为他担心。文革结束了这个家庭短暂的温馨生活。

宋凡平含冤入狱，最后在车站被活活打死。现在看来，那时狂热的“革

命群众”的信仰多么盲目和残暴，以“革命”的名义指鹿为马，滥杀

无辜。余华所描述的宋凡平死的那一章非常悲惨，以宋凡平为代表的

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真实又残酷，让人不忍卒读。 

小说的后半部分在宋凡平死后开启。兄弟俩分隔两地，但他们的

兄弟情谊依旧，宋钢会趁着清晨天微明出去卖菜的功夫拐到李光头的



住处，会在有好东西吃的时候给李光头留着。大白兔奶糖是他们两个

生活中全部的甜了。在妈妈、爷爷去世后，两个性格迥异的人彼此依

靠度过了困难的童年时期。当两个人第一次发了工资，李光头强制给

宋钢配眼镜；当李光头被任命厂长，宋钢亲手织了件扬帆起航的毛衣；

宋钢被欺负，李光头二话不说为其打架。后来这段深厚的兄弟情谊却

因为林红而产生了裂缝。李光头想方设法地想要得到林红，但是最后

林红却对宋钢芳心暗投。兄弟因林红而反目。情场失意的李光头将福

利厂办得红红火火，后来他野心膨胀，下海经商却血本无归。在宋钢

伸出援助之手的刹那兄弟俩握手言和。而李光头为了要回福利院重整

旗鼓天天在政府前示威，无意中的收破烂举动让他成为了破烂大王，

开始了财富的积累，他用巨大的财富逐渐改变了刘镇，也建立起了自

己的财富王国。他开始颠倒黑白，加之媒体的疯狂炒作，他成为"全

县的 GDP”。一切的一切是如此的荒诞不经，余华的这段描写对现实

的讽刺呼之欲出。 

 



李光头的风光的同时，宋钢失业了，是的，时代所需要的是能见

风使舵的人，这种老实巴交的人注定是被时代所淘汰的。他到工地去

打工，腰毁了。去水泥厂上班，肺毁了。宋钢就像那时重多的挣扎在

生存线的人们，越挣扎越贫穷。最后，宋钢为了赚钱跟着骗子周游外

出，他发现周游靠行骗赚钱的时候后悔了，他想念林红却不能回去，

他离刘镇越来越远，直到遇到小关剪刀，才明白：家永远是家，想回

去的时候就得回去。宋钢回去了，可是媳妇却跟兄弟跑了。即使林红

心里明白这是不道德的，即使她心里依然是想着宋钢。也许李光头已

经忘记了林红是兄弟的媳妇，只记得他青春期的遗憾。可是，他们的

行为要了宋钢的命，他卧在冰凉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过，带走了他

的善良。 

李光头和宋钢，在几十年的岁月里，从患难与共到生死离别。李

光头骨子里是冷漠的，他最爱的只有他自己。宋钢做到了最后一口饭

给他吃，可是李光头发达后却从来没有站在兄弟的角度上帮他解决问

题。我恨宋钢的宽容和不阿，如果他能像李光头一样没心没肺，就不

会如此悲惨。这对兄弟，能共患难，却不能同富贵。生活的苦难不曾

拆散他们，而财富却让两人形同陌路。 

 

                      一草一木皆有情         

——《四世同堂》书评 

【作者简介】我，张紫嫣，在芸芸众生中，只是平凡的一员，平凡的如大海

中的一朵小浪花，百花园里的一只小葩，我爱笑，我会在人生的舞台中扮演一个



“命运之神”的角色，在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之梦。 

一草一木皆有情。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动心、动情，既有

对在恶势力压榨下依然不忘荣辱，保持初心的伟大人民的崇敬，又有

对作恶多端者以及附敌作

恶者的厌恶与愤慨。看老舍

先生的文章，需要勇气，需

要耐心，需要博爱的胸膛，

需要冷静的沉思…… 

《四世同堂》这本小

说，是在卢沟桥事变爆发、

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以

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

线，形象、真切地描绘了以

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

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在内忧外患的大环境下，

有人甘愿为汉奸——冠氏夫妇、瑞丰；有人大发国难财——蓝东阳、

胖菊子；有人为了所谓的家庭责任放弃离家抗战——瑞宣；有人勇敢

反抗，他们清楚的知道，如果没有国哪里还有家——钱诗人，瑞全；

有人因战争成长，有人因战争堕落——高弟、招弟；而更多的中国人

以为，不反抗、不张扬，不幸不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但我们的敌人并

未因为我们的隐忍而对我们温柔以待，反而因不反抗，让他们误认为

必胜，让他们从教育、生活、工业多方面施压，让国人接受亡奴文化；



善良的中国人以为不反抗，可以苟且的活着，殊不知正是因为他们的

不反抗，才让自己死的更惨——小崔被割头示众，李四爷被小日本惨

打，妞子被活活饿死；如果中国人能够早点觉醒，早点意识到如果没

有了国，哪里还有家，只能犹如行尸走肉般活着，国家与每个人都息

息相关；如果能够全面抗日，可能就不会打 8年之久。 

战争，永远都是可怕的，它是对人性的一个全面的考验和挖掘，

在生死的较量中我们往往最容易迷失了自我，做出错误的决定。而又

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像祁瑞宣、祁瑞全这样的刚正不阿？还是像祁瑞丰

这样沦为走狗，出卖自我的国家、出卖自我的民族只为保全生命的完

整？战争，一但开始就没有人能够豁免，不管愿不愿意都会被牵扯其

中，唇亡齿寒，战乱中层层摧垮的家庭不能保护年幼弱小，也无法阻

止生命逝去。它会把你勇敢的心激起，把你苟且偷生的幻想打破，把

无奈、屈辱、生离、死别的种种强加于身上。 

“国破家必破。”这个是我在《四

世同堂》里看到的一个道理。“《四世

同堂》是老舍写过的最长的一本小说，

也是写的最好的一本小说。”这句话是

印在书的封面上的，起初我不信，直到

我细细读完才发现，我早已成为了小

羊圈胡同里的一员。先不论什么爱国

情操，单是书里提及的家庭观，就已经

令我深感囹圄。蔡康永说：“看我们中国人的书，总觉得不爽气，因



为家族层层叠叠地挤压，故事里的主角都活得很憋屈”。没错，无论

是巴金的《家》《春》《秋》，还是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都无一

例外跳不出家的束缚。从宗法制开始，家的烙印就深深印在了我们的

灵魂上。                      

读到很多段落，我都能感觉到老舍先生

自己就存在于这些字里行间，他的灵魂在文

字之间弥漫着。我能感觉到他在写作的时候

在仰天长叹，在捶胸顿足，在滴血滴泪地强

迫自己写下去。他简直就不是一个作者，而

是实实在在的日军统治下的小羊圈胡同的

一个居民。小羊圈胡同的每个人都是一类人

的代表，是一个社会的缩影！如果你要问我这是一本什么书，那么我

会说：“这是一本拿得起就放不下的精彩小说，一本爱国树人的绝佳

教材，一本作者饱含真情的扛鼎之作。”老舍先生以深厚精湛的艺术

功力和炉火纯青的小说技艺刻画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四世

同堂，与其说是写一个家族的兴盛衰灭，不如说是记录一段屈辱的历

史里人性的挣扎。 

生活不止有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

祸福避趋之。我们年轻一代要带着倔强，带着智慧，带着毅力，觉醒，

崛起！少年兴则国兴，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铭记耻辱，

振兴国家，应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使其深入人心。纵然中

华儿女的土地被占，肉身被夺去，中华儿女的民族魂永不可夺取！ 



千 万 次 的 追 逐  千 万 次 的 守 候  为 你 千 千 万 万 遍                          

——《追风筝的人》书评 

【作者简介】王艳超，商学院 2017级，画师不作粉脂，愿得夏馥相

识， 自觉三尺微命，却慕宗悫长风，我倾慕粉淡香清的气质，鄙夷圆滑造作的

嘴脸， 时常欲将心事付瑶琴。无奈知音少，弦断有谁听？今于籍贯而外，常论

之以故乡。只盼西山明月，曲池花榭，有一人为伴，互叙衷肠。愿这颗纯洁热

情的心长与明月，寻得眷侣。 

最近拜读了胡赛尼的《追风筝的人》，内心的震撼与感慨，真的

千千万万，也许世间真正的友情便是：“即使跨越时间，面临磨难，

直面死亡，我依旧如初，我依然像当初那样，为你千千万万遍”。 

“我是得到社会承认的那一

部分，你是隐藏不被认可的那一部

分；我生活在华丽的房屋中，你挣

扎在黑暗的角落里；我的卑劣滋生

黑暗，你如灿阳照亮丑陋；我行走

在阳光之下如暗夜幽灵一般，你委

身角落却洋溢着人性的光辉。这是

我，这是你，这是我们，我们是血

脉相连的兄弟。”  

“那里有再次成为好人的路”，当拉辛汗的话语再次传入阿米尔

的双耳之时，我无法想象阿米尔的内心是什么感觉，震撼，压抑，释

然，亦或是痛苦。这些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促使他踏上了一条救

赎之路，一条再次成为好人的路。 



当再次踏上喀布尔那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时，我相信物是人非的苍

凉感一定猝不及防的袭上了阿米尔的心头。是的，我知道阿富汗很穷，

很乱，很糟糕，但现实是阿富汗比我所想象的更加贫穷，更加混乱，

更加糟糕。种族清洗这种卑劣的行径在上演，死亡也无时无刻不在这

里发生。人命如草芥，用在这里一点不为过。

于是，哈桑夫妇的死亡似乎成为了一种必然

之下的宿命，“我愿意用我的一切去维护你，

包括生命。只因我们是朋友。”在我看来这

是哈桑即使面对死亡依然无惧的精神依靠。              

佛洛依德人格结构理论里说到：本我，

自我，超我，人类的三种精神进化程度。在

我看来，哈桑早已属于超我的层次，但阿米尔依然挣扎于本我和自我

的缝隙之间，毫不夸张的说，哈桑的身上体现出了人类最高尚的品质。

也许在阿米尔踏上阿富汗的归程之时，他也许能够完成实现在本我于

自我之间的升华。 

我们在人生的不同时期都会曾不惜一切去追逐当下最执着的想

要得到的事物，它也许只是爸爸的专宠、兄弟的情谊、对那个一直暗

恋的王子抑或公主的爱慕......所有的一切都有可能成为我们那时

心中的风筝，我们奔跑着，一直向前，眼中心里想的都是它。可是当

时光滚滚向前，我们是否发现曾经执着追寻的、或为此放弃了的是否

都是值得的呢？为了得到，我们曾选择放弃、背叛、谎言、隐忍......

可是那短暂的得到又会怎样那，幸福和快乐只是慢慢的淹没在自责、



愧疚和恐惧中！可是人就是这样，总会活在某个时限内，那里的世界

也许是几年之后连自己都无法理解的，但这又是我们无法突破的。为

你，千千万万遍，遍体鳞伤还是会义无反顾，也许这就是人生，人生

不是只做值得的事情。 

这就是我们对友谊最大的误解，认为它是万能的。友谊和爱，是

在困难之中由弱变强的柔韧派还是在权衡利弊之中土崩瓦解的懦弱

派。谁敢真的站出来举起右手发誓，我从来没有辜负过任何一段纯粹

的友谊，谁敢真的抬头挺

胸说自己对朋友忠心不二。

我们总是太自信，对友谊

误解，对自己的爱误解，对

不可能的事信以为真。对

于阿米尔的所做所为，我

没有什么可赞许的，因为这是他所亏欠哈桑的，他应该去弥补，去拯

救这段友谊，哪怕是用生命，这是对于他自身灵魂的救赎，更是对死

去的哈桑的最好的回答。 

“为你千千万万遍。生活不能抹去的，时间不能消亡的，是你，

是我，是我们最不可忘记的情谊。” 

 

 

  



                       婚姻是一座围城         

  ——《围城》书评 

【作者简介】刘娇杰 商学院会计系 2017级 我是一个动静皆宜的人，习惯

独处，但也热衷于参加各种群体活动。安静的时候，静若止水，冷敛而深沉。

闲暇之余，喜欢读读书，在字里行间梳理自己或喜或悲的情绪和情感；玩的时

候，热情如火，率性而疯狂。 

全书以讽刺为基调，以主人公方

鸿渐的生活道路为主线，表现了人们

在婚姻恋爱、教育、生活、事业等种

种“围城”中的困境。作者在小说中

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刻画了

一大批三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形象，

深刻地反映了人性中的欺诈、虚伪与

懦弱，揭示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精

神危机，展示了最为丰富的知识界众生相。“围城中的人想突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方鸿渐这人，真是无用的清高，误己的小聪明。拿着准岳父的资

助出国读书，竟然和富二代一样玩乐，最后一事无成买假文凭回国。 



他未婚妻的父母在女儿死后资助他出国读书，虽说书中把这对老

人描写的和市侩一样（毕竟钱老真清高，真名门），可就算现在，诸

位觉得有几个有点家底的老人会资助事实上和自己已经没关系的人

出国读书，回国后又让他住在家里，又

给他找工作，又给他介绍对象。人家又

不是没亲儿子。虽说老太太唠叨了点，

可就算亲妈不也就这样！最后方鸿渐和

他父母莫名其妙和亲家吵翻，过往恩情

一笔勾销，我觉得这一家人都拎不清。

你这么牛逼，可不可以把二老让你在欧

洲爽了四年的四百磅还给人家。 

方鸿渐配不上唐晓芙这样的真白富美，孙柔嘉这样精明的小市民

女孩配他刚刚好，可惜，方鸿渐三十大几的人，仍然没搞清自己斤两。

以为自己可以和苏文纨赵辛楣这样的官宦子女平起平坐，是自己低就

了孙柔嘉。书中赵新楣是最让人舒服的角色，有种真正大家子弟的厚

道，私生活正派，聪明又不势力，方鸿渐唯一的成就是有这么一个朋

友，永远会拉扯他一把，还绝对不会流露出丝毫让人难堪的施恩感。 

书中方鸿渐对孙柔嘉“赵辛楣要是个女的你不得把他嫉妒死。”

孙柔嘉冷笑回复“赵辛楣要是女的能看上你?”固然刻薄，然而是大

实话。世上有多少方鸿渐，年轻的时候骄傲自诩不凡，在最好的时段

被大家包容吹捧，但迟早社会会揭开你的面具，发现下面的你软弱无

能，假的文凭，一般的家世，不中用的傲气，你看不上爱耍小聪明的



苏小姐，你放弃了你的红玫瑰唐小姐，生活开始磨平你的棱角，它给

了你一段世俗的婚姻，你的存在对于她而言是自保，是可以掌控，然

后开始了一段充满对生活妥协的婚姻，处处都是琐碎的吵闹，然后慢

慢发现你的每次谋生都需要仰仗你当初的朋友，曾经爱慕你的女生在

你面前轻视你与你的妻子，你的人生一路下滑，这时你觉得婚姻是座

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其实你是可以有不同的生

活轨迹的，你可以挣脱这桎梏，你在留学时本可以努力拼搏获得博士

学位，在上海时本可以不与周家翻脸，你再拒绝了苏小姐本可以放手

追求你的红玫瑰，你甚至在三闾大学可以试着谦虚去争取留下来的机

会，可你没有，你终究是不中用的无能。可在围城里的何止你一个，

世俗之人都囿于这围城中，我也在进围城的路上。 

当我读完全文后，有

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感

到意犹未尽，故事戛然而

止了。是啊，一切就这样

都“结束”了吗？对于主

人公的故事，对于整个

《围城》，让人去细细地思索、静静地品味、慢慢地鉴赏。全文最后

一句话：“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

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这种时间上的巧合不正是反映了世事的

苍凉与变迁吗？读完《围城》，从主人公精彩而又独特的故事前后，

我看到了作者所表达的人性和表现的哲理，以及作者在文中生动传神



的描述。我认为，这些精髓需要我们去理解、去意会、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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