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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先知中国：巨变来临，我们如何自处》
最近小伙伴们的朋友圈被央视《朗读者》刷屏了吗？这个
以“无声的文字，有声的倾诉”为主旨的文化节目，每期一个主

内 容 简 介 ：先 秦
时代的专题史、人物
纪传史，作者以 29 位
人物的警示恒言为中
心展开，探讨一人、一
国的命运轨迹。本书
填补了中国史叙事领
域的空白，让读者在
时代的巨变里把握自
己，看清命运。

题，邀请不同的人讲述他们的故事，并朗诵一段对他们影响至
深的文学作品。
朗读者含蓄而克制的表达，真情不做作的态度，似一股清
流，直达人们心灵深处。我们整理了前 3 期《朗读者》书单，与
读者一起品味文字背后的人生百态。

作者：
余世存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

B

遇见是美好的相逢

《朗读者》第一期的主题是遇见。遇见是美好的相
逢，令人难以忘怀。演员濮存昕、无国界医生蒋励、联想
总裁柳传志、相爱几十年的鲜花山谷夫妇、世界小姐张梓
琳，以及翻译界泰斗许渊冲老先生，带着自己的故事，朗
诵了他们心中难以忘怀的作品。
濮存昕朗读的是老舍先生的《宗月大师》，宗月大师
对于老舍先生有着知遇之恩。濮存昕心中难以忘怀的恩
人，是医治好了他双腿的大夫，他的命运发生巨大转变。
老舍先生被誉为语言大师，他的笔下有万般心绪涌动。
《老舍散文：又是一年芳草绿》选入他的多篇著名散文，读
者可从中一窥老舍先生散文创作的风格及精髓。
作为一名无国界医生，蒋励曾在战乱中的阿富汗帮
助了数千位孕妇，使她们在战火中平安生产。一面是枪
炮不断，一面是刚刚诞生的生命，正是有着这样的白衣天
使，才会让人间变得更加美好。她朗诵的歌词《答案在风
中飘》宣扬的是和平主题，相互映照，更具现实意义。作
为艺术家，鲍勃·迪伦是半个世纪以来的领军人物，
《鲍
勃·迪伦编年史》记录了他生命中种种非凡的时刻。
鲜花山谷夫妇恩爱二十余载。为了实现妻子拥有花
园的梦想，丈夫建造了一个美丽的花园，作为礼物送给妻
子。在他们的生活中，爱情始终如初，甜蜜而温暖，
“醒来
觉得甚是爱你”。朱生豪与宋清如，一对才子佳人，柴米
夫妻，他们因为诗而相知相许。
《朱生豪情书全集》收集了
308 封情书，封封感人肺腑，句句动人心魄。
世界小姐张梓琳 2016 年迎来了女儿的降生，初为人
母的她真正体会到母爱的伟大。她把刘瑜写给女儿的家
书分享给观众，希望每一位父母都能用最单纯的爱去期
望孩子的未来。
《成长请带上这封信》是一本名人写下的
亲子家书集，他们用文字把肺腑之言写给孩子，是最珍贵
的馈赠。
翻译大家许渊冲是将中国古典诗词翻译成英法韵文
的唯一专家，
《许渊冲经典英译古代诗歌 1000 首》译出了
诗词的音韵美和节奏感。

最是书香能致远
记者

用文字品味人生百态

《朗读者》书单

A

《朗读者》第二期的主题是陪伴。
陪伴的意义广泛，既有父母对孩子的陪
伴，也有不离不弃携手共度一生的陪
伴，更有动物与人之间超越物种的陪
伴。童话大王郑渊洁、失去听力的杨乃
斌、演员蒋雯丽、守护野生动物的林兆
铭、配音演员乔榛讲述了有关陪伴的故
事，朗诵了自己所喜爱的文章。
作为童话大王，郑渊洁年轻时的经
历颇为曲折，因为调皮捣蛋和不服从纪
律被学校开除，但是父亲默默支持儿子
的选择，这才成就了今天的童话大王。
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
《郑渊洁教子秘
诀》披露了郑渊洁成功的教子秘诀，对
于现代父母在教育孩子方面有很大的
启迪作用。
作为一名听力障碍者，杨乃斌能够
正常说话，以正常人的身份考上重点大
学，这都离不开母亲多年的伴读。这份
无以言表的母爱，正如冰心在《不为什
么》中所写的，仅仅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我们血浓于水，所以我爱你，没有任何
条件。
《名家散文经典：冰心散文精选》
立意新颖，构思灵巧，在看似平凡的题
材中，
创意出奇，
构局善变。

C

《朗读者》第三期的主题是选择。
心也有不可触碰柔软的一面，奶奶的去
朗读嘉宾有演员王千源、耶鲁大学毕业
世成为她至今未能跨过去的伤痛。史
的村官秦玥飞、作家麦家、导演徐静蕾、
铁生作品《奶奶的星星》同样是一篇回
汉字叔叔西尔斯、红丝带校长郭小平，
顾奶奶的佳作，饱含着对奶奶的思念真
他们选择的道路各不相同，所经历的遭
情，在徐静蕾的朗读下更是令人动容。
遇也各有千秋，但无论经历了什么，这
《史铁生作品精选》展现了他的精神追
些选择都是一次又一次自我重塑的过
寻之旅和多方面的文学成就。
程，让人不断成长和完善，最终千帆阅
作为一名美国人，西尔斯对于汉字
尽过后，
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自我。
的热爱让家人无法理解，他却依然选择
作为一名演员，王千源一直都在默
了学习汉字，并且建立了第一个中国汉
默无闻地演着配角，直到他出演了《钢
字字源网，哪怕他穷困潦倒，依然信念
的琴》获得东京电影节的影帝才被更多
如初。他的这种在贫困中自得其乐的
人知晓。为了拍摄经费不足的《钢的
精神正如刘禹锡的《陋室铭》所写那样
琴》，他推掉了一部能够让他更加成名 “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
的电影而无怨无悔，这种锲而不舍的坚
国内唯一一所艾滋病患儿学校临
持，非常像《老人与海》中的那位老人，
汾红丝带学校创办人郭小平是感动中
在逆境中勇于坚持自我，
绝不放弃。
国 2016 年度人物，他朗读的篇目是拉
秦玥飞是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的高
迪亚德·吉卜林的短诗《如果》。吉卜林
材生，学成归来，他选择到湖南一个名
出生、成长于印度，生活在 19 世纪与
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当村官。他在广阔
20 世纪之交。24 岁那年，他从印度出
的土地上寻找到了自我的价值，并且把
发，开始了漫游世界的人生之旅，他在
更多优秀的小伙伴们输送到偏远的乡
游记《从大海到大海》中描述了这段行
村。他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和《泥泞》
旅。
（本报综合）
中作者迟子建所抒发的感想不谋而
合。在《迟子建散文》中，有迟子建对童
年生活的追忆，有现实生活的写照。透
过文字，
让人感到回忆的醇香温暖。
一直以才女形象示人的徐静蕾，内

读书管见

——《永不后退》读后感

书海

杂谈

有位朋友知道我非常喜欢
看自传类型的书，所以给我送来
了一本《永不后退》。
《永不后退》其实是迈克·泰
森唯一的一本自传。最开始，如
同 野 兽 般、负 面 新 闻 太 多 的 泰
森 ，并 没 有 让 我 产 生 太 高 的 期
待，看完书后，却让我感受到了
真实的迈克·泰森的艰难曲折的
心灵成长历程。
泰森出身于黑人贫民区，13
岁就成为了街头霸主。后来他
遇上库斯·达马托——一个拳击
教练。这位 70 岁的老人说
“我一
辈子都在等这样一个孩子”
。
泰森开始一丝不苟在 2 小时
内完成 2500 个仰卧起坐和 500
个俯卧撑……并在库斯的教导
下，学会控制恐惧、震慑对手。
拳击职业赞助人一致判断
泰 森 个 子 太 矮 ，注 定 无 法 成 为
强力的重量级拳手。而库斯却
坚持已见，坚持运作，他是泰森

朱亚平

的拳击教练、精神导师，甚至是
他的“父亲”。在库斯的精心培
养 和 鞭 策 下 ，泰 森 走 向 了 拳 王
之路。
泰森成功后，无休无止地沉
湎于奢华、酗酒、毒品、暴力。无
法无天的生活于 1992 年戛然而
止，泰森因强奸罪，被判入狱 6
年，人生从此走向衰落。当时，
整个世界都在围观泰森的嚣张
与堕落。
在自传的最后部分，泰森终
于 开 始 反 思 他 的 人 生 ：开 始 读
书，接受戒毒，并建立了正常的
家庭。
这本书的动人之处在于，它
粗野地、毫不虚饰地描绘了普通
人无法接触不到、也难以理解的
世界，拳王本人也以一种惊人的
坦率，
无畏地面对人生挫折。
“挫折是我们一生都需要面
对的敌人与朋友。它是生活给
我们的一块石头，是将它造成一

内 容 简 介 ：本 书
主要讨论的问题是
1945 年 抗 战 胜 利 以
后，面对复杂的中国
时局美国的政策抉
择。作者认为，无论
当时美国采取怎样的
政策，都不可能根本
改变历史的走向，决
定中国未来结局的绝
不是美国政策，而是
存在于中国这片土地
上的自身的力量。

作者：
［美］理查德·伯恩
斯坦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

《此心未歇最关情》
内 容 简 介 ：本 书
是梁晓声的散文作品
集，写父母亲情、乡亲
父老，写与战友同事
的交往以及一些生活
化的故事，是岁月积
淀和世事洞察之后的
深情回望，透过文字
背后可以看见梁晓声
那份对家与国的悲悯
情怀，
读来令人动容。
作者：
梁晓声
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出版

读者文摘
你若喜欢上一本书了，不妨多读：第一遍可囫囵
吞枣读，这叫享受；第二遍就静心坐下来读，这叫吟
味；第三遍便一句一句想着读，这叫深究。三遍读
过，放上几天，再去读读，常又会有再新再悟的地
方。
——贾平凹
只有个人内心的无序状态得以纠正，外部的公
共秩序才能得到恢复。世界的无序包含着个人的无
序，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前者是由后者引起的，因
为公共秩序源自于人类的个人信仰，在个人的无序
中寻找公共秩序，
可谓荒诞不经。
——林语堂
一个人在精神上足够成熟，能够正视和承受人
生的苦难，同时心灵依然单纯，对世界仍然怀着儿童
般的兴致，他就是一个智慧的人。
——周国平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上帝。如果你自己都放弃自
己了，还有谁会救你？每个人都在忙，有的忙着生，
有的忙着死。忙着追名逐利的你，忙着柴米油盐的
你，停下来想一秒：你的大脑，是不是已经被体制化
了？你的上帝在哪里？
——斯蒂芬·金
(本报综合)

挫折是一条平坦的路

陈希子

在世界各个角落留下自己的足迹，
但是读书可以让我们领略各地不
同的风景，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新华字典》上对“气质”的解
释：和通常所说的脾气、性情相近，
是人比较稳定的个性特征。读书
之于我们，不是浮华的云裳羽衣，
不是虚荣的装点门面。人的五官
各异，但读书能使人明理睿智，气
质得到改变。在幽幽书香潜移默
化的熏陶下，人的秉性自可以化浊
俗为清雅，变烦躁为淡泊，转促狭
为开阔，
令偏激为平和。
读一本好书，添一份雅趣，长
一分才智，享一份快乐。与书为
伴，那种深藏不露的内在美，会使
人充满自信。善读书者，如兰芝入
室，久而不闻其香，却香在骨里。

同样是陪伴，蒋雯丽以预防艾滋病
宣传员的身份，分享了她与艾滋病患者
亲密接触的故事，并以林清玄的《百合
花开》来鼓励那些身处逆境中的孩子，
对生活如同百合花一样要永不放弃。
林清玄的散文以禅味隽永著称，
《心的
丝路》是林清玄“安住身心”的清隽之
作，林清玄说，
“我的《心的丝路》依循这
样的思考：如何在这样的现实世界中安
顿身心，
做世界的清流？
”
作为一名野生动物救助者和守护
者，林兆铭不善言辞，却以一人之力守
护了 500 多只野生动物。他所朗读的
《瓦尔登湖》是自然主义者梭罗的代表
作。跨越百年时间，两人依然有着相似
之处，那就是他们都对自然抱有深沉的
爱。
《我愿意是激流》是裴多菲献给恋
人的一首抒情诗，反复咏唱着对于爱情
的坚贞与渴望，乔榛和唐国妹二人相濡
以沫的一生，正如这首诗歌一样，经历
了一道一道人生的激流，但他们依然勇
敢地生活。
《名诗珍藏系列：裴多菲诗歌
精选》收录了裴多菲多首热情洋溢的爱
情诗歌。

在选择中重塑自己

记者
现代人讲究生活的情趣，吃饭
要色香味俱全，约会要月上柳梢
头，服装打扮更是一丝都马虎不
得，这种认真的生活态度很是值得
提倡。如果再加上爱读书，内外兼
修，我想这样的人生一定就非常完
美了。
最是书香能致远。孩提读书，
为褪去幼稚，规矩言行；少年读书，
为考取功名，谋求利禄；中年读书，
为养精蓄锐，宁静致远；老年读书，
为修身养性，颐养天年。读了多少
书，就等于长了多大的见识，看了
多大的世界。
众所周知，一个人不可能在现
实生活中结识世界上所有的伟人，
触摸各种伟大的思想，聆听各位智
者的教诲，但是通过读书，我们便
可以用各种知识和见解来喂养自
己的理想，使它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一个人也不可能历尽人世沧
桑，同时活在过去、现在和未来，但
是读书可以让我们穿越回过去，带
我们翱翔于未来；一个人更不可能

《中国1945：中国革命与美国的抉择》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堵无法超越的墙，还是一条平坦
的路，
取决于你。
”
我们不能因为摔过跤而不
敢起身，不能因为迷了路而忘记
前行。只有一步步战胜挫折，与
挫折同行，享受挫折，人生才会
越来越圆满。

名作欣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