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生充和》
内容简介：张充和出

身名门贵族，祖父曾任两
广总督署直隶总督，父亲
张武龄是苏州著名的教育
家。她是四姐妹中最小的
一个，自幼过继给二房的
奶奶当孙女，养祖母对其
悉心教导，不惜重金请名
师教学，奠定了张充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书
法、诗词还是丹青，都别具
一格，独有韵味。

2015 年去世后，关于
张充和的纪念文章渐渐多
起来，《一生充和》更是详
尽写出了她跌宕又雅致的一生。通过对逝者人生
经历的阅读，我们得以窥见旧时大家子弟的斯文风
流，张充和对人世淡定豁达的态度，对读者为人处
世也是一种有益的启发。 （本报综合）

作者：王道
版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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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2017年全民读书月活动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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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真正的知性，其实是一种睿智。拥有这种
睿智的人不仅懂得区分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能
排出优先次序，还知道“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东西”
与“必须心平气和接受的东西”的区别。我认为，这
种睿智即是平衡感。

——渡边和子《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

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
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
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
做的事。

——杨绛《我们仨》

人活世上，第一重要的还是做人，懂得自爱自
尊，使自己有一颗坦荡又充实的灵魂，足以承受得
住命运的打击，也配得上命运的赐予。倘能这样，
也就算得上做命运的主人了。

——周国平《做人和做事》

人类的快乐，不是靠理性、电脑、物质，而来自
情感、直觉、本能、快乐行动。凡永恒伟大的爱，都
要绝望一次，消失一次。一度死，才会重获爱，重新
知道生命的价值。 ——木心

什么是深刻？在我眼里只有两种思考者：一种
是思考真问题的，一种是思考伪问题的。坚持思考
真问题，并坚持问题的答案不在其标新立异、而在
于其合情合理，这就是我眼里的深刻。或者说，在
必要的时候坚持简单即深刻。

——刘瑜《观念的水位》

闲时光阴易过，转眼2017年已
经过去了三分之一。掰着指头数
数不够上进的日子，间歇性勤奋，
又上网淘得几本书籍看看。

然而总有好友质疑，阅读有啥
用？我竟无言以对。说实话，买书
不仅要花钱，而且不能提升文凭，
更无法增加颜值。现在是网络电
子阅读滥觞的年代，拿着本纸质书
坐在公交上，甚至自己都觉得有些
假文艺。

转眼想想，现在才慢慢发觉，
人生的很多事都没有意义。然而
阅读好比涉险，攀登得越高，就能
看见更加壮阔的景色，境界自然
超脱。多阅读些文字，多一些经
历，一定会帮助你，少走一点人生
弯路。

人生百年，能够经历的事情总
是很有限，通过阅读，能获得人生
的智慧，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
世界，从而更加豁达明智，阅读的
根本价值也在于此。

阅读如何明智？以小说为例，
钱钟书曾将其“围城”的意向概括
为：“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
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
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他从
具体的婚姻扩展到人生的一切事
情，形象而生动地阐发了人生的困
境与精神悖论。托尔斯泰在《安
娜·卡列尼娜》中写道，“幸福的家

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
各的不幸。”通过安娜对生活或幸
福或痛苦的体验，让人们了解对生
活意义探寻的本真追求……此等
例子，不胜枚举。文学作品中所蕴
含的人生智慧和生活体验，无疑是
读者丰盛的飨宴。

诚然，“尽信书不如无书”，各
类书籍的品质或许有高有低，所讲
述的言论观点也不全有道理。但
读者必须亲自读过之后，才能作出
判断。正是在阅读、思辨、总结、分
享与传播的过程中，我们能更精准
深刻地领悟人生智慧，避免进入

“愚昧盲从”的圈套。
书 犹 药 也 ，善 读 之 ，可 以 医

愚。“开卷有益”是自古以来人们
的共识。书里乾坤，纸上心迹，
记载的都是前人的智慧和学识，
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
达皆文章”，便是如此。后来者
借着阅读其书，便能与作者心灵
相通，受其教益，为之熏陶。在
阅读的过程中，读者随时可以攫
取到睿智的生活箴言，不断充实
生活智慧，渐达高远的境界，岂
不快哉？

4 月 23 日是第 22 个世界阅读

日。21日，我市2017年全民阅读月

活动拉开帷幕。当日，记者采访现

场，感受全民读书热潮，体味致远怡

人的浓浓书香。

21日，在第 22个“世界读书日”来临
之际，我市2017年全民阅读月活动在湖北
科技学院启动。活动当天，整个校园都弥
散着纸张和油墨的香气，数千余人闻讯而
来，自由地畅游在书海之中，共同见证阅
读的魅力。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让读书、品
书成为习惯”……当日，湖科校园里随处
可见与读书有关的宣传标语。校图书
馆前，一排排红色的展示书桌格外惹
眼。市新华书店有针对性地挑选了400

多种、2000 余册图书送到湖北科技学
院，以方便学生选购，受到学生们的欢
迎。

同日，记者走访咸宁高新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50平米左右的阅览室宽敞明亮。
书架上各类内容丰富、质量上乘的图书琳
琅满目。

该公司职工唐勃介绍，阅览室藏书共
计2500余本。内容涵盖财经、法律、培训
教材等。“来阅览室成了我工作闲暇的乐
趣之一，这里为员工提供阅读和借书都非

常便捷。”唐勃认为全民阅读活动很有意
义，值得推广。

草长莺飞四月天，春光作伴好读书。
校园里，学子们三五成群捧书细品；书店
里，家长们带着孩子挑选读物；在机关单
位，职工们热烈交流读书心得……在全国

“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的大环境
下，香城泉都已然书香氤氲。

自2012年以来，我市全民阅读领导小
组办公室与市文新广局、市教育局、市新
华书店等20多家单位，组织全民阅读进

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村组、进社区、进
家庭、进工地、进军营、进特殊人群等“十
进一创”读书活动近千次，受益数十万人。

为培育全民阅读社会氛围和时代风
尚，努力打造“书香咸宁”，我市以扩大宣
传打造精品活动为重点，以领导干部和学
生两类人群为抓手，以点带面，积极推动
全民参与、全新方式、全年开展、全社会覆
盖的全民阅读活动，努力创建具有咸宁特
色的全民阅读活动名片。

人人参与沐书香

为力促“书香咸宁”升级，我市今年创
新形式，出台更多举措，助推全民阅读。

以建设学习型社会为目标，市县两级
均成立了高规格的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
组，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确保对
全民阅读活动的领导。

活动中，各级各类党组织纷纷发挥带
头作用，结合实际成立自己的读书会，切实
加强对干部职工读书活动的引导，持续推
进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

此外，我市各级各类党组织每年将根
据本单位工作实际和人员情况，制定读书
活动计划。读书主题覆盖政治、哲学、经
济、文化、历史、科技等多方面，逐步提高人
均阅读量，实现2017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
年均12本以上纸质图书阅读目标。并从
2017年4月开始，每月开展一次“读书诵
典”活动，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学习、团结进
取的浓厚氛围。

市级机关图书室要求面积不少于40

平方米，图书不少于1000种3000册，报刊
不少于40种。县（市）级机关图书室要求
面积不少于30平方米，图书不少于800种
25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机关图书室
的设计、建设和维护工作，由市、县两级新
华书店提供一体化建设方案及配套服务，
并跟踪做好机关图书室后续管理服务和书
籍更新工作。

作为有责任的文化企业，市新华书店
定期开展精品图书展销进社区、进校园、进

企业等活动，将大众喜爱的图书送到读者
家门口。

市直机关的“读好书·诵经典”朗诵会；
市团委系统组织的“传统节日中华经典诵
读”、“名家香城读书讲坛”；全市大学生中
开展的“书香伴我行”演讲比赛；党报和中
小学校联合开展的“我最喜爱的一本书”读
书征文、“向爸爸妈妈推荐一本好书”……
一项项持续精心组织的全民阅读活动逐渐
形成品牌效应，成为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特色活动呈异彩

制定全民阅读活动方案，我市将打出
“组合拳”：组织多种形式的基层读书活动，
深入推动全民阅读进农村、进家庭；支持实
体书店、书报亭等各类书店的发展，发挥其
市场作用和公益功能，满足读者多样化阅
读需求；组织热心阅读的社会名人、文化名
家，开展全民阅读大讲堂；鼓励和支持民间
阅读推广机构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开展捐书
助读。

我市将充分发挥优秀出版物的引领

示范作用，按照分类指导、阶梯阅读的要
求，加强对各类图书排行榜的引导和管
理；完善农家书屋图书补充更新机制，推
进数字农家书屋建设，提升农家书屋惠民
能力。

我市将充分利用农家书屋这一有效载
体，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教育活动。“书香
家庭”、“示范农家书屋”等评选活动争相开
展，既有助于解决农民买书、借书、看书“三
难”问题，又能增强农家书屋的吸引力和凝

聚力，对全民阅读起到了示范引导辐射作
用。

为更好地配合全民阅读活动，市新华
书店采用电子版优质图书目录，读者可以
使用台式电脑、手机、iPad及其他移动设
备进行访问，随时随地阅读与获取图书信
息，充分感受到阅读的方便与快捷。

“我们将结合用户单位，跟踪做好图书
室后续管理服务和图书更新服务工作。”市
新华书店总经理陈建明介绍，将对所有建

立图书室的成员单位，设立公众微信平台，
定期提供最新、最近的各类图书咨询信息
……

截止目前，我市已建成标准化农家书
屋952 个，公共电子阅览室70 余个，公益
性社区书屋、职工书屋470个（市级以上示
范“职工书屋”95个）。全民阅读活动已成
为我市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以其独有
的精神营养和知识力量，为建设香城泉都
提供不竭动力。

亮丽文化风景线

从阅读中感悟人生智慧
记者 陈希子

《中国监察通鉴》
内容简介：《中国监察

通鉴》是由人民出版社精
心打造的反腐资政力作。
全书共11卷，约300万字，
贯通古今，系统研究监察
制度发生、发展与演变的
过程，为广大读者了解和
研究古代监察体制提供了
依据，为谱写反腐倡廉的
新篇章提供了借鉴。

作者：贺清龙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犀利的中国》
内容简介：本书稿

为人民日报海外版《望
海楼》栏目重要文章选
编。在中外关系、重大
国际事件及重大时政
话题、中华文化方面，
尤其中日、中美关系方
面，《望海楼》专栏及时
适度发出中国声音，成
为世界透视中国思路
的一个窗口。

作者：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栏目组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蚂蚁金服》
内容简介：成 立 于

2004 年、起始于支付宝的
蚂蚁金服集团，如今已经
是全球估值最高的科技金
融企业。该书全景式地描
述了蚂蚁金服创业的关键
历程，是中国科技金融企
业成长的缩影。书中也包
含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创业
思想、商业理念、企业文
化、运作模式和用人之道。 作者：由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十一种孤独》是美国著名作家理查德·耶茨
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作者以冷峻的笔触描写了美
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纽约人的生活，书中讲述
了十一个普通人的孤独的故事，他们在社会中飘
荡，想寻求一个归属，却得不到接纳。

主人公都是缺乏安全感、生活不太如意的
人:曼哈顿办公楼里被炒的白领、有着杰出想象
力的出租车司机、屡屡遭挫却一心想成为作家的
年轻人、即将结婚十分迷茫的男女、古怪的老教
师、新转学的小学生、肺结核病人、老病号的妻子
……

耶茨说:“如果《十一种孤独》有什么主题的
话，我想只有简单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
脱得了，这就是他们的悲剧所在。”

“所谓孤独，就是你面对的那个（群）人，他的
情绪和你自己的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耶茨对
于孤独写得非常犀利，毫不留情，刺入伤口，读后
有种痛并快乐着的快感。

孤独和身边有多少人、身处何方无关，和有
无家人与朋友无关。有些话，正是因为他们是家
人和朋友才不能说，和无从掌握自己的命运有
关，和最本质的人究竟能够如何生活有关。

在耶茨的小说里，孤独并不具备任何诗意、
哲思特质，而直接是灰暗的生活常态，人物在这
种孤独之中形象卑微，举动笨拙，毫无出路可
言。

这十一个故事非常真切，真切到读者可以切
切实实地触摸到这十一个孤独的灵魂，他们就是
我们身边的普通人，就是茫茫人海中的你和我。

生活中，我
们每个人都曾
真切地感受过
孤独。当希望
落空，当命运突
然被篡改，当身
处热闹却失去
了沟通的欲望
与能力，都会在
人心上造成一
种看不见的伤
痕。因为伤痕
看不见，所以无
从讲起、无从形
容、无从对症、
下药无从包扎止疼，只有自己能够面对这种无力
的孤独感。

生活中，孤独是永恒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
在漫长的人生中，学会和孤独友好相处。

在喧嚣的世界里，大多数人受环境影响拥有
着一颗浮躁、孤独的内心，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
要提升自己直面孤独的能力，安抚好蠢蠢欲动和
过多的欲望的内心，让自己不断沉淀，静静地思
考和修正未来的方向。

直 面 孤 独
——《十一种孤独》读后感

记者 朱亚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