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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小花妹妹，看书时间到啦，今
天你要读什么书？”每天晚上睡觉
前，是我和三岁女儿的亲子阅读时
间。“《超级飞侠》。”她蹬蹬跑到书架
边，拿了一本《超级飞侠》递给我。

《超级飞侠》是一部幼儿3D动
画片，她一岁半时迷恋上后，一发不
可收拾，每天都要看，一看就停不下
来。实在是担心她的视力会受到影
响，便买回了这套根据动画片改变
的《超级飞侠》图画故事书。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迷
恋上了这套书。对此，老公点评：

“你这是赤裸裸地‘取悦’她，但恭喜
你‘取悦’成功。”

老公的点评很到位。陪女儿亲
子阅读两年多来，很多时候我都觉
得自己在“取悦”中引导她读书。

比如她一岁左右时，一听到“啾
啾”“吱吱”等象声词，就会哈哈大
笑。于是在亲子阅读时，我就会加
入一些象声词，吸引她的注意力。
一岁半时，她热衷于颜色，我给她买
了绘本《彩虹色的花》，这本书她整
整看了一个月……

女儿有各种各样的玩偶和玩
具，读绘本时，我就让她拿出来模拟
情景对话，她常常乐得跳来跳去。

有人说，亲子阅读，唯“好玩”才
喜欢。对孩子是，对父母也是。

对于孩子而言，在还没有接触
书之前，书和手边的球、杯子、小汽
车、衣服、小枕头等并没有区别，只
是一个东西。

孩子的世界简单而纯洁，喜欢
上一个东西一定是因为可以从中得
到某种满足，爱、快乐、安全感、舒适
感……而且是可以从他的小眼神
儿、表情、动作中看出来的。

阅读也是一样的道理，若是不
能从中获得某种满足，怎么会喜欢，
又怎么能形成习惯呢？

而对父母而言，帮助孩子建立
阅读习惯是个庞大的工程。需要付
出很多时间，极大的耐心，学习很多
东西。

很多时候，仅凭意义和信念是
不能达成目标的，如果阅读能让孩
子快乐，亲子阅读才能坚持下去，才
能取得成效。

总之，亲子阅读这件事儿，尤其
是3岁以前的亲子阅读，最重要的
是“取悦”。而“取悦”孩子最简单
直接的方法就是让他觉得好玩、有
趣。

内容简介：师生间的
旧事，看似星星散散，内
蕴却是沉甸甸的。顾随
的多位弟子，如周汝昌、
叶嘉莹、郭预衡等，或承
其衣钵，或受其影响，成
就卓越。本书选择如今
资料存留较多的七位弟
子为例，回望顾随自1920
年登上讲台至 1960 年谢
世间 40 个春秋的为师之
道。 作者：赵林涛

《顾随和他的弟子》

内容简介：作者朱鸿
首次从时间、空间、开辟
者的权威性、使者往来的
完整性、贸易的连续性和
所产生的世界影响六个
维度，论证出长安正是丝
绸之路的起点。此书横
跨沙漠高原，纵贯大汉盛
唐，既有宏阔的时代变迁
与民族传奇，更有个体生
命深情的凝思和慨叹。 作者：朱鸿

《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

内容简介：作者张冠
生选取现已公开出版的
梁启超、胡适、冯友兰、萧
红、费孝通、黑格尔等 40
余位中外人文学者的书
信集作为呈现对象，品读
这些鲜活有趣且充满浓
浓人情味的书信，为读者
了解这些文化大家的思
想气质、成长历程、家庭
生活打开了另一扇窗。 作者：张冠生

《锦书来》

内容简介：这本自拍
摄影集，精选了美国业余
街头摄影师薇薇安·迈尔
近100张黑白和彩色自拍
照片，拍摄年代从1950年
到1986年，记录了迈尔从
20 岁到 60 岁的年华。这
些自拍照里的薇薇安，常
常出现在反光物体表面，
大多形单影只。

（本报综合） 作者：薇薇安·迈尔

《我与这个世界的距离》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书海

杂谈

在“取悦”中让孩子爱上阅读
记者 马丽

名作欣赏

用思想熏陶孩子的灵魂
——读《哈佛家训》有感

记者 甘青

起初，陆军部和海军部要求协会每月提供五十种
书，每种书各提供五万册，共二百五十万册。到1943年
7月，协会与海陆空三军签署合同时，减少到每月三十种
书，因为印刷和编辑方面的挑战令人望而却步。

四分之三的程序集中于选题。首先，出版商选出服
役人员需要的书。接着，协会的阅读小组（其成员来自
出版界外）对每本书的优缺点提出看法，缩小选择范
围。第三，通过代表军方的陆军中校陶德曼与海军图书
馆服务部领导伊莎贝尔·迪布瓦，获得政府的批准。

“二战”期间，美国图书协会与

美军合作实施了“军供版图书”项

目：为参战美军提供小巧轻便的特

制平装书。至“二战”结束，共有一

千二百种计一亿二千万本军供版

图书诞生。这些图书为美军提供

了珍贵的精神食粮，帮助美国赢得

了战争，也使《了不起的盖茨比》等

一批图书成了美国经典，并推动了

出版行业的平装书革命。《当图书

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

的故事》揭秘美国“二战”军供版图

书内幕，披露了一段图书与人的特

别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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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发生的很多事情成
了难言之隐。所有经历过战斗的
人都对战争的残酷感到恐惧。随
着时间的推移，积累起来的精神
和情感包袱很少有渲泄渠道，很
多人甚至向家人也不愿吐露。士
兵与家人的通信，都得经过审查，
以确保不泄露任何敏感信息。因
为每封来信都要由身边的另一位
士兵读出来，很多士兵拒绝利用
家信来向其亲人倾诉，同时也不
愿让亲人担忧自己所处的悲惨处
境。很多信被简化为天气报告和
一些模糊的客套话。

然而，图书为士兵提供了渲
泄的渠道。这种难以理解的心情
通过某些军人对图书的专注而变
得清晰。凯瑟琳·安妮·波特是一
位不太可能获得广泛关注的作
家。她的短篇小说巧妙地揭露了
私密的、个人深层的经验与情感，
这让读者觉得，她了解他们的内
在思想与情感。成千上万的士兵
读了她的军供版图书后写信给
她，有人说书中的描写能与某些
实际的人物联系在一起；另一些
人觉得读了她的散文后，似乎身
上的孤独感和隔离感被冲刷干净
了。这些士兵将很多未对亲人讲
的话，告诉了作家。

贝蒂·史密斯的《布鲁克林
有棵树》，也许是所有军供版图
书中最受欢迎的。该书讲述了
生动活泼的童年故事，许多人认
为史密斯写的就是自己的童
年。史密斯的散文集《谁牺牲
了？》，个性化地描写了诺曼底登
陆中的伤亡故事。史密斯一直
不断地收到世界各地的来信，士
兵为她的作品在他们身上产生
的作用而感谢她。

图书在战争中发挥了特殊作
用。它们安抚了陷入困境的思想
和心灵。它成功了，但其他娱乐
方式没有成功。对于许多面对战
争的男人，图书有很多可取之处，
各方面都证明了这一事实。人们
对图书充满感激之情。图书允许
人们通过阅读别人的故事，来应
对自己的情况，图书发挥的这一
治疗性功能使人们愿意读更多的
书。通过读书，人们舒缓了战争
带来的紧张感。

协会收到一些有趣的信件，
描述了阅读与战争纠缠在一起的
情景。一位军人从卢森堡来信
说：“刚刚爬出我那潮湿、泥泞的
掩护壕沟，呼吸几口不属于美国
的新鲜空气，因为我们知道，绝对
过不了几分钟，便不得不来一个
半后空翻，潜回水中，以免受到德
国人的死亡之雨的攻击。”稍早些
时候，一有新一轮炮弹向他所在
方向飞来，他便退回到“深挖的、
屋顶厚实的堡垒里，在一阵疯狂
的祷告后，开始借助于美军电筒，
读军供版图书、托马斯·R.圣乔治
写的《C/O邮政局长》”。他说，

“这位下士的经历让我处于良好
的精神状态”，尽管空气中响彻着
死亡的声音。

（本报综合）

“二战”期间，美国的出版商面临一项令人生畏的任
务：在严格管制下，制作一种适合大批量生产的图书。
因为印刷用的纸张有配额限制，出版商在1943年获得的
纸张配额仅为1939年的37.5%。但是，政府已把图书当
作必需的武器装备，最终同意每季度提供九百吨纸用于
印刷专供军队的图书。

为使图书的数量最大化，并保证军供版图书适合服
役人员，美国图书协会采用了空前的设计和生产技术。
首先，采取平装书以节约空间减少重量，使之柔软而更
易塞进口袋或装入背包。其次，缩小书的尺寸。军供版
图书较大规格的是6.5×4.5英寸，类似杂货店销售的大
众平装书；较小规格的是5.5×3.75英寸。协会研究过标
准制服的口袋尺寸，以确保大号军供版图书能装入士兵
裤袋，甚至厚达五百十二页的图书也能放进裤子后袋，
小号的则能藏入士兵胸前的衣袋。

当时的图书出版社没有能力印这种小书，协会只能
通过杂志印刷厂来解决这一问题。由于杂志印刷厂所
用纸张比通常印刷精装书的纸张薄，从而有效地保证了
军供版图书重量轻、体积小，使军供版图书与同类精装
书相比，少了五分之一或更多的重量。

AA 为士兵特制的小书

BB 军供版图书的选题

图书成为士兵的精神依托CC

选择图书时，主要考虑多样
性，以适应每位士兵的阅读趣
味。最受欢迎的文体是当代小
说，约占20%，其次是历史小说、
神秘小说、幽默故事以及西部小
说，其他类型包括冒险故事、传
记、漫画、古典文学、新闻动态、奇
幻小说、历史、音乐、自然、诗歌、
科学、航海故事、自救、励志书、短
篇小说集以及游记。

军供版图书一个最突出的尝
试是设置了宽泛的标准，尽量规
避士兵阅读面临的审查制度。协
会的阅读小组把那些触犯美国联
邦、与美国的民主精神相冲突、触
犯宗教、触犯种族、触犯商业以及
违反专业知识的段落标识出来。
这些虽被随心所欲地解释，但确
实起到了防止某些图书出版的作
用。

军供版图书中，有古典作品
如《大卫·科波菲尔》以及莎士比
亚的诗歌等，现代经典如《布鲁克

林有棵树》《了不起的盖茨比》，西
部小说如《斜阳侠影》《六枪对
决》，神秘小说如《哈佛大学有个
杀人犯》《凶手掌握了一切》，传记
如《乔治·格什温的故事》《本杰
明·富兰克林》，喜剧和艺术如《士
兵艺术》《为战士而作的漫画》《冒
失鬼》，运动类图书如《布鲁克林
道奇队》。有些是搞笑类图书，比
如《一笑而过》《欢乐故事》等，以
及其他一些有关人们追问自身一
些问题的图书如《性是必需的吗》
《人们的麻烦来自何处》。到协会
完成该项使命时，出版了约一千
二百种图书。

军供版图书的作者会得到
数百万忠实读者，书很快传开
且得到人们永远的喜爱，甚至
传回到大后方。斯科特·菲茨
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
就是从默默无闻的作品中被选
拔出来，一举成为美国文学的
经典作品。

读书管见

内容简介：从俄罗斯
的心脏延伸到遥远的太
平洋港口，跨西伯利亚大
铁路全长9298公里，是19
世纪最雄心勃勃的铁路
工程，也是迄今世界上最
长的铁路。这条交通线
见证了中西方交流的历
史，也见证了世界格局的
种种变迁。本书涉及俄
罗斯全境的自然和人文
地理，是一堂关于这条铁
路的全景式人文课。

《通向世界尽头》

作者：[英] 克里斯
蒂安·沃尔玛

孩子9岁了，独立思想渐强，让我深感教育
理念缺失，教育手段的溃乏，朋友推荐了一本
《哈佛家训》充电。读完后，发觉这是一本挺适
合亲子阅读的好书。

听到《哈佛家训》书名就给人阅读的欲望，毕
竟哈佛大学在世界一流的大学中排名第一。在
哈佛，前后走出了七位总统、四十三位诺贝尔奖
获得者，数以百计的世界财富精英。

其实，《哈佛家训》是一位哈佛博士的教子
课本。这本书告诉我们，父母们不仅要用牛奶
和面包将子女养大，在他们成长过程中，还要
及时用完美的思想熏陶孩子们的灵魂。

这本书以品性、梦想、真爱、成功、思维、心
理、智慧、创意、勇气和觉悟十个章节辑录了一
百多个生活中的小故事。每个故事讲述了一
个个名人成功的艰辛与困难，引导人们对人生
进行多角度的思考，给思想以启迪。

书里的第一个故事《一条小面包》，讲述了
一个穷困小女孩总是最后拿到面包师送给他
们的面包，并且总是最小。但她却没有忘记对
面包师心存感激。

放在现在看，这个小姑娘有点太傻。其
实，真正吃亏的是那些喜欢争抢的人，他们争
得了眼前的小利，却把自己不好的品德暴露在
光天化日之下，对自己一生的发展不利。正如
书中面包师所说：“我要告诉你一个道理，谦让
的人，上帝会给予你幸福。愿你永远保持一颗
宁静，感恩的心。”这个故事不仅让我们看到了
凡事要谦让，更让我们看到了要对帮助自己的

人心存感恩之
心。

书 中 还 有
一个故事叫《当
一块石头有了
愿望》，主角是
一位辛勤的邮
递员，他每天送
信的道路上总会
遇到很多石头，
于是他梦想“用
这些石头建起一
座座城堡，那该
是多么美丽啊！”
人们认为他在异想天开，可他却坚守自己的梦
想，并用行动执行。

邮递员每天去送信时就带一些石头回家，渐
渐地，他拥有了很多的石头，并用这些石头开始
自己的建设。20年后，凭着他坚持不懈地努力，
终于建成了他的梦想城堡。如今，这座城堡已成
为法国著名的风景旅游点，它的名字叫“邮递员
希瓦勒之理想宫。”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一个人有梦想，并
且为这个梦想努力拼搏，最后总有圆梦的一天。

一种几乎难以忍受和无可抵御的情形出现在所有
亲密的人际关系中，它使得那些人际关系几乎无法再维
系下去，因为这时，一方面金钱处于生命趣味的核心；另
一方面又几乎使得所有人的关系停止了。于是，那种不
假思索的信任，在宁静和健康的自然行为和礼仪活动
中，渐渐地消失殆尽。

——《单向街》许知远

对每个人而言，真正的职责只有一个：找到自我，然
后在心中坚守一生，全心全意，永不停息。所有其他的
路都是不完整的，是人的逃避方式，是对大众理想的懦
弱回归，是随波逐流，是对内心的恐惧。

——《德米安》赫尔曼·黑塞

我们都喜欢炫耀自己，都想显示自己拥有一些什么
东西。你知道，一朵水仙或是一朵玫瑰，它是从来不假
装的，它的美就在于它本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克里希那穆提

语言最大的功能不是揭示我们文化的标志，语言最
大的功能是让我懂得所有人，所有人也懂得我。

——《我们这个时代的怕和爱》陈丹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