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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社会的阅读盛宴
———盘点“大众喜爱的 50种图书”

� � 推荐的 10种文化类书籍，
切中了时代脉搏，严肃而不枯
燥。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邓
小平传》，真实再现了邓小平历
经磨难而矢志不渝的坚定信
仰。了解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把
握中国发展大势及其对世界未
来可能产生的影响，已成为国
际社会的超级热门话题，而《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的出版，
是了解当代中国的重要窗口，
是寻找中国问题答案的一把钥
匙，从中能感受到当代中国的
深刻变革和梦想追求。 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
本》， 则贯穿着坚定的信仰追
求，充满了真挚为民的情怀，展
现了务实思想作风与科学思想
方法。

入选的文化图书中，有的
重新理解“艰苦卓绝”的血肉意
义，明白无数前辈付出了怎样
伟大的牺牲，才为中国“搏得”
大国地位奠定基础。 刘亚洲、
金一南等人的《甲午殇思》，展
现了当年甲午战争的历史细
节， 有助于读者详细了解整场
战争的背景，客观思考战争胜
负的原因，及其对当时及眼下
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余戈的
《1944：松山战役笔记》，是一部
抗战取得全胜的攻坚战的微观
战史。 张小康的《雪域长歌》，
则以纪实文学的形式，生动再
现 60多年前，人民解放军坚决
贯彻党中央的决定，广大官兵
克服无数艰难险阻，进军西藏，
和平解放西藏的时代故事。

入选的文化图书，还注重
传播传统文化思想。 孙立群的
《中国古代的士人生活》，从读
书生活、住与行、衣与食、聚会
结社等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国
古代士人的组成结构及其分
化， 阐述了古代士人与仕途密
不可分的联系，分析了中国古
代士人自身存在的弱点，及为
我国思想、文化、科技的发展做
出的贡献。 文物大家朱家溍的
《故宫藏美》， 内容涵盖古代书
法、绘画、工艺美术、清宫戏曲。

文学类 15 种推荐书目，很
多写出了人在历史中的命运，写
出了人情世态， 或是大起大落，
或是平凡寻常。 贾平凹的《老
生》，呈现了过去的国情、世情、
民情。 林白的《北去来辞》，描摹
了社会变革下各色人等的悲欢
浮沉，展示出中国半个多世纪的
社会变迁。 刘卫兵的《我们这 30
年》， 则是一部记录中国改革开
放历程和变迁的图文著作。 季栋
梁的《上庄记》，描写了大山里的
上庄，想脱贫虽然很困难，但却
有朝气蓬勃、 充满信心的孩子，
锲而不舍、 坚忍不拔的老村长，
这是上庄的希望，也是当今农村
未来。

在这个充斥着不安感的浮
躁社会， 需要阅读那些昂扬向
上，能给人带来温暖与智慧的图
书。 俞洪敏的《在绝望中寻找希
望》，给人以坚定的力量，让每个
人思考应该如何更积极地度过
人生。 大冰在《乖，摸摸头》里的
故事，有的是无畏的奋斗和孤身
的寻找，有的是疯狂的爱情和极
致的浪漫，故事虽不同，但都会
给所有心怀希望的人们以温暖
和光芒。 洛艺嘉在《一转身，一经
年，一辈子》中，“追寻”是她的信
仰，给人带来了信念与力量。

著名作家王蒙在《守住中国
人的底线》中，告诉你我人性的
底线在哪里，每句话都是对当下
的一种介入，有对国家顶层设计
的看法， 有对年轻人的谆谆告
诫。 新锐作家徐则臣的《耶路撒
冷》，探索 70 后这一代人进入中
年的心路历程。 止庵的《惜别》，
写的是一粥一饭、绵长细碎的寻
常日子，记录相隔不相绝的平淡
亲情。 一个人的“惜别”，唤起更
多人的“惜别”，人人终将面对的
生死大问，止庵的文字带给人直
抵内心的感动与思索。

《洗澡之后》 是百岁老人杨
绛先生经典之作《洗澡》的续篇。
与《洗澡》相比，《洗澡之后》人物
依旧， 但故事有所不同，《洗澡》
中有纯洁感情的男女主角，在
《洗澡之后》 终于有了一个称心
如意的结局。 王跃文的《爱历元
年》，书写家庭、道德、爱与宽容
的力量。 方方的《惟妙惟肖的爱
情》， 讲述了时代前进中两代知
识分子南辕北辙的命运。 方方写
尽了这个时代的急功近利、斯文
扫地；也写尽了这个时代的突飞
猛进、一日千里。 其间的时代之
伤，让人掩卷长叹。

文学类图书也关注大历史
的书写。 阿来的《瞻对》，从人文
的角度来关照历史，抒写了一段
坎坷的民族融合史。

推荐的 10 种生活与科普类
图书，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提倡
健康生活、 绿色生活。 日常生活
中，我们每天三餐都离不开蔬菜，
正因为对蔬菜太熟悉了， 却早已
忽略了那些关于蔬菜的身世和趣
闻。阿蒙的《时蔬小话》，除了介绍
蔬菜的基本起源以及分化过程
外，还就蔬菜对应的人文典故、烹
饪方法和博物记忆等方面做了介
绍， 使得蔬菜在我们的生活中的
形象鲜明而清新。君之的《跟着君
之做饼干》， 则介绍了 60 多款上
手容易的饼干品种。

生活中危险无处不在， 难免
会有天灾人祸和野外危险发生，
野外探险时， 灰熊这类不速之客
会探访你的帐篷； 或许你也会遇
到持刀劫匪。约翰逊的《户外生存
手册》，为大家提供了 333 条重要
的生存技巧。 掌握了这些生存技
巧之后，你就可以闲庭信步，徜徉
于大街小巷，或者从容穿越丛林，
战胜各种天灾人祸。徐仁修的《动
物记事》，捕捉了日渐被文明喧嚣
所埋没的众多生命影像， 让我们
在领略天地孕育万物的奇思巧技
的同时， 进一步反思人类与大自
然的关系， 学会谦卑、 珍惜与感
恩。

爱孩子， 就要教会孩子独自
生存的能力。安武信吾的《会做饭
的孩子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教
给孩子的最根本的东西是“独立
与自尊”。 尹建莉的《最美的教育
最简单》，最大的特点是紧贴当下
教育现实，还原教育真相，让大家
看到美好的教育并不复杂， 有效
的教育往往是朴素而简单的。 小
雨姐姐的《怎样给孩子讲故事》，
教给大家如何培养优质的亲子关
系和有大能力的孩子， 讲故事也
要因材施教、因年龄施教。孙云晓
的《用心教养》，有成长规律的揭
秘，也有新颖观点的冲击。规律即
科学， 而新颖就是希望———它预
示着每一个人都有可能走向成
功。

科普类图书， 则注重对科技
的理解。印刷机、铅笔、抽水马桶、
电池、互联网、GPS、Google———这
些都是绝妙的创意。然而，它们是
如何产生的？ 被喻为“科技界的达
尔文”的史蒂文·约翰逊在《伟大
创意的诞生》一书中，提供了深具
启示意义以及有论证实据的答
案。 他检视了特定情境如何加速
创新进程、实体环境，以及如何使
众人与创意齐聚一堂， 从而造就
出伟大的创意。万维钢的《万万没
想到》， 则用理工科思维理解世
界，以前沿的科学视角解读生活，
为人们提供了认知的新方法，不
仅有趣还十分有营养。

少儿类的 15 种推荐图书，注
重名家名作。著名作家张炜的《少
年与海》， 讲述海边三个聪明伶
俐、 对一切都感到好奇的少年的
成长故事。他们历尽艰辛，终于接
近了传说中可怕的小妖怪、 老袍
子精、蘑菇婆婆、牙医伍伯等，经
历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还有曹文
轩的《枫林渡》，讲述一场空前的
浩劫， 让不足一岁的蓝蓝被奶奶
接到乡下。十年后，在乡下和奶奶
相依为命的蓝蓝又被妈妈接回城
里，住进了外婆家的市长小院。城
乡之间、 市长小院和大杂院之间
的沟壑，摧毁尊严，撕裂亲情，而
底层人物的人性光辉， 则让故事
有了光亮和温暖。

入选的少儿图书， 有的教孩
子学会自强自信。杨红樱的《云朵
上的学校》，讲述云朵学校里的孩
子， 能跟着小鸟和青蛙学习飞翔
和游泳， 由拥有魔力的蜜儿老师
和花脸兽陪伴着去探寻河流的源
头。 这些原本在学习压力下噩梦
连连的孩子， 在主动的探索与发
现中， 不断收获知识、 自信与快
乐。沈石溪的《导盲犬迪克》，因为
相貌丑陋， 迪克出生后就被主人
遗弃，后因遇到盲童阿炯的收留，
帮助小主人穿越茫茫雪山， 历经
坎坷到昆明寻找到了亲身母亲。
作品更多地关注人和动物的情感
交糅，有爱，有恨；有亲情，有友
情；有依赖，有支撑。

更多的少儿图书是在教孩子
幸福快乐的生活。左伟的《好神奇
的小石头》，小石头一转身，就会
变成各种意想不到的颜色。 金波
的《影子人》，如果点亮一棵红蜡
烛， 那个影子人就会奇迹般地再
现。 程玮的《周末与米兰聊天》里
有音乐带来的快乐。殷健灵的《天
上的船》 有孩子对心中圣土的追
求与守护。 刘兴诗的《母亲河·长
江》 是孩子们全面了解长江的精
品科普读物。晓玲叮当的《超级笑
笑鼠：心跳历险记》，笑笑鼠带领
着队员们，乘坐“冒险号”帆船前
往大海去探险。“中国汉字听写大
会”节目组编写的《我的趣味汉字
世界》，除释义之外，注重延伸文
化趣闻故事。

此次入选的少儿图书， 有 3
种是国外作品。 艾伦·贝克尔的
《不可思议的旅程》， 用图画讲述
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历险故事。 玛
格丽特·怀兹布朗的《晚安，月
亮》，安静诗意的文字，与柔和平
静、催人欲睡的画面，共同创造了
一部完美的睡前故事书。威廉·乔
伊斯的《神奇飞书》，讲述莫里斯
先生喜欢文字，喜欢故事，也喜欢
书。 他的人生就是一本他自己写
的书， 可是一场飓风摧毁了所有
的一切，包括莫里斯写的书。

（张光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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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社会的热点，就是建设
书香社会。 然而对普通百姓来
说， 面对数量如此之大的书海，
在选书购书时常常会感到茫然。
在 4 月 23 日 “世界读书日”前
夕，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
30 多家中央媒体和网站， 向广
大读者推荐 “大众喜爱的 50 种
图书”， 倡导民众多读书、 读好
书。 现在就让浓浓书香，伴随我
们共享“世界读书日”的快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