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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书 虫 记

大 家 谈

一 得 录

每周书单

TIANTIAN

高尔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正
是这些浩如烟海的书籍，给了人们知识和勇
气，赋予了人们智慧和果敢，并引领大众告
别无知和愚昧，一步步走向高尚之境。

从牙牙学语，人类就与书本开始结缘。
孩提时代，我们关注一本书，往往看重的是
奇异的颜色，新颖的构图，艳丽的画面。沉
浸在五彩斑斓的色调里，总觉得一切都很新
鲜；对整个世界的看法，也大多停留在肤浅
的表象认识上。待年纪稍长，因为有了老师
的教导，家长的规劝，加之心智的逐步成熟，
彼时读书，渐渐就学会了由表入里，深入事
物肌理，开始探求起它的一些因果本源来。
而当我们离别校门，迈入社会这所“大学”之
后，因为对现实人生，对世事情移，对文明道
德，有了一些深入的了解，进而对读书本身，
便有了更加深切的认识。于是，那种“一日
可以无肉，但绝不可无书”的感觉，便常常开

始萦绕在每一个好读书者的心头，促使这些
求知者，迫切地想通过一扇扇“书窗”，去一
窥世界的丰饶与美丽。而一旦心中有了这
种渴望读书的执念，则再难的书，一时之间
再难理解的概念，终究也会被我们这些好读
书者，想尽各种办法去攻克，并最终寻求到
理想的答案。

由是观之，读书不仅是求知的过程，还
能在天长日久的精神濡染中，给人以教益，
左右着一个人的思维，进而影响到我们对人
生的诸多看法。一个把读书当成是摆设，当
成是装点门面的人，在看书过程中必然是浮
光掠影，浅尝辄止的，而其对人生的理解，也
必然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很难谈得上
深刻。相反，把读书当成是增进学识、提高
修为的一种有效手段的人，一定会利用一切
宝贵的时间，见缝插针似地学习和读书。而
且，他们读书的目的，也绝不会是为了显摆，

更不会为了功利，带着一颗浮躁的心去读。
而是带着问题，带着不倦的思考，求证似地
去读每一本书。有了这种钻研精神，可以想
见，他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包括对人生的
洞见，都比那些不读书或蜻蜓点水似的伪读
书者，思想来得更加深邃。

从这个意义上说，读书的过程，实则就
是在心智和思想上不断充实和完善的过
程。获取知识，积累经验，增长智慧的同时，
脉脉书香也在陶冶着我们的情操，让人生修
为日益变得饱满丰盈。而要进入这种至高
的境界，需要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要像蜜蜂采
蜜一样，眼睛绝不能只盯在一处。只要是人
类高尚的精神产品，是自己能够接受范围之
内的书，都可拿来一读。正如培根所言：“读
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
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你会发

现，有了书的浸染，当我们在人生路途中遇
到坎坷波折时，不知不觉就会拿书本中的知
识和智慧，去解决这些前行中的问题，从而
摆脱困境，轻松前行。彼时，前人们的告诫，
思想上的导引，往往能帮助我们少走许多弯
路，让人一步步走向成功。而一个装满了思
想和智慧的大脑，则常常能指导芸芸众生在
人生的紧要处，把握好方向，走好脚下的每
一步，最终使我们的人生大道越走越宽广，
越走越亮丽。

读书，为我们的人生设计打下了良好的
基础，但并不是只要好读书，世上的难题和
疑问都能变得迎刃而解。关键是，每一个读
书人还得学会用心思考。只有学中思，思中
学，才是一种高质量、有品位的读书，才能告
别食而不化、生搬硬套的弊端，在火热的现
实生活中，擎起知识的火把，点亮生活，用智
慧去温暖我们的平凡人生。

58.7 万家农家书屋遍布各地、覆盖了
全国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累计配送图书
超过 12 亿册……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文
化惠民工程，农家书屋把知识送到了农民
群众身边。推动精准扶贫、助力乡村振
兴，农家书屋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记者
走访发现，随着各地逐步完善拓展农家书
屋的服务功能，农家书屋不仅是让农民汲
取文化养分的“知识大本营”，也成了农民
掌握先进技能、树立脱贫致富信心的“精
神加油站”。（据新华社）

58.7万家农家书屋、累计配送图书超过
12亿册……这样的数字已经足以证明了这
项公共文化惠民工程的成功。数据显示，农
家书屋工程自 2005 年开始试点、2007 年全

面推开以来，农民人均图书拥有量从工程实
施前的0.13册到如今的2.17册，增长了近20
倍。农家书屋工程“送书下乡”，为广大农村
地区、广大农民朋友源源不断输送文化养
分，对民众精神文化需求进行充分供给，取
得了显著成效。让乡村振兴有了更多文化
力量的“加持”。

相比于其他的民生工程，农家书屋工程
带来的改变并不是“立竿见影”的。但让人
们能够汲取文化养分，与让人们“吃饱饭”同
等重要。一方面，农家书屋是在培育乡村阅
读文化，有助于丰富基层民众的精神文化生
活，让农家书屋成为农村的“精神家园”；另
一方面，农家书屋工程也有利于开启民智，
能够转化为推动基层民众脱贫致富、创业创

新的内在动力。
推进农家书屋工程，并非一帆风顺，

也遭遇了一些困难。建立初期，一些农家
书屋面临书籍陈旧、农民热情不高的窘
境。对此，各地以农家书屋为载体，开展
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相关部门也开始
重视“文化精准投放”，如推出农民自主选
书模式、精准选配适合农民阅读的图书
……让农家书屋更接地气，更受农民欢
迎。就像“精准扶贫”一样，“文化养分”也
要分受众，要做到“精准投放”，才能更好
发挥“精神加油站”的作用。

农民书屋并没有满足于做传统的“实
体书屋”，而是与时俱进，通过数字化建设
迈向“云端”。如有地方推出“农家书屋+

电商”服务站，将电商请进农家书屋，不仅
让农家书屋成为农村“文化输入”的“基
地”，也能让农家书屋成为“农产品输出”
的纽带，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重要“港
口”。

农家书屋越来越成了满足农民精神
文化生活的“精神支点”，成了撬动农村发
展的“新支点”。遍布广大农村地区的农
家书屋是越烧越旺的“精神篝火”“文化篝
火”，点亮了新农村发展之路。这样的“精
神篝火”“文化篝火”不能熄灭，而要越烧
越旺、越点越亮。这就需要持续深入推进
农家书屋工程建设，久久为功，持之以恒，
让农家书屋成为引领乡村振兴的“引路明
灯”、精神引擎。

我是一个十足的“书虫”。从小到大，最
喜欢的事就是找个安静的角落看书。拿起
一本有意思的书，经常是非得一口气读完才
心满意足。书，是我最好的朋友；读书，是我
最美的遇见。

对书的喜爱源于父亲的“古经”。“古经”
就是故事，讲故事我们那地方叫说“古经”。
小时候，家里经济困难，大人们常常白天地
里干活，晚上还要编草辫补贴家用。夜晚来
临，一盏昏黄的煤油灯下，一家人坐在土炕
上编草辫的情景填满了我童年的记忆。父
亲上过高中，看过很多书，知道很多“古
经”。每当这个时候，我总嚷着他说“古经”，
听了一个还想听，没完没了地缠着父亲。那
无数个令人沉醉的夜晚，父亲的“古经”在我

幼小的心中埋下了读书的种子。
那时候，课外书是极少见的，偶尔一本

小人书需要排好长时间才能看上。上了初
中才零零星星能借到一两本故事书。每借
到书，我总是欣喜若狂，那真是比吃一顿肉
还要高兴。母亲不允许我看“闲书”，她不识
字，但可以从书的新旧与薄厚上分辨出来。
我只好把那些书夹在课本中，或者直接包个
新书皮看，但很快都被母亲识破了。后来，
我终于找到一个绝佳的看书去处——院子
背后一孔破旧的窑洞。窑洞低矮，用来装冬
天烧炕用的“填炕”，就是一些枯枝败叶和晒
干的驴粪。往后每借到书，我就躲进窑洞，
坐在“填炕”上偷偷地看。那真是妙不可言
的时光。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就是坐在一孔

窑洞里的“填炕”上，通过手中的书了解着窑
洞外面的世界。

初中毕业，我到离家很远的县城上高
中，一年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没有母亲的
监管，终于可以由着自己的喜好看书了。我
是租书店的常客，每到周末，我和同样喜好
看书的同学相约去租书店租书。挑了书，往
往就是一个通宵，看完自己租的书，再交换
着看，用租一本书的钱看两本书。每一学期
我总从父母给的生活费中挤出一点买几
本。在艰难和枯燥的岁月里，那些旧书充实
了我，丰富了我，逐渐完善了我的人生坐标。

上了大学，再不会为没有书读而发愁。
学校图书馆的书浩瀚如海，汗牛充栋，而且
可以免费阅读。对我来说，是天上掉下了馅

饼。只要没有课，我总去图书馆，整日和书
厮磨。从中国的到外国的，从古代的到近现
代的，从一个作者到另一个作者，一本本读
过去，读书笔记写了好几本，为自己积累了
无价的精神财富。

大学毕业后，我到农村做了一名教师。
很庆幸又回到了校园。校园远离喧嚣，没有
那么多繁琐的事务和种种应酬，在教学之
余，可以继续静心地读书。对一个爱读书的
人而言，这是特别幸福的事。曾看到这样一
段话：“在黑夜里，书是烛火；在孤独中，书是
朋友；在喧嚣中，书使人沉静；在困慵时，书
给人激情。读书使平淡的生活波涛起伏，读
书也使灰暗的人生荧光四溢。”这话真是说
在了我的心坎上。

伟大的作品如何伟大，其实很多名家
都说过，因为作品“经得起一再重读”。作
家毕飞宇的《小说课（增订版）》，带领读者
重新走进经典，用经典抚慰浮躁的心灵。

在小说界，毕飞宇是个能写也能教写
作课的创意大师。书中所谈论的小说，皆
为古今中外名著经典，既有《聊斋志异》《水
浒传》《红楼梦》，也有海明威、奈保尔、哈代
乃至霍金等人的作品。毕飞宇有意识地避
免了学院派的读法，而是用极具代入感的
语调，向我们传达每一部小说的魅力，将他
阅读过程中体会到的那些欣喜、感动、惊讶
甚至战栗与人分享。书中，悉数听过熙凤
的笑语、黛玉的哭声，分析林冲是怎样一环
扣一环被逼夜奔的，跟鲁迅回到他的“故
乡”。视角新颖，再加上幽默风趣的表达方
式，引人入胜。

毕飞宇扮演了一位专心致志的读者，
同时也没有忘记自己作为小说家的身份。
因为这种双重身份，他面对人类历史上的
那些经典作品时，往往独具慧眼。读蒲松
龄的《促织》时，他说：“作为一个伟大的小
说家，蒲松龄在极其有限的1700个字里铸
就了《红楼梦》一般的史诗品格。读《促
织》，犹如看苍山绵延，犹如听波涛汹涌。”
读《红楼梦》时，他认为：“小说比逻辑要广
阔得多，小说可以是逻辑的，可以是不逻辑
的，甚至可以是反逻辑的。曹雪芹就是这
样，在许多地方，《红楼梦》就非常反逻辑。
所谓‘真事隐去、假语存焉’就是这个道

理。”
毕飞宇认为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

基础体温。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文学
中，基础体温最高的是巴金，鲁迅的基础
体温已经非常低了，但基础体温最低的是
张爱玲。“如果张爱玲还活着，我一定不会
靠近她，我会拒绝跟她握手，我受不了张
爱玲的冷。”不过，他格外喜欢鲁迅。谈及
原因，他觉得鲁迅的温度太冷了，但是鲁
迅的幽默恰好中和了他的冷。“如果鲁迅
没有他的幽默，他作品的文化价值永远不
会打折扣，但是美学价值会打折扣，因为
鲁迅的幽默，所以它冲淡了鲁迅先生的这
种冷。”

在引导读者阅读时，毕飞宇更多地注
意细微处的落实。因为小说是一个字一个
字地组装起来的，每个字都需要作家去
写。毕飞宇和许多作家聊过小说，他发现
了一个共同的特征，越是好的作家聊的问
题越小，越具体。比如，他分析林冲，以

“雪”“风”“石头”三个因素，层层堆积，环环
相扣。有雪，压倒草料场救了林冲的命；有
风，陷害林冲之人等待的天时，它必将让草
料场付之一炬；有石头，正是这个费劲描写
的石头，让林冲知晓了门外人的阴谋。这
些细小的地方，组织起了小说内部强劲的
逻辑连接，推动着林冲，使其步步行动成为
必然。读之，令人深思不已。

毕飞宇读小说，直言自己就像反刍的
牛，热衷品尝每根草的滋味。这份幸福感

洋溢在他的字里行间，他读到汪曾祺的《受
戒》时，臣服于大家的分寸感：“小说的分寸
感极其不好把握，它同样需要作家的直
觉。可以说，汪曾祺其实是怀着一腔的少
年心甚至是童心来写这一段文字的，这一
段文字充满了童趣，近乎透明了。透明总
是轻盈的，这才轻逸，这才唯美。”所以，他
说阅读最大的好处，就是帮助一个人建立
美学标准，这会引领整个人用这个标准去
写诗与写信、做事与做人，达到“腹有诗书
气自华”的境界。

作家上小说课，一般人会认为是教学
生写小说。但是，毕飞宇大量谈的是阅
读。他抛开分析“时代背景”“段落大意”

“中心思想”，直接进入作品的内部。他认
为自己受到金圣叹的启发。“金圣叹的点评
好看，因为他是由内向外写，告诉你作家为
什么要这么写。小说都是从内部写起的，
谁会先定好主题思想之类再去写呢？那就
写不出来了。作家的思想不是用针管注射
到身体里去的，而是从作家身体内部，像出
汗那样，自然流淌出来的。”所以，他毫不掩
饰自己对阅读的热爱甚至依赖：“我的人生
极度苍白，我是依仗着阅读和写作才弄明
白一些事情的。”

毕飞宇的《小说课》，写出了很多小说
的“言外之意”。他在普通读者与经典名著
之间搭起了一座文化的桥梁，让我们重拾
阅读的美好与感动。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
社

作者：老舍
推荐书店：兴义市辞林书店
这是一部中国现代长篇小

说经典名著，是老舍先生的代表
作之一。小说在卢沟桥事变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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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
讴歌、弘扬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
国主义精神和坚贞高尚的民族
气节，史诗般地展现了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做出的杰出贡献，气
度恢弘，可歌可泣。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许倬云
推荐书店：兴义市辞林书店
在世界文明存在与变化的

剧烈大潮之中，中国如何自处，
如何看待自身的历史与文化？
中国从何处来，中国文化从何处
来，又要向何处去？这本《万古
江河》即心怀中国文化的著名史
家许倬云先生交出的一份答卷，
也是为今天中国人撰写的历史，
为中国文化的成长发展作的一
部传记。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作者：王永均
推荐书店：兴义市辞林书店

《黄埔军校名将传》对国共
两党出身黄埔军校（包括分校）
的教职员和前六期学生的三百
多著名将领分别列传，较为详尽
地介绍他们的生平事迹、重大活
动和战斗历程，是一部关于黄埔
军校名将的大型传记。该书根
据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的原则，
对国共两党黄埔名将在历史上
的作用、地位和功过是非，都作
了客观公正的叙述，如对国民党
将领，既写了“围剿”工农红军和
参加第三次国内战争与解放军
作战的事实，也记述了他们在东

征、北伐和抗日战争中为国家和
民族所立的战功。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西蒙·蒙蒂菲奥里
推荐书店：兴义市辞林书店
耶路撒冷的历史是整个世

界的历史。《耶路撒冷三千年》在
国内畅销多年，一问世即获颁

“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收获
众多媒体和专业机构评选的“年
度好书”“年度影响力图书”等赞
誉，并在当当月度和年度榜单中
名列前茅。全新增订版则在此
基础上新增第54章《21世纪》等
3万字内容、30张彩色插图，同时
还有作者致中国读者的信。在
新增部分内容的同时，将大部头
做“小”，由原来的精装 16 开改
为平装32开，采用轻型纸，根据

作者的意见将内容分为四册，提
供轻松、便携的阅读体验。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朱光潜
推荐书店：兴义市辞林书店

《西方美学史》首次出版于
1963年，是中国学者撰写的首部
美学史著作，代表了迄今为止中
国研究西方美学思想的水平，具
有开创性的学术价值。一部美
学史并不只是纯粹美学理论的
历史，而且还是人类心灵自我展
现的历史。本书主要由三个部
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古希腊罗马
时期到文艺复兴；第二部分是
17、18 世纪和启蒙运动；第三部
分是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

《万古江河》

《黄埔军校名将传》

《耶路撒冷三千年》

《西方美学史》

《四世同堂》

用经典抚慰浮躁的心灵

书 名：《小说课》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 者：毕飞宇
推 荐：古滕客

最美遇见是读书
刘贵锋

读书与人生
刘昌宇

让农家书屋成撬动农村发展“新支点”
戴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