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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一下我自己的人生书架，或者
说我的人生目录。10岁以前，对我最重
要的一本书是《新华字典》；10—20岁
对我最重要的一本书是《朦胧诗选》；
20—30岁对我最重要的一套书是长篇
历史小说《曾国藩》；30—40岁对我最
重要的是老子的《道德经》；40—50岁
对我最重要的是为学生们看的书，因为
我已经开始带研究生；50—60岁对我
最重要的书，还没有答案，我猜测有可
能是正在重读的《红楼梦》。

这份书单中的前四种，在以前的
聊天中也经常提及，但是今天想换一
个角度解读它们。
首先说《新华字典》，如果没有《新华

字典》，我们走不进浩如烟海的汉字世
界。这个答案其实有点儿像抖机灵。但
是，当我总听到有人抱怨“中国人怎么不
读书”的时候，经常会反问一句：“中国人
什么时候读过书啊？”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国家的文盲率
超过80%，相当一部分文化传承是靠爷
爷奶奶讲的故事、戏班子走街串巷的演
出、说书人的讲读。民国时期发行量很大
的报纸《大公报》，1938年的发行量也不
过七八万份，因为识字的人不多。因此，
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两个巨
大的进步：一是男女平等，二是“深抓猛
抓”的扫盲运动，连陈毅都当过扫盲委员
会的会长。20世纪60年代，汉语拼音的
大力推广，对扫盲运动起到了继续深化
的作用。

想想看，一个文盲率曾经超过80%
的民族，到现在为止，青壮年文盲率已经
低于2%，国民文盲率已经低于5%。这是
一个多么巨大的飞跃。只有当文盲越来
越少的时候，全民阅读才成为一种可能。

在河南这片土地上，能看到很多文
物。殷商时期，老祖宗把汉字刻在龟背
上，这些甲骨也是在河南安阳出土的。作
为一个中国人，不读书去哪儿感受汉字
之美？汉字是象形文字：眼睛死了就念
“盲”；心死了就念“忙”；在这片很重家庭
观念的土地上，家里有女儿，有儿子，就
凑成一个“好”字。除了中国，全世界都找
不到这样优美的表意文字。

更重要的是，汉字有其组合之美。
我经常告诉我的学生，要认真对待写
作，要有字斟句酌的“洁癖”，因为你的
每一次写作都是在“重新发明”中文。
“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短短二十个字，无一
生僻，但组合在一起，是千古名篇。这
就是读书的一个重要理由，读自己的
母语最美的内涵。
接下来，到了第二本书《朦胧诗选》。

有本书叫《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我的
十八岁给了我一个乐队和一本诗集。那
个乐队曾在1986年5月登上北京工人
体育馆的舞台，主唱崔健唱了一首《一无
所有》；那本诗集是《朦胧诗选》。一个人
年轻的时候遭遇什么，什么就有可能深

深地改变你的一生。我很庆幸我在十八岁
的时候与它们相逢，由此得到了一种全新
的人生态度，全新的价值观。

比如“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
一个人”，比如“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
却用它寻找光明”，再比如“我必须是你近
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
起……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直
到今天，这一切仍在我内心深处。年纪越
大，十八岁对我的影响越清晰。

这就是我选出这本书的道理。更重要
的是，今天我要通过自己的“十八岁之书”
反问在座的各位：你的青年时代也有这样
一本书吗？它塑造你、改变你了吗？

再来说20—30岁的《曾国藩》。1993
年，我二十五岁，开始做《东方之子》节目主
持人。在我前面，没有可模仿的对象，因为
我们是第一拨新闻主持。面对我要采访的
每一位“东方之子”，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
人自然还是困惑的：我该问什么样的问题？
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

刚做了几个月的《东方之子》主持人，
我的制片人时间（他的名字就叫时间）推荐
给我一套他自己正在读的书《曾国藩》，上
中下三卷。我断断续续用了一两个月的时
间把它读完。永远记得我将最后几十页看
完的那个下午，舍不得告别，太阳照在我当
时住的那间半地下室的墙上，光影不断变
化，直到完全落山。

那个下午为什么令我印象深刻？因为
二十五岁的我，读懂了人性之复杂，从而改
变了很多观念。我不再把人简单地分为“好
人”和“坏人”，书里的每个人似乎都是好中
有坏，坏中有好。阅读的一个重要理由，就
是读懂人性的复杂。当你真的读懂了，未来
的路就好走了。

到了我30—40岁之间……谁说男性
没有更年期？可能我的更年期来得比较早。
这个时候，所谓“小有成就”，内心却越来越
惶恐：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要去哪儿？什
么是成功？成功重要吗？成功之后又是什
么？……这些问题开始迎面袭来，而且没有
答案。我很庆幸，这个阶段我遇到了我的生
命之书《道德经》。

为什么叫生命之书？
我觉得人到了一定的岁数，一定要

有一本时常翻阅且常读常新的书。它可
以在你迷茫不已的时候，帮助你答疑解
惑；在你岁月静好的时候，提醒你未雨
绸缪。

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的生命之书可
能是《圣经》；对于阿拉伯世界的人来说，他
们的生命之书可能是《古兰经》；对于信仰
佛教的人来说，他们的生命之书也许是《心
经》《金刚经》。

我们的生命之书是什么？是《论语》？是
《红楼梦》？抑或是有些人所推崇的《厚黑
学》？都有可能。

我幸运地遇到了《道德经》，它解决了
我的很多问题并在继续解决着我的问题。
比如，当我在某些事情上“成了”，可能会产
生一种骄傲自满的情绪。可是《道德经》告

诉我：最辽阔的水域是江和海，因为它位于
低处。海纳百川嘛。于是我会突然明白，自
己应该从一种“高”的状态，回归到一个
“低”的位置。

再比如《道德经》告诉我：人活着的时
候身体是柔软的，死亡之后就僵硬了；草木
在生命旺盛的时候是鲜嫩的，一捏都能出
水儿，死亡之后就干枯了。因此，强硬是死
的信息，柔软是生的信号。懂得了这一点，
你还会像年轻气盛时那样，时时处处呈现
一种强硬的姿态吗？《道德经》之所以是“生
命之书”，因为它可以不断地给我答案。

到了40—50岁之间，我无法单独列出
某一本“生命之书”了。在这个阶段，我更多
的是陪学生看书，引领他们阅读。平时我不
给别人开书单，因为没法开。我不知道你当
下的需求是什么，困惑是什么。但是，带学
生总要开书单。也正是在这十年，为学生开
书单、领着学生看书的过程中，我越发感受
到了大学校园里的很多问题。

现在中国的阅读问题不是不读书，而
是原本该读书的人不怎么读书了，比如大
学生，甚至大学的老师；而原本“不该”读书
的人——最广泛的普通民众，在互联网的
内容普及之下开始阅读文字了，且不说阅
读的内容是什么。

我带的研究生都来自非常好的学校，
每届十一个学生，学制两年。除了每月要上
一天课之外，其余的重要学习内容就是按
照我给他们开的书单去读书、写书评、评书
评。每月至少读三本书，认真看，不能偷懒。
这些名校生经常为此叫苦不迭。我说过这
样一句话：“我怎么觉得你们是高中毕业直
接上的研究生呢？”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我
认为这些大学生在本科阶段该有的阅读训
练没有完成。

一个月读三本书就很辛苦吗？在国外，
像耶鲁、哈佛这样的大学，文科的研究生一
年不读一二百本书过不了关。英国的文科
本科教学中，每学期都有阅读周。这一周，
什么课都不上，就是按老师开的书单去读
书，下周回来就考试。大学老师，尤其是文
科老师，除了正常的课堂授课，相当重要的
教学内容就是给学生开书单，引领学生去
读书。

如果我们的老师都不怎么读书了，孩
子们怎么会读书呢？从小学读到大学乃至
读研究生，其实，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
被某种压力驱赶着读书的过程。如果一个
人在上学期间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指望
他走出校园以后开始爱读书，几乎是不可
能的事情。

大学阶段是要完成基础的阅读任务
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必读书目。就像
我跟夫人结婚后，两人打开各自的书箱一
看，几乎大半的书都是一样的，因为它们是
必读书。

在我们那个年代，不要说尼采、萨特、
叔本华等人的作品，像《傅雷家书》《美的历
程》、代表当时前沿思考的“走向未来丛书”
和“走向世界丛书”，等等，我们都是读过的。
那个时代如果不读书，想谈恋爱的可能性
都不大。一个男孩聊不了这些，哪个女孩会
理你？

最后，50—60岁期间，对我来说最重
要的书可能是《红楼梦》。大学毕业那一
年，我认真地读过一遍《红楼梦》，最近是
在重读。

关于重读，我想多谈一点感受。我在二
十五岁那年第一次读《曾国藩》，时隔二十
四年又重读了一遍，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
实：书里的大部分细节我都忘了，就像很多
人抱怨自己“看完书记不住”一样，但让我
欣慰的是，二十多年来，我已经是那本书中
所呈现的道理和价值观的践行者了。它已
经改变和塑造了我。
《红楼梦》具有同样的概念，我在重读

的时候，感受跟原来完全不同。《红楼梦》
的核心不是宝黛之恋，不是风花雪月的故
事，它的核心蕴藏在“葬花”这个细节之
中：看万紫千红开遍，转眼间，谁关心落花
流水？这是一个生命的大循环，周而复始。
红楼为什么是场梦？到了50—60岁这个
年龄，才具备了深读《红楼梦》的基底，而
且也的确要细读《红楼梦》了，这也是生命
自身的需要。

通过解读这样一份生命书单，梳理了
我自己的心灵成长之路。同时与各位年轻
的朋友分享：让自己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
有所学，有所悟，从拿得起，到放得下，再到
想得开——这是我们读书的理由。

《白鹭在冰面上站着》
雷平阳著

译林出版社

2020年11月

《财商：决定你财富人生的36堂课》

朱孝安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2020年12月

书津报 架

《童年往事》
【爱尔兰】罗迪·道伊尔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0年12月

1968年的爱尔兰小镇，10岁的帕
特里克·克拉克正在经历着成长的阵
痛，父母关系的破裂让他不得不提前面
对成人世界的残酷无情。小说碎片化
的叙事方式犹如主人公天马行空的思
绪，而爱尔兰式的幽默则与孩童的天真
无邪相映成趣。

罗迪·道伊尔通过一个10岁小
男孩的视角，探讨了成长、婚姻、家
庭等恒久的文学主题，也生动展现
了二战后爱尔兰的文化、历史、宗教
图景。小说的语言生动诙谐，同时
又细腻敏感，童年的天真与成长的
忧愁并肩而行，把少年推入了成人
复杂的世界，唤起每个读者心中对
童年的回忆。

《我渴望投入沉重：路遥年谱》
王刚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0年12月

财商教育专家朱孝安将十余年
财商研究及培训经验，浓缩为36堂精
华财商课。这是一部讲述普通人如
何实现财务自由的通俗读本，也是从
零实现财务自由的路线图。

本书正文分为七大部分，首先
从财商和经济学的相关基础知识
开始；其次重点讲述如何提升“被
动收入”，打造自己合理的资产组
合；最后是关于财商思维的培养，
以及财富的传承与发展。在正文
的前后，还分别设置了课前阅读、
相关阅读。相关的知识点也配了
图表，阅读起来更加直观。

路遥是从陕北大地上走出来的
著名作家，创作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人生》《平凡的世界》等多部有影响
力的作品。由于身患绝症，路遥于
1992年11月辞世。贾平凹说：“路遥
是一位像牛一样进行创作的作家，他
是陕西文学的英雄。”

本书以年代为主线，采用大
量一手资料，详细记载了路遥一
生的生活与创作轨迹，将新中国
文坛、陕西文坛的重要事件与重
要人物穿插其间，将路遥及其作
品置于整个新中国文艺发展的脉
络中思考。

无论被叫做香格里拉，还是勐巴
拉西，云南都是“人间天堂”的意思。
在雷平阳眼里，云南是他的文学诞生
地，是他生活的现场，更是他的桃花源
和乌有乡。这本散文集即为他的
“桃花源记”。

澜沧江、怒江、金沙江、牛栏
江，乌蒙山、哀牢山、基诺山、南糯
山，山水相依；天空、丛林、废墟，
寺庙、悬崖、墓地，人神鬼巫，共生
共荣，死生无迹。云南的山川物
候、历史文脉、民生世情转化为其
阔大的写作景深，接通了雷平阳的
无际视域。

从故宫开始爱上博物馆
芦岩

大家 书读 《去博物馆》，黄乐著、孙
艺萌绘，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年10月出版。

提到故宫，很多人的第一反应
可能是“旅游景点”，但实际上，故宫
的全称是“故宫博物院”，它更多的
功能应该是一个向大众介绍中国阶
段性历史发展进程的博物馆。

作为一个在北京学习工作生活
20年的人，对故宫仿佛有着不太一
样的情结。第一次去故宫是上世纪
80年代，年龄还小，对故宫的印象
是杂乱、无序，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太
多文物保护的意识，甚至于隐约记
得太和殿的内部我是进去过的，还
摸过龙椅两侧的仙鹤香炉。后来到
北京上大学，也曾经去过几次故宫，
但是印象都不好，端门广场两侧莫
名其妙的展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心
理阴影。不过这种情况在上一任院
长单霁翔上任之后大为改观，故宫
变得不一样了，相信去过的人都能
感受到。2020年是紫禁城建成600
周年，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
市面上出现了很多关于故宫的出版
物，其中有一本给孩子看的绘本《去
博物馆》引起了我的兴趣，其实这本
书写的不只是故宫博物院，还有另
外一个亚洲的博物馆——京都国立
博物馆，但因为这个博物馆我没去
过，就主要说说故宫吧。

拿到这本《去博物馆》第一感受
是颜色鲜艳，封面是亮黄色和故宫的
宫墙红撞色搭配，有点像宫殿的红墙
黄瓦，给孩子看的书应该就是要颜色
抢眼吧，比较容易引起小孩子的兴
趣。从目录来看内容相当丰富，将有
关故宫的方方面面，大到宫殿的设计

建造，小到皇帝的生活起居，内文中
都用可爱的插画表现了出来，绘画
非常生动有趣，配的文字也很适合
小朋友的阅读习惯，当然更适合家
长和孩子共读。书中用明确的数字
叙述了故宫的相关数据，比如故宫
的长度和宽度，以及宫殿和房屋的
具体数量，还有单霁翔院长在很多
讲座中提到的馆藏文物具体数字
1863404件/套，这些数字对于读者
直观地了解故宫提供了很大帮助。
除了常规的知识，这本书里面还

提到了一些好玩的“冷知识”，比如故
宫角楼的设计灵感是来自于蝈蝈笼，
乾清宫的“正大光明”匾额只有在冬
至那天的中午十二点才能反射到太
阳光，网红“延禧宫”其实是一座被烧
毁的烂尾楼，虽然没有烟道但是故宫
有巧妙的方法取暖等等，很多很多有
趣的知识，相信看完这本书，哪怕是
成人，你的知识库也能比身边的小伙
伴提高一个层级。书里还提到了故
宫的萌物“御猫”，它们悠闲自在地生
活在宫里，故宫的工作人员会定时定
点地投喂，还给这些可爱的小家伙取
了名字，它们不只可爱，还承担了故
宫的保卫任务——驱鼠，因为故宫
是木结构的古建筑，最怕老鼠的啃
咬，每当夜幕降临，这些“御猫”就化
身为威武的“大内喵探”，能对老鼠
起到震慑作用。
书中附赠了一本特别的小册子，

叫做“去博物馆打卡护照”，期待拿到
书的家长和小读者能随身携带这个
小册子，开启你的故宫奇幻之旅。

这里藏着一个永恒的童年
王蔚

《煤城里奔跑的童年》，
安若水著，长春出版社
2020年1月出版。

童年很容易被忽略，但许多人回
首童年的时候，却发现一生中唯独这
段时空有着最值得留恋的生命色彩。

有的人甚至用一整本书来讲
述童年，讲述那一段本真岁月里的
点点滴滴。

放下安若水的《煤城里奔跑的
童年》，我脑海中仍然奔跑着她笔下
的安格、小霞、叶波、雨生、大鹏……

在这样一个物质汹涌又快速多
变的时代，那个过去时代闭塞的矿
区中，那一排排简陋平房的生活小
区，那种衣食贫乏、住处狭小的生
活，却似乎满含了别样的魅力。

主人公女孩安格要上小学了，
那是今天的孩子难以想象的、需要
自带板凳去上学的生活，然而却是
“太阳当空照”的幸福日子。

为了上学而兴奋，为了新结识
的同伴而快乐，为了有一个意料之
外的男老师而觉得幸福，似乎所有
的事情都能够成为快乐的理由，这
是童年才拥有的能力，也的确值得
成年人回味无穷。
孩子的精神能量天然向上，孩子从

不追求快乐，因为孩子本身就是快乐，即
便在那样朴素的年月，匮乏的物质生活
也不能压倒孩子与生俱来的快乐。
虽然物质贫乏，童心却一点都不

贫乏，不仅不贫乏，而且洋溢着满满的
正能量，在一个人们并不觉得美好的
时代，童心仍能传达出真正的美好。

手上画个手表就是天大的乐
趣。小小的折纸游戏能玩一整天，
“‘东南西北’很好玩”……

往深处想去，人生确实有些颠倒，
人们为了追求美好而拼命教育孩子，
希望他们将来拥有幸福，而实际上童
年已是最完美的状态:快乐，友爱，信
任，不懂攀比嫉妒，不知人间丑恶，那
才是最能感受幸福的一段人生。

矿区的人们住在一起，邻里相
熟，走动频繁，互相帮衬，人情味浓
厚，这样的环境里，孩子们拥有较充
分的安全感和生活参与感，与当代
孩子的孤独寂寞形成很大的反差。
那时的主人公安格永远是乐观有
爱，满怀热情地与同伴们相处，对生
活的参与度很高。

作家以最落地的语言，表达了
人之初的鲜活美好，奇妙感，好奇
心，敢于尝试，敢于冒险，永远向上
的正能量，开放而乐于表达的飞扬
欢快的童心，那是成人世界再也无
法企及的失落的天堂。

孩子的简单语言，又带着成人
世事沧桑后的沉淀，讲述童年平静
而不动声色，真实朴实又别含意
蕴。即使讲到磨难痛苦，也仍然没
有更多的渲染与评说，所有的一切，
哪怕是开头与结尾的伤感与怀念，
也都归于一份世事历练后的平淡，
却耐人寻味咀嚼。

这是一本成年人的童年书，倾
情回归童年，咀嚼人生滋味，从童年
纯真的眼神看过来，以成年沧桑的
目光望回去。

煤城里奔跑的童年，每每闪现
出来，也带着长久的生命力，活在读
者心中。

分享 读悦

哪怕全世界背过身去
书依然平等待你

推荐理由：本书精选白岩松、周国
平、刘震云、马未都、陈鲁豫、武志红、李
昌钰等国内一线文化思想名家的演讲实
录，聚焦求学、择业、责任、情感、心理等
与青年人密切相关的主题，分享各自的
成长经历与生命感悟，是一部面向当代
青年的优质人生指南。内容极富感召力
和传播性。

摘自《对白：让我们和更好的你聊
聊》，白岩松等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
年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