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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带着三文鱼旅行》

【意】翁贝托·埃科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2年3月

《我的红白人生：温格自传》

【法】阿尔塞纳·温格著

金城出版社

2022年2月

《心理健身房》

【加】克里斯蒂娜·希伯特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年4月

这是一部妙趣横生的

非典型生活指南，告诉我们

如何度过有意义的假期，如

何带着三文鱼旅行，如何避

免谈论足球，如何在美国坐

火车，如何谈论动物，甚至，

如何成为马耳他骑士……

戏谑、挑衅、幽默，是深刻与

世俗不可思议的结合。

本次新版《如何带着三

文鱼旅行》，全新收录《如何变

得受人欢迎》《如何惩罚散布

垃圾邮件的人》《如何在媒体

的纷乱中生存》等十篇篇目。

温格是享誉全球、引领

足球革命的大师级人物。他

掌舵阿森纳长达22年，三次

率队赢得英超冠军，打造了

阿森纳队“不可战胜”的

2003/2004赛季，并连续49

场未尝败绩，至今还保持着

英足总杯夺冠纪录。

在2018年离开阿森纳

之后，69岁的温格开始梳理

自己的职业生涯，用两年的时

间沉淀，写了这部自传《我的

红白人生》。在整个职业生涯

里，这位备受爱戴的足球教练

身上环绕着神秘的魅力；他在

书中详述了自己的璀璨人生

和绿茵生涯，追忆带领阿森纳

走向空前之荣光的生动故事，

还将他在球场内外取得的宝

贵经验一一分享。

传统健身房能让我们身

材更美好，身体更健康。心

理健身房对我们有哪些好

处？它可以改善情绪、管理

压力、提升认知能力、改进人

际关系。

临床心理学家克里斯蒂

娜·希伯特博士，根据自身经

验，立足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

研究成果，依托大量真实案例，

从认知层、心理层、实施层三大

方面介绍了8个关于如何通过

锻炼改善心理健康的要诀，让

你明确锻炼价值，做好锻炼准

备，制订锻炼计划，养成锻炼习

惯，收获健康的身心状态。书

中介绍了各种有益于心理健康

的知识、技能和工具，并将扎实

的专业研究与易于操作的步骤

和练习相结合，充满了科学性

和实用性，使读者能够快速融

会贯通、学以致用。

祖国的骄傲 民族的自豪
王建蒙

推荐理由：本书讲述的是

自2000年至今，获得国家科学

技术奖的35位科学家的杰出

成就和精彩人生故事。他们

尽管从事的专业不同、人生经

历不同，但都取得了中国各个

领域卓越的科学发明与创

造。他们是国之栋梁。编者

选取他们的闪光故事，从这些

科学家的故事中感受他们名

震世界的科学成就和人格魅

力，使广大读者得到人生启

迪，激发崇尚科学、热爱科学

的精神。

《勇攀巅峰——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的故事》，王建蒙主编，人民出版社2022年1月出版。
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中

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
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
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
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
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
时代更需要继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
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继续发
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2022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勇攀巅峰——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的故事》一书。

一、第一本完整讲述35位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故事的图书

自2000年至今，中国共有35位科学
家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本书对获
奖科学家的排序均按照获奖年度顺序依
次排列，他们是：中国数学机械化研究创
始人吴文俊，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开创者
袁隆平，中国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创始
人王选，中国固体物理学和半导体物理
学的奠基人黄昆，中国巨型计算机事业
开拓者金怡濂，中国地球环境与地质学
家刘东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创者王
永志，中国现代气象学的主要奠基人叶
笃正，中国肝胆外科奠基人吴孟超，中国
遗传学与小麦育种学家李振声，中国炼
油催化应用科学奠基人闵恩泽，中国植
物的“活词典”吴征镒，中国神经外科事
业开拓者和创始人王忠诚，创造了中国
稀土传奇的化学家徐光宪，享有国际盛
誉的数学家谷超豪，航天技术与航天战
略科学家孙家栋，中国高温合金学科奠
基人师昌绪，享有“白血病的克星”盛誉
的内科血液学科学家王振义，粒子加速
器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谢家麟，人居环
境科学创建者吴良镛，物理学家、力学
家、爆炸力学专家郑哲敏，雷达工程专
家、中国现代预警机事业开拓者和奠基
人王小谟，我国高能化学激光、分子反应
动力学开拓者和奠基人张存浩，我国核
武器发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程开甲，领
军我国核武器、氢弹研究的核物理学家
于敏，我国高温超导研究的奠基人赵忠
贤，中国获诺贝尔奖的药学家屠呦呦，中
国火药、炸药军民融合道路开拓者王泽
山，中国生物医学领域战略科学家侯云
德，我国对海探测新体制雷达理论奠基

人和跨越发展引领者刘永坦，我国著名防
护工程与军事工程科学家钱七虎，中国核
潜艇事业开拓者和奠基人黄旭华，国际数
值天气预报奠基人、大气科学家曾庆存，新
中国飞机设计事业主要奠基人顾诵芬，国
际著名核能科学家、教育家王大中。

书中从以上35位科学家的学科冠
名可以看出，尽管每位科学家从事的专
业不同、人生经历不同，但他们倾其一生
创造了中国各个领域最卓越的科学发明
与创造，他们获得的成果，代表着中国科
技的最高水平，他们是当之无愧登上科
技巅峰的科学家。

这本书是截至目前第一本图文并茂、
通俗易懂、全面完整讲述历届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获得者故事的图书。通过阅读
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可以清晰地看到朴
实做人、扎实做事，一生坚忍不拔，顽强追
求，不懈拼搏与奋斗是他们的共同点，科
学家对社会发展、为人类的进步作出了巨
大的贡献，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

二、通过感人的故事宣讲科学家精神

当我手捧这本书时，内心既兴奋又
震撼。要说兴奋，能把我国最顶尖的科
学家故事推送给读者，为促进全民学习
科学家精神令人兴奋；要说震撼，在编写
这些科学家的文章时，常常被他们的精
神和不顾个人安危以及战胜疾病的生动
故事所震撼。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国家勋章获得
者孙家栋，他一生追星逐月布北斗，在83
岁暮年，为了月球探测工程、北斗导航卫
星工程，竟然9个月内7次进出西昌卫星
发射中心。在他担任北斗导航卫星工程
总设计师的18年中，陈旧性腰肌劳损屡屡
犯病，剧烈的疼痛常常让他步履艰难，每
当他过度劳累，大脑供血不足会让他突然
头晕目眩。有一段时间，孙家栋的皮肤瘙
痒症令他不思饮食、夜不能寐，在医院使
用激素刚刚控制了病情，听到卫星发射遇
到问题，不顾医生和秘书的劝说，几次都
是拔掉输液针头赶往机场飞向现场。

被称为在生命禁区探索万颅之魂的
王忠诚，一生精益求精完成了逾万台开颅
手术，这种开颅手术被百姓俗称在人的脑
壳上“开瓢”，手术的每一次出刀，都如同
在纤细的钢丝上行走。一台“开瓢”手术
少则几小时，但经常都是十几小时，连年
站立手术台使王忠诚下肢循环出现了问
题，做完手术后，他的双脚和小腿肿胀得
像穿了双“紫袜子”，着实让人心疼。这时
他会淡然一笑：“作为医生，不仅要技术精
湛，更要有高尚的医德。我们做手术是为
了挽救患者的生命，解除病人的痛苦，这
样大夫才能够有耐心完成好手术。”王忠
诚对患者的仁心，都源于他不计代价和回
报的钻研，将所得的学问回馈给病人，拯
救更多患者生命。这份大爱，使他一次次
登上了神经外科的新高峰。

中国炼油催化应用科学的奠基人、
石油化工技术自主创新的先行者闵恩
泽，为我国石油炼制催化剂奠定了基础，
成功打破了炼油催化剂领域国外的技术
封锁，实现了我国炼油催化剂的自给，解
决了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的急需，在国
内外石油化工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
40岁时肺部被病魔侵蚀，被无情地夺去
了两个肺叶和一根肋骨后，仍然顽强地
在祖国石油催化剂研究中奋战了五十多
年，他乐观向上，奇迹般地高质量工作到
了92岁，他“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挺身而
立，燃烧自己，照亮能源产业！把创新当
成快乐，让混沌变得清澈，他为中国制造
了催化剂。点石成金，引领变化，永不失
活，他是中国科学的催化剂”！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时代楷模”刘永坦，他是我国对海探测
新体制雷达理论和技术奠基人，他致力
于我国对海远程预警技术研究和装备发
展，率先在国内开展新体制雷达研究，带
领团队成功建成了我国首部具有全天
时、全天候、远距离探测功能的对海新体
制雷达，为祖国万里海疆筑牢一道坚实
的“海防长城”。40年磨一剑，2011年一

把看不见的利剑出鞘，中国全天时、全天
候、远距离探测能力的新体制雷达研制
成功了，而且比国际最先进的同类雷达
规模更小、作用距离更远、精度更高，造
价更低。而刘永坦淡定地说：“这份荣誉
不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这个伟大时代
所有爱国奉献的知识分子。”刘永坦与夫
人冯秉瑞教授一生衣着简单、生活俭朴，
获得800万元平生最大一笔奖金后，一分
不留全部捐献给了学校。

以上仅是抽出几位科学家的片段，
在这本书里，其实35位科学家每人都有
这样感人至深的故事。榜样的力量是无
穷的，35位科学家是全民的榜样，他们
是祖国的骄傲、民族的自豪。

三、要感动读者先要感动自己

本书中的35位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虽然研究领域不同，但有一些共同
的特点。他们自幼聪颖好学，家庭出身
不论贫富，都从小就刻苦勤奋；他们具有
强烈的爱国心、正义感；他们有骨气、有
志气，把科学技术作为一生锲而不舍的
追求，几十年如一日，一生只做一件事，
而这件事必将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该领
域的科技巅峰；他们谦虚谨慎、团结协
作，桃李满天下，为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
代顶尖的高科技人才队伍。

科技兴则国家兴，创新强则民族
强。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科技发
展波澜壮阔、成就辉煌。一代又一代科
技工作者怀爱国情、秉报国志，艰苦奋
斗、开拓创新，取得一项又一项重大科研
成果。这35位获奖者是中国最杰出的
科学家，他们的研究领域瞄准的是国际
科学技术最前沿，解决的是国家经济发
展和国防建设急需的关键技术，他们的
创新性思维、勇闯学术禁区和实现技术
跨越取得的科研成果是人类智慧的结
晶，不仅为祖国作出的卓越贡献和满足
了国家战略和人民生活的需求，而且是
对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
“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
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
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
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
精神”构成了科学家精神的主要内涵，既
是本书力求以故事形式大力弘扬科学家
的崇高精神，也是我们编撰这本书的踔
厉奋发和感悟。

力津报 荐

书界 讯资

描摹“80后”的现实处境与精神成长
商晓艺

西南联大建校85周年将至，首
次整合西南联大著名教授讲义与文
章的《西南联大通识课》由天地出版
社出版上市。这套图书共5册，分别
从文学、历史、哲学、诗词、文化的角
度呈现西南联大通识教育的面貌，重
现深刻影响过汪曾祺、邓稼先等大师
的国人必修课。

本套图书力图通过在西南联大
担任过教授的15位大师的优质文
章，从多个角度呈现西南联大通识课
的面貌，并展现西南联大的学术风
采，以及朱自清、冯友兰、陈寅恪等诸
位大师的教学风格和人格修养。这
些文章都是大师们在各自擅长领域
所写下的，从中不但能看到大师们对
于学问的认真，对于教育的坚持，还
可以在这些文字后面看到大师们在
时代剧变中始终屹立不倒的身影。

一场思想文化的盛宴

西南联大被称为“教育史上的
珠穆朗玛峰”“教育史上的传奇”，8

年时间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得主、5
位中国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8位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0多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
士。西南联大除了培养出大批国家
需要的人才，还为抗战期间的中国
提供了精神支持和行动支援，也实
现了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

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
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
之谓也。”而西南联大能取得诸多成就，
也主要在于西南联大有数百位大师云
集，可说是“诸子百家之后，又一场思想
文化的盛宴”。这些大师具有开拓性和
前瞻性的通识课为学生打造出向上攀
登的云梯。《西南联大通识课》便是在这
种背景下诞生。这套书以西南联大通
识课堂中高质量的文章及讲义为基础，
辅以精心的编排及勘误，重现70余年
前西南联大多位大师的风采。

通识课中的中国人精神与文化

《西南联大通识课》系列图书

此前已出版《西南联大文学课》
《西南联大国史课》《西南联大哲
学课》。《西南联大诗词课》《西南
联大文化课》为近期推出新作。

西南联大有众多擅讲诗词的名
家，如闻一多、浦江清，《西南联大诗词
课》中收录了他们的诗词讲解或研究成
果，通过讲解不同的诗人和作品，来将
诗词中所蕴含的中国人的文化和精神
挖掘出来，既展现诗词的魅力，也展现
中国人精神与文化的魅力。西南联大
存在的宗旨本就是“以民族文化为主
体，融汇古今、中西文化而重建现代中
国文化”，而《西南联大文化课》也是以
这一点为基础，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
概述文化，全面解析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人的精神与文化体现在保
存文化火种的西南联大中，也体现在
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中。《西南联大
通识课》的出版，是对西南联大所承
载的历史意义的赞扬与弘扬，也是对
中国人精神与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2000年，中文系新生李晓东
和徐冉在去往大学的火车上初
遇，小小的冲突后，彼此的印象
都堪称不佳。他和她都没想到，
这是一场漫长的缠绵抑或纠缠
的开端。传道、授业、解惑……
大学里道理分明的为人处世，在
象牙塔外却陷入重围。《伤逝》中
涓生和子君的悲剧，难道真会以
另一种形式，在新世纪上演？家
乡、省城、北京……人生轨迹的
迂回曲折，无非是寻觅一方安居
之地。总要等到奔波疲累后，才蓦然发现：
此心安处，即是吾乡。

茅盾文学奖得主梁晓声在年初《人世间》
爆火之后，再推现实主义长篇新作，聚焦时代
更迭之际青年人的彷徨与坚守。亲情、爱情、
友情，理想、现实、前路……沉浮间，当执否？
如何执？

擅写大历史大变革的梁晓声，这次将
目光对准了“80后”大学生这一群体，以自
身在大学执教过程中与学生接触的所见所

闻为基础，讲述他们的理想和奋斗，也
倾诉他们的苦闷与困惑，探寻自身成
长与成就事业之路。

选中人生之侣，即是选定命运。小
说中的这对主人公毕业后和所有同学一
样面临着留在家乡小城市发展还是选择
进入大都市打拼的抉择。北京城居不易，
两人不得不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和工作挫
折的诸多挑战，在职业理想和人生规划之
间努力寻找着可能之路……这是一部直
面现实、饱含人文情怀的长篇扎实力作，
不回避生活中的难题，也努力寻找出路。

相信不少在大城市打拼的青年群体会有共鸣。
已经年逾七十的梁晓声向自己发出莫大挑

战：设身为一名“80后”小城青年，以第一人称写
其大学生活、恋爱、友情、闯荡北京、一次次成败
得失……作者与主人公在年龄上的代际鸿沟是
不可避免的，但小说重在表现作者的诸多社会、
文化思考，以及对于当代青年在理想与现实冲
突时所作取舍的理解：某种虚幻的理想一如虚
荣，毅然放下回归现实，于平凡的工作、生活中发
掘生命的价值，实则更有意义。

分享 读悦

重睹西南联大名师风采
刘健

《西南联大通识课全5册》，朱自清等著，天地出版

社2021年12月出版。
《中文桃李》，梁晓声著，作家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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