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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特刊·

（上接第15版）

64.《妈妈课》智光著 孙赟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面对父母， 尤其是妈妈教育孩子遇到的种种

现实困惑， 智光直指人心洞彻世事， 将精妙的智
慧完美地融入到日常的家庭教育中， 提出令人耳
目一新的家教理念和原则， 给出许多简单而又切
实可行的操作技巧。 告诉父母如何正确有效地和
孩子沟通， 让妈妈智慧地对待孩子的微妙需求。

65.《圆了彩虹———吴冠中传》 翟墨著 南京
大学出版社

翟墨是国画大师吴冠中唯一首肯的传记作者。
本书遵循信、达、雅的写作原则，对传主吴冠中生涯
的描述和艺涯的研究放在与他同步的中国现代美
术史的大背景上展开， 通过对他独特经历的追溯，
展示了50年中国绘画的发展，展现了一个以艺术为
生命、走在时代前列的艺术大师的精彩人生。

66. 《辜鸿铭讲论语》 辜鸿铭著 北京理工
大学出版社

该书较之以前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儒经译
本有了质的飞跃， 可以说是近代讲解 《论语》 的
一个里程碑。 这个版本也风靡欧美、 通行世界。
光绪二十四年于世绝版， 林语堂自美国国会图书
馆抄录， 辜振甫付台北崇圣会出版。 比之于丹的
《〈论语〉 心得》 精深百倍不止。

69.《乡村与城市》[英] 雷蒙·威廉斯著 韩子
满等译 商务印书馆

本书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
论断和描述，对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中一些错误的
乡村观念和城市观念进行了剖析。 作者认为，相对
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城市也
不必然代表了进步，城市与乡村的这种矛盾张力反
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遇到的一场全面而严重的
危机， 要化解危机， 人类必须抵抗资本主义。

70.《教我如何不想她：语音的故事》朱晓农著
商务印书馆

这是一本难得的科普类“大家小书”。该书从萧
伯纳的《卖花女》到奥黛丽·赫本的《窈窕淑女》，从刘
半农和赵元任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到林语堂和章
太炎的古音大辩论，该书行文深入浅出、通俗幽默，
使读者对这门艰涩的学科有了一个活泼泼的认识。

71.《北洋军阀史话》丁中江著 商务印书馆
本书是台湾历史学家丁中江先生呕心沥血之

作，一部既能增长知识又可阅读欣赏、宛如文学作
品的历史著作。本书上起袁世凯小站练兵，下迄张
学良东北易帜，历时50年，勾画出清末民初军阀
纷争的历史画面。 北洋军阀既代表袁世凯和他的
这股势力， 同时也代表了他们统治大半部中国的
这一时期。

72.《论美国的文化： 在本土与全球之间双向
运行的文化体制》[法]弗雷德里克·马特尔著 周
莽译 商务印书馆

作者历时4年足迹遍布美国35个州110个城
市，查阅了无数的档案资料，撰写了这部全面研究
美国文化运行机制的鸿篇巨制《论美国的文化》。
该书探讨了“是什么造就了美国文化的实力”、
“美国文化是如何影响世界的” 等问题， 对我国
文化研究和文化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73.《造假的知识分子： 谎言专家们的媒体胜
利》[法] 巴斯卡尔·博尼法斯著 河清译 商务印
书馆

本书是法国国际战略关系研究所所长博尼法
斯的一部畅销著作， 作者用犀利的语言和确凿的
事实，抨击了法国一些知识分子的造假行为。作者
揭露了他们的行径， 认为他们代表着对信息和民
主的真正威胁，是一种新的“文人的背叛”。

76.《文学回忆录》 木心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世纪80年代末， 木心客居纽约时期开讲
“世界文学史”长达5年。如今，听课学生陈丹青整理
那5年5册听课笔记，共85讲，逾40万字。 结集时，已
不再将之仅仅看做“世界文学史讲座”，如木心最早
设想的那样，这是他自己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荒
诞小说，是“在自己的身上， 克服这个时代”。

77.《科学探索者》（第三版） [美]帕迪利亚
编 胡跃明等译 浙江教育出版社

新版的《科学探索者》更加生动有趣，精彩纷
呈，充满了各种学习的机会。令人兴奋的最新科学
内容，赏心悦目的文字、图片以及丰富多彩的探究
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将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求
知欲，让他们完全沉浸到科学的世界中。

78.《我承认我不曾历经沧桑》 蒋方舟著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精选了蒋方舟过去5年发表的各类文章。
回首过往五年， 作者越来越不喜欢自己剑拔弩张
的嘴脸。在书中，她选择暂时回避各种大而化之的
议论，退而反思自己的写作与成长经历，观察被时
代绑架的一代年轻人，试着描摹群像，剖析标本。同
时，在17年的写作之后，重寻写作的意义。

79. 《科学启蒙》 18册 [美]丹尼尔著 浙
江教育出版社

《科学启蒙》 丛书是目前美国小学科学的主
流教材， 全书围绕生命科学、 地球科学和物质
科学三个板块， 按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科学发
现的规律， 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地介绍科学知
识， 训练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并培养孩子们
对科学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这套丛书对我国
小学科学教育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80. 《名作欣赏》 精华读本丛书 谢冕、 孙
绍振等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该丛书荟萃了《名作欣赏》杂志30余年的精
选篇章， 将400余篇名家所写中外文学名著赏析
的经典文章，以古今中外为经，以文学体裁为纬，
分门别类编辑成书，共计12分册，分为中国古代
文学欣赏、中国现当代文学欣赏、外国文学欣赏三
个系列。名家行文观点鲜明、功底深厚、语言生动，
不拘一格，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欣赏性， 值得珍藏。

83.《诗性的寻找———文学作品的创作与欣
赏》刁克利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专业的眼光、 新颖的角度， 解读了
20余部耳熟能详的文学经典名著，点评了十几
位经典作家的多彩人生， 深度挖掘他们的创作
秘密，建立起文学与多种学科领域的联系，拓展
了文学理解的视角与空间， 并从文学与其他学
科的关系， 梳理我们与文学的缘分。

84.《科学中的艺术与政治》[美] 哈罗德·瓦
穆斯著 章俊等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总有几分神秘，作
者哈罗德·瓦穆斯的人生轨迹给我们揭开了科
学家身上的纱幔， 看到一位可敬科学家的普通
人形象： 一个狂热的文学青年， 如何踏入医学
院，最终在认识癌症这一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并摘得1989年诺贝尔生物学和医学奖的桂冠。

67.《吾国教育病理》 郑也夫 著 中信出版社
这部研讨教育问题的著作看似并非严谨的学

术专著，一些细节也未遵守“学术规范”，其实“功
夫在诗外”，该书大量参考了社会学、心理学、 历
史学， 甚至生物学的文献。 此书由解析“素质教
育” 概念开始， 分作两大篇章。 作者一边反思中
国教育之痛， 一边认真考虑应对之策。

68. 《有梦就练一万次》 朱学恒著 译林出
版社

在你的人生中， 有没有让你奋战到最后一兵
一卒也要守护的梦想？ 朱学恒在6年间， 花光自
己的积蓄， 走进高中、 大学校园， 举办超过400
场演讲， 演讲的主题： 成为英雄， 不是因为能
力， 而是因为选择———感动了超过40万学生与
师长， 一些迷惘的年轻人纷纷写信感谢他。

74. 《被禁锢的头脑》 [波兰]切斯瓦夫·米
沃什著 乌兰、 丽君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是1980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沃
什写于上世纪50年代初的经典作品， 对于二战
前后波兰以及波罗的海三国人的处境做了生动
的描述与反省。 米沃什的许多真知灼见放到现
今的语境下， 其阐释力依然强劲， 甚至更富潜
力与空间。

75.《身体的历史》 乔治·维加埃罗等主编
张竝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西方学术界迄今为止最完整的关于身
体研究的社会史， 也是一部融宗教、 社会、 艺
术、 医学、 体育于一体的历史书。 《身体的历
史》 主要从肌体与知识、 欲望与标准、 异常与危
险性、 苦难与暴力、 目光与表演5个方面对20世
纪身体的历史进行了叙述。

81.《心远： 一个教育世家的百年沧桑》 熊
光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书以纪实文学的形式，通过对熊氏家族历史
的大量调查、采访，以家族为线索，串联了整个中国
现近代史的各个重大历史节点，从独特的角度呈现
了历史的面貌，结合中国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抒写
了江西南昌冈上乡月池村熊氏家族百年树人的艰
苦历程，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可歌可泣的人和事。

82.《夏烈教授给高中生的19场讲座》 夏烈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书涵盖了爱情、交友、政治、金钱、人格、
创造力、领袖观、国际观、文理选择、大学填报、
出国留学等19个问题，是高中生最想知道的世
界，也是家长、老师、教育家有兴趣的话题。该书
主文在台湾发表后， 收到两岸三地各界名流以
及大中学教师、家长、学生的回响。

87. 《一个人与这个时代》 邹煜采访白岩
松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央视著名主持人白岩松1989年毕业于中
国传媒大学新闻系。 从1993年到2013年， 这
20年的中国电视新闻工作使他经历非同寻常。
本书通过白岩松讲述这20年里他所关注的新
闻和人， 记录这个变革的时代。

85.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方方著 十月
文艺出版社

该书讲述了这样一个“蚁族” 艰辛奋斗的
悲剧故事： 山沟里的涂自强是家乡头一个考上
大学的贫寒农家子弟。 大学毕业， 正在他拼命
苦读想要考研的时候， 父亲因祖坟被修路破坏
的变故， 气急而亡。 涂自强将母亲接到武汉同
住， 面对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他四处奔走谋
职， 艰难度日， 过着典型的“蚁族” 生活。

86. 《从复旦到诺丁汉》 杨福家等著 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著名核物理学家、 教育家杨福
家院士从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到走出国门成为英
国诺丁汉大学校长， 再回国运作宁波诺丁汉大
学期间的经历， 图文并茂地记叙了他的教育人
生经历以及教育理念。

90.《南下北上求学记》 陈桂棣、 春桃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小明原本是一个聪慧好学的孩子， 为让
他受到良好的教育， 作家夫妻为他三易其家，
转入了市重点小学； “王牌学校” 也是徒有
其名， 小明最后成了厌学的孩子。 作者饱含
泪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亲身经历又刻骨铭
心的故事。

89. 《房龙地理》 房龙著 中央编译出版
社

配以房龙独家绘制的手绘图片， 讲述地理
之上的人文。 房龙写书文笔睿智幽默， 文风清
新。 他的著作往往涉及多个领域， 包括音乐、
绘画、 历史、 地理及科学知识。 内容旁征博
引， 史料信手拈来。 郁达夫曾分析过房龙的写
作艺术： “实在巧妙不过。”

88．《科学的旅程（珍藏版）》雷·斯潘根贝
格等著 郭奕玲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作者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时而旁征博引，
时而条分缕析，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悬念，
把一部在许多人看来枯燥乏味的科学史讲得引
人入胜。本书倡导怀疑古训，怀疑权威，也倡导
超越自我。这种勇于创新的批判性思维，正是科
学最宝贵的“精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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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我不过是重返童年
———顾抒谈 《夜色玛奇莲》

2008年5月，我写下了《夜色玛奇莲》
的第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写完后就被束之
高阁，其中的部分细节也被摒弃了。

时间转眼到了当年11月， 在上海某
个弄堂的夹层里 ， 我终于正式开始写
《夜色玛奇莲 》。 那是一间狭窄 、 黯淡 、
陈旧， 但也精细、 整洁、 五脏俱全的屋
子。 对面阳台的铁丝网上爬着牵牛， 家
家户户栽着吊兰或石榴， 淡灰的天上飞
着王安忆笔下的鸽子 。 也是在那个月 ，
咪咪来到了我的身边， 在它谜一般的目
光的陪伴下， 这个故事慢慢变得丰富起
来。

一直到写完前三季，我都没有联络出
版，只是一个劲儿地写着。 到日落约稿，第
四季完成，其间又搬了好几次家，不时用
大号胶带一圈圈地包裹瓦楞纸箱，或是拖
着蛇皮口袋一路狂奔。 在季节交替和颠沛
流离之中，《夜色玛奇莲》的写作却始终没
有中断，我想，那是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具
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毛豆和拉玛的命运
牵动着我的心，让我无法抛弃，无法停手，

就像跟在哈默林的花衣吹笛人后面， 被施
了魔法一样执着地走下去。

作者创造了故事里的人物，可是即使
是作者本人，也不知道人物下一步会去哪
里。 他们的喜怒哀乐受到作者的控制，但
又自有其活动轨迹，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
体。 在下一个路口拐弯，毛豆会走进黑猫
奶茶店，与拉玛一起捕兽，或是与沈少青
结伴前往爱丽丝岛，这种无限拓展的可能
性是我写作的乐趣。

另一种乐趣则是通过“兽”展现人的
内心。 常常有读者问我，毛豆是不是你自
己？ 当然不是，小说是虚构的。 不过，作为
一个写故事的人，我多么希望能像她一样
拥有万花筒般的双眸，可以看得见人内心
里的“兽”。 为追赶这个时代的速度而失去
自我的人，深陷于强烈的妒忌而不能自拔
的人， 被他人忽视而像影子一般存在的
人， 被无限宠爱却饱受孤独之苦的人，怀
有不可告人的怪癖的人，在愤怒和仇恨中
浮沉的人……这些人就生活在你我之中，
在这个循环往复的世界上，这个人也许是

你们，也许是我自己。
毫无疑问， 我是偏爱毛豆这个人物的。

一个沉默寡言的女孩， 内心却拥有强烈的情
感， 这里有一种迷人的对比。 毛豆曾在爸爸
失踪后不知所措、 有人际交往障碍， 常常感

到迷茫与失落。 但到了后几季， 倔强的性格
与独立的意识已经渐渐成形， 她具备了相当
的行动力， 没有一味沉溺在自身的缺陷和软
弱里， 而是能够主动去探索， 甚至自我反
思。 我试图写出毛豆的心灵成长历程， 当读

者遇到难以解脱的困境时， 或许可以从她的
身上汲取些许力量。

拉玛是一个理想的人物 ， 我们喜欢拉
玛， 有很多原因， 其中之一是他属于现实中
所罕见的那类人， 他温和而强大， 总是能在
关键时刻救毛豆脱险， 代表了一种可望而不
可得的安全感。 尤其是在这安全感之中， 同
时又包含着黑暗的过去这一不确定的因素，
这使得它变得更加宝贵。 黑猫奶茶店温暖的
橘色灯光， 使得我们无论身处怎样平庸、 痛
苦、 令人绝望的生活中， 都能看到永不熄灭
的希望， 哪怕只是一小点， 也已经足够。

至于咪咪的象征， 在最后一季中已有提
示。 这不仅是故事的设计， 也是对陪伴我写
作的真正的咪咪的答谢———每当因工作压力
感到疲倦时， 它走到我的腿边用那毛乎乎的
圆脑袋蹭一蹭， 或者把柔软的爪子放在我的
手里， 再写上一段好像就不成问题了。

故事的结尾，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开头，但
这一次重回黑猫奶茶店， 也许终究会有所不
同？ 我们的细微的动作， 无足轻重的情感变
化，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所留下的痕迹，也许多

少能够对尚未到来的未来产生一点儿影响？
我不确定。但无论如何，咪咪身上所蕴藏的那
种力量，是现在唯一可靠的东西，也是我们的
双目所能企及的这个世界的基础， 这一点是
毋庸置疑的。

虽然故事已经结束， 但我仍然留下了一
些谜题给读者， 完全闭合的故事是缺乏生命
力的，比起一一将其具体化，通过你们想象力
的延伸之后，《夜色玛奇莲》 的世界会变得更
加完整，更加绚丽，而我创造的词句经由你们
的体悟， 会被赋予我所不曾设想过的耐人寻
味的意义。

小时候，我曾和朋友计划写一本《猫咪大
全》， 是许许多多猫的故事， 那本书半途而
废。 到如今， 我写的故事里却只有一只猫。
从某种角度而言， 我不过是重返童年， 将当
初的梦又延续了一点点而已。 现
在， 请允许我放下笔， 去
和咪咪玩一会儿。 看， 米
拉尔沃斯·米杜斯卡亚正
睡在那里， 它向大家致以
最温馨的问候。

《夜色玛奇莲》（共10册）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