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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夏天，巩高峰的短篇
小说《一种美味》入选浙江高
考语文考题，难倒 29 万学子，
他的名字和文中的关键词“草
鱼”“诡异的光”一起，迅速登
上微博热搜排行榜。不少学
子纷纷慨叹：“寒窗苦读十年，
败给一条草鱼。”写作多年，他
以自己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
式突然成名，收获了一众“刀
片 ”，也收获了不少忠实读
者。微博一夜涨粉数十万，成
为高中生、大学生“逢考必过”
的许愿池，他也因此被读者亲
切地称为“鱼叔”。

近日，由新经典文化主办的
《父亲的黑鱼》新书发布会在北
京师范大学举行，该书作者、新
锐作家巩高峰与青年作家邓安
庆畅谈创作与人生故事。得知

“鱼叔”要来，北师大浙江籍新生
纷纷组团前来“报仇”，在一派轻
松欢乐的氛围中，开启了这场别
开生面的新书发布会。

虽然难倒了 29 万考生，
但巩高峰坦称自己其实并未
经历过高考。他出生在安徽
泗县一个农村家庭，是个从小
被打到大的熊孩子。中专毕
业后投身社会的洪流，他做过
流水线工人、饭店服务员，还
曾在冬天卖过馒头，遍尝眉毛
和头发结冰的辛酸。在那些

看不到未来的日子里，阅读和
写作是他唯一的精神支撑。
从投稿石沉大海，到偶有文章
见报，再到拥有自己的专栏，

“鱼叔”一直在孤独地前行。
直到 2005 年，他终于结束颠
沛流离的人生，被北京某杂志
社破格录用，成为编辑。也是
从这一年起，“鱼叔”潜心创作
小说。12 年后，他成为这家
刊物的副主编，也成为大受欢
迎的人气作家。

特邀嘉宾邓安庆与巩高
峰有着相似的经历。两位作
家都以自己的切身体会告诉
在场的学子：人生没有咸鱼翻
身，所有的华丽逆袭，都是用
尽全力，逆流而上。

和市面上不少打着文学
旗号、贩卖颜值和情怀的作品
不同，《父亲的黑鱼》中既没有
青春的虚无缥缈，也没有都市
的灯红酒绿，但登场的角色，
无论是乳臭未干的孩童，还是
叛逆的青春期少年，或是面对
人生最后抉择的乡下阿婆，都
充满鲜活的现实气息，让人笑
中 带 泪 ， 展 现 出 低 到 尘 埃
里，却仍然向着光亮前行的
人性。“鱼叔”希望大家能从

《父亲的黑鱼》 中，读到十二
味真实人生，找到自己生命
的光。

找到自己生命的光找到自己生命的光
——“鱼叔”与北师大学生畅谈创作与人生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兴趣阅读是一种完全从自己的
兴趣出发，不带有功利性的阅读，堪
称真正的“悦读”。

回想即将过去的2017年，如以往
一样，大部分翻过的书都很快就烟消
云散了，很像这个速朽的时代——旧
的东西很快被新的东西代替，而新的
东西很快又被更新的东西所代替。
只是这 10 本书，似乎在心底沉下
了，于是借此机会分享给书友和同
好。

1.《新编千家诗》 袁行霈主
编 中华书局 1999年6月

这是一本不折不扣的旧书，却
是我的案头书，我将这类书称为“穿
越时间长河的书”。每读一遍，都会
有新的感受。袁先生主编的这本

《新编千家诗》，按先生的说法：“是
一本十分通俗的面向儿童的启蒙读
物。”

这本书共收录了 223 首诗歌，
除了一些大众耳熟能详的作品，如
李白的《静夜思》、杜甫的《春望》、白
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等之外，
还有许多诗歌、作者并不为大众所
知：比如宋代诗人周紫芝的《雨过》，
我自己之前就从未读到过。

本书除了主编袁行霈先生为当
代国学大家之外，其他注释者也都
是古典文学界一时之选。最让我欣
赏的是书中每首诗都配有精美的插
图，许多插图居然出自连环画大师
戴敦邦先生之手。

2.《皮囊》 蔡崇达 著 天津
人民出版社 2014年12月

这本书引起我的注意，并不是
因为作者蔡崇达是一位有成就的资
深媒体人——尽管我自己确实对媒
体人写作有着偏爱，而是因为一位

书店朋友——雨枫书馆的创始人许
春宇向我推荐。春宇跟我说：“这本
书是让你拿起便不忍放下的书”。
是的，这本《皮囊》我确实是拿起便
一口气看完。最打动人的是蔡崇达
书写的母爱，这种母爱可以刺痛你
的每一根麻木或者敏感的神经。

3.《去年天气旧亭台》 叶广
芩 著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2016年5月

这本书的作者叶广芩老师是地
道的北京满族作家，她的这本《去年
天气旧亭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本
小说。小说以作者小时候（上世纪
50 年代）老北京的生活为背景记述
了一代人的悲苦人生，读来令人扼
腕叹息。从这本书中，不仅可以窥
见老舍先生的旧都遗韵——老舍也
是满族人，而且也能读出林海音女
士《城南旧事》的风采。

4.《废墟之美》 叶廷芳 著
海天出版社 2017年9月

叶廷芳先生是我极其尊敬的一
位思想大家，他的成就不仅在德语
文学研究和翻译领域，更在公共文
化领域，以及文学创作方面都有着
别人无法企及的贡献。在诸如圆明
园复建问题、国家大剧院建设方案
以及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方面，叶老
师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和全国政
协委员都发挥过重大历史影响作
用。尤其是改革开放初期，叶先生
以其“领时代风气之先”的学术勇
气，提出并倡导了“废墟美学”的思
想，而今天正在被政府和越来越多
的国人所接受。

《废墟之美》即是叶先生 30 年
来关于建筑美学的探索与思考的智
慧结晶。

5.《光年》（创刊号） 戴潍娜
主编 2017年2月

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出版生涯中
极为珍视的作品之一。青年诗人戴
潍娜曾经在牛津大学求学，还在杜
克大学做过一年的访问学者，另外
她还是著名学者孙郁教授的高足。
更关键的是，潍娜是一位在青年人
中很有影响力的诗人。

《光年》的最大特色是诗人译
诗，并且译者队伍堪称超豪华阵容：
既有饮誉诗坛的名宿西川、王家新、
杨炼、汪剑钊、高兴和傅浩，又有戴
潍娜、唐珺、王立秋、李栋、明迪和海
娆等年轻一代读者、诗歌精英。本
书的装帧设计，特别约请了上海的
青年设计师叶津·哈勒瓦尼来担纲
整体设计。

6.《俄罗斯的安娜：安娜·阿赫
玛 托 娃 传》 [ 英] 伊 莱 因·范 斯 坦
著 马海甸 译 上海译文出版
社 2013年2月

这本书我断断续续读了大概有
大半年的时间，工作忙的原因还在
其次，更主要的是我不忍一下看完，
几乎看每一个章节都让我有心如刀
割般的难受。安娜·阿赫玛托娃不
仅是俄罗斯诗歌月亮（俄罗斯诗歌
太阳为普希金），也是众多中国诗歌
爱好者心目中的女神。这本书真
实、完整地记述了安娜·阿赫玛托娃
坎坷悲怆的一生。按照《书单》的说
法：“范斯坦（作者）巧妙地讲述了阿
赫玛托娃贫困窘迫的生活，解释了
她纠缠而痛苦的感情生活，阿赫玛
托娃深情的作品代表着整个被压制
的国家发声。”

7.《搜神记》 冯唐 著 中信
出版社 2017年8月

冯 唐 的 小 说 ，我 以 前 看 过 不
少。对于冯氏文笔可以算是喜欢，
诸如《万物生长》一类读来也轻松惬
意。《搜神记》这本书是我 10 月份在
贵阳出差时买的，在回北京的飞机
上便一口气读完了。冯氏调侃、幽
默的文风尤存，故事也属消遣娱乐、
轻松豁达一派，是旅途解闷佳作。

8.《得未曾有》 庆山 著 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4年6月

在青年作家中，安妮宝贝是我
持续关注的一个。事实上，她的作
品不能称为小说，而只能称为散文
或者随笔。但即使如此，她的书在
我看来仍然具有磁石般的魔力。《得
未曾有》是她改名“庆山”后的首部
作品。名字改了，但故事、内容、文
笔、气息，都没有改。

9.《我的奇妙书店》 [德]佩特
拉·哈 特 利 布 著 王 海 涛 译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7年6月

这是一本书店人创作的纪实小
说。从小生长在维也纳的佩特拉

（作者）与自己的德国丈夫奥利弗到

维也纳度假，发现有一家刚刚倒闭
的书店在拍卖，她与丈夫竟然游戏
般地在拍卖中中标了。于是佩特拉
便辞掉了汉堡的工作，也告别了悠
闲、平静的生活，来到维也纳开始了
她的书店创业人生。

这本书轻松、好读到如同看影
视剧，故事虽平淡，却很有趣。特别
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对实体书店充满
了感情的出版人，感到特别温暖亲
切，如身边发生的事情。

10.《共享经济时代》 [美]雷切
尔·博茨曼 路·罗杰斯 著 唐朝
文 译 上 海 交 通 大 学 出 版 社
2015年6月

尽管今天的中国俨然已进入共
享经济时代，特别是共享单车、共享
汽车在城市的流行，更是让我们对
于互联网技术给予我们带来的各种
生活便利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然
而如何理解共享经济的时代特点，
如何掌握共享经济的精髓，这本《共
享经济时代》可以说是一本开脑洞
的精良读物。

兴趣阅读兴趣阅读 人生乐事人生乐事
—— 一个职业读者的2017阅读清单

刘明清

年终专稿

在开始学习以及后来教学《德
国文学史》《德国文学》的学习生涯
里，《尼伯龙根之歌》始终是一种不可
忽略的题材和内容。这部大约创作
于 1200 年，为某奥地利骑士用中古
高地德语写的英雄史诗，记录了日耳
曼民族大迁移后期匈奴人和勃艮第
人斗争的史实，是中世纪德语文学中
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作品。面对这
样一部历史底蕴深厚的史诗，我不由
得对它肃然起敬，更想要小心谨慎地
感知它，就像沉湎中华祖先留下的

《生民》《公刘》《皇矣》等，去体悟一个
民族的重振与创举。

幸运的是，2002 年 10 月，我的

有关研究和翻译《尼伯龙根之歌》（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计划得到了
DAAD（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支
持，他们邀请我前往德国帕绍（Pas-
sau）大学。在此期间我获得恩格尔

（Dr.Nger）博士的鼎力支持，下榻在
城内维特大街8号三楼先生的住所，与
此同时也受到了帕绍大学民俗学系主
任、教授瓦尔特·哈埃亭厄（Prof.Dr.
Walter Harti Wittgasse)的帮扶。
在我居住的地方，多瑙河和茵河从左
右两旁缓缓流过。夜晚寂静时，多瑙
河拍击河岸的浪涛声伴随着读书人
的书卷和灯光，仿佛远古的首首颂
歌。多少回我站在横跨多瑙河的大

桥上，眼前便多少回浮现出《尼伯龙
根之歌》里动人的情景。翻译《尼伯
龙根之歌》正是在这段奇妙的学习
时光里完成的。

在翻译中我给自己定下的原则
便是读通原文、忠实原文，不拔高、不
低抑，因为只有忠实原文才能产生忠
实的解释。我希望努力还原创作时
的语气和素材，不做解释性的改头去
尾，以此保持诗文原有的精神面貌。

《尼伯龙根之歌》因其独特的诗
歌体裁给翻译带来了不少的麻烦和
困难。事实上，由于德语和中文在
语言、词汇以及发音上的巨大差别，
绝对严谨地对应着翻译是不可能，

也是不现实的。否则，它要么不能
成书，要么成了书也让人无法阅
读。因此，在翻译时既要照顾到全
句的断档之处，又要考虑到断档前、
后两个部分适当的位置和字数，所
以有时候甚至出现把人名也以音节
和发音分为前后两处，这实在是翻
译过程中的无奈之举。

《尼伯龙根之歌》在诗文中的有
些情节容易使我们想起《一千零一
夜》、想起昭君出塞、想起文成公
主。它到底会给中国的读者带来多
少想象，至少在目前，谁也说不清
楚。然而，人类文明虽分东西南北，
但从古至今，它们都不曾是孤立的

而是交融的，这种交流不会被有否
文字记载所牵制。因为文字记载只
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人类自有反
映自身生存的大文化，这才是人类
文化的力量和伟大之处，它就像世
界上到处流淌的河水一样，看似不
一，实则相通。

我相信，《尼伯龙根之歌》一定
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艺术感染力。
我更相信中国的读者一定会在《尼
伯龙根之歌》中找到许多思考、许多
契机和许多新的发现。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
教授，《尼伯龙根之歌：德国民间史
诗》译者）

只有忠实原文才能产生忠实的解释只有忠实原文才能产生忠实的解释
——《尼伯龙根之歌》翻译手记

曹乃云

“我和哥哥生长在水乡，
所以我们的作品带着水的清
澈，带着水乡的味道。水不仅
养育了我们的生命，也养育着
我们的作品，是我们创作的源
泉与宝库。”日前，在以“回望
文学的故乡”为主题的曹文芳
水乡童年精品书系研讨主题
活动上，国际安徒生奖获得
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
的妹妹曹文芳这样表示。

“曹文芳水乡童年精品书
系”秉承了曹文轩、曹文芳兄妹
一贯的水乡情怀，以江南水乡为
背景，选取小女孩的叙述视角，
表现乡村女童的生活状态，既有
温馨深情的童年回忆，也不乏兄
妹间嬉笑玩闹的生动细节。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金波
认为，曹文芳作品中几乎每一
页都能看到她回望家乡小溪、
河、船、芦苇以及诸多人物，正

如她自己所说“记忆如同被水
洗涤过”，记忆浇灌之下，她的
写作回归自然，这是儿童文学
作家特有的状态，不是怀旧童
年，而是复活童年。在他看来，

“曹文芳的作品有一种流动的
声音之美，这也是她作品突出
的特点。儿童文学在某种意义
上说是声音的艺术，经得住朗
读的艺术才经得住考验。”

曹文轩说，“我们共用的
同样资源，这没有办法，一个
屋檐下，吃的一锅饭，眼前所
有风景都一样，出门就是一条
河。但是，同样资源在她和我
眼中有不同的感受、有不同的
解读，我倒觉得这挺好，我们
互为钥匙。我也希望妹妹不
仅仅停留在共同生活那一段
岁月上，还要走出去，文学创
作毕竟不仅使用记忆那部分，
还需要再往前走。”

曹文芳曹文芳：：““水乡是我水乡是我
和哥哥的文学和哥哥的文学故乡故乡””

伊湄品书斋

纸现场

教育引领，点亮理想之灯

以思政课堂为主阵地，筑牢思想根
基。以坚实的理论基础作支撑，理想信
念就能愈加理性而坚定。学校将公为天
下、报效祖国的信念融入思政课教学
中，从不同层面挖掘中国梦的多维内
涵，引导学生用中国梦激扬青春梦。学
校党委书记张炜、校长汪劲松带头，多

次为学生上思政课，激励学生自觉把个
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事业中。
针对理想信念教育中的难点、热点，组
建十九大精神宣讲团、思政博士生宣讲
团等，为校内师生和国防企事业单位开
展义务送讲活动，使理想信念教育鲜活
生动。

以翱翔名家讲堂为拓展，点燃青春
梦想。每年举办翱翔名家讲堂活动近 50
场，邀请学界泰斗师昌绪、型号总师杨
伟、航天英雄杨利伟等一大批国防大家
和学生面对面交流，激励学生志存高
远，追梦国防。全国大学生基层就业典

型人物、学校 2010 届本科毕业生尹东选
择军营，扎根基层、从军报国的事迹报
告引发学生热烈反响。在开学季，国产
大飞机 ARJ21 首任总设计师吴兴世携两
位副总设计师，为新生讲述了 《一个国
家的起飞》 的开学第一课，也成为莘莘
学子人生起航的第一课。

以陈士橹院士为榜样，做好典型引
路。“矢志航天强国梦 毕生治学育英
才”的陈士橹院士，是我国航天事业和
航天教育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用一
生恪守了自己报效祖国的入党誓词 。
2017 年，工信部门追授陈士橹院士首位

“工信楷模”荣誉称号。学校在全国举
办报告会、事迹展 32 场次, 生动讲述
陈士橹院士心怀“中国梦”、书写“航
天情”的感人事迹，深深感染了 3 万余
名现场观众，激励广大学子心怀爱国之
情、树立报国之志。

文化滋养，培育报国情怀

营造浓郁氛围，激发报国热情。学
校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拍摄我国首部校

史电影 《古路坝灯火》，展现国难当头
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
推出校史剧 《华航西迁》，突显师生热
爱祖国、顾全大局、艰苦创业、献身航
空的西迁精神；创作话剧 《寻找师昌
绪》，讲述新一代大学生在优秀校友精
神的指引下坚定理想信念的故事；出版

《三航之魂》《西工大故事》 系列丛书，
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动教材。建设翱
翔浮雕、ARJ 飞机、歼 31 飞机和三航博
物馆等特色文化景观，打造国家级别国
防科普教育基地。

传承红色基因，坚定报国信念。国
家领导人指出，“弘扬延安精神对于推
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有重要的意义。”学校充分
利用陕西丰富的红色资源，组织学生
赴延安、梁家河、渭华、照金等地学
习培训。举办延安精神大型图片展、

“遵义会议永放光辉”大型主题展览，
数万人参观学习。在渭华起义纪念馆、
遵义会议纪念馆挂牌建设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积极搭建红色文化教育平台。共
建红色文化大数据中心，开展红色文化
数据库建设。共建文化遗产研究院，开
启红色文化资源保护的新方向。

弘扬国防文化，凝聚报国力量。以

“航天创造美好生活”为主题，举办
2017 年中国航天日开幕式大会、航天会
客厅、航天科普展、中国文联慰问演出
等 16 场主场活动，其中航天科普展的接
待量达到 7 万余人次，大力弘扬航天精
神，集中展示航天成就，激发广大学子
探索创新热情，凝聚实现中国梦、航天
梦、青春梦的强大力量。

实践锤炼，坚定前行道路

在实践感知上，知行合一。发挥实
践育人功能，建立寒暑假社会实践、公
益服务、企事业单位见习实习为主要内
容的社会实践体系。每年组织千余名学
生去国防企事业单位参观调研，持续开
展三航科普志愿服务活动，与 30 多家国
防企事业单位建立见习实习交流平台，
每年组织 30 余人挂职锻炼，将内化于心
的理想信念外化于行，落实到服务国
防、服务社会的生动实践中。

在创新创业上，引领示范。学校构
建了包含课程体系、实践实训和服务孵
化于一体的双创生态系统，打造以“高

水平、硬科技、军民融合”为鲜明特色
的双创模式，鼓励学生将个人创新创业
方向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对接。建设国
家级别众创空间——飞天创客空间，推
出太阳能 WiFi 无人机、水下机器人等一
批成果，其中翱翔系列小卫星项目获得
2016 年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总冠军，现已面向社会开放
定制服务。学校在 2017 年获批全国首批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在科研实践上，奋勇开拓。在学校
主持和参与的我国重大型号项目研制团
队中，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占了很大
比重，发挥了生力军作用。学生在科研
实践中既提升了科研能力又锤炼了品
格，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勇
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 。
歼-20 总设计师杨伟、运-20 总设计师
唐长红、ARJ21 首任总设计师吴兴世、
空警 500 预警机总设计师欧阳绍修⋯⋯
一大批西工大学子在三航领域勇立潮
头、大放异彩，蔚然形成独具特色的

“西工大现象”。近年来，有 40%以上的
毕业生到国防科技工业领域就业，以鸿
鹄之志和海天气魄，奋进新时代，实现
新跨越，书写新篇章！

(赵媛媛 陆佩华)

立足国防特色 开展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西北工业大学文明校园建设成果撷英

近日，西北工业大学荣获首届全国文明校园称号。学校将
国防特色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文明校园建设的重要内容，形成了
独具特色的典型作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
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西北工业大学立足国
防特色，构建了教育引领、文化滋养、实践锤炼的大学生理想
信念教育体系，将个人梦、西工大梦和科技强国梦融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践之中，谱写出忠诚担当的时代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