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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汉字书法
则是人类艺术之林中的奇葩。字是写
出来的，书法和文字犹如硬币的正反两
面，互为表里，不容分割。但不容否认
的是，目前书法文字学的发展总体比较
缓慢，因为要想在这方面取得突破，研
究者必须具备文字学与书法学的双重
修养，这就对研究者本身素质提出了非
常高的要求。

孙学峰博士是首都师范大学中国
书法文化研究院副教授，师从欧阳中
石、秦永龙、国光红诸位先生，在文字、
训诂、音韵和书法等研究领域取得了
丰硕的成果。在长期教学研究实践的
基础上，他对书法文字学的相关问题
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博观约取，厚
积薄发，撰成《汉字形态论》一书，从书
法文字学的立场出发，不仅对汉字形
态作了分门别类的研究，也比较全面
地阐述了汉字之所以呈现为目前这种
样态的原因和途径，还从书法艺术的
自觉探索入手，强调汉字书写要深深
地扎根于现实生活，并对如何解决当
前书法创作只谈个性而忽视共性规律
的问题进行了初步回答，堪称书法文
字学研究的新突破。

《汉字形态论》一书由上、中、下三
编构成。上编从造字的角度出发，介绍
了汉字的性质、单个汉字符号的形体组
构以及汉字体系的形成，基本上是文字
学的内容；中编侧重于汉字书写和字体
形态的生成方面，对影响汉字的主要因
素、四大字体的产生与演变、各种各样
文字形态的生成手段（书写、刻划、范铸
和印刷）等问题进行了阐述；下编则主
要是对汉字书法创作规律的系统阐
释。以上三部分将汉字符号、汉字书写
与汉字书法贯穿起来，形成了一个有机
统一的系统，科学准确地回答了书法文
字学领域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全书结构清晰，观点鲜明，论证严
密，新见迭出。比如，作者认为汉字的
形体实现了客观世界、思想观念、汉语
言和文字四者之间的有机统一，断定秦
代书同文的具体措施与其说是对秦文
字的规范化,不如说是对全国文字的规
范化。他将部首分为物象类、作为类和
性状类三种，有利于加深我们对汉字部
首的认识。作者指出，影响汉字的主要
因素大致包括形体组构的理据、动态生
成的便利和平面排布的美观三个方面，
篆、隶、楷、行草四大字体类型的形成是
以书写为根本动力实现的。作者认为，
书法探索的艺术自觉是书法研究最为核
心、最为基础、最为重要的问题，这种自

觉探索需要恰切地照顾到实用与艺术的
协调问题。是否为艺术而创作与作品是
否具备艺术的效果并不能简单地混为一
谈。作者强调，学书者应该理解书法传
统的内涵,将自我的探索纳入到整个书
法传统的序列中去。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加强书法传统的研究,加强书法传统
的继承与发展是当前汉字书法研究亟待
解决的问题。这些观点均持之有故，令
人信服，有利于读者真正理解和把握书
法文字学所要解决的问题。

当然，由于篇幅限制，该书也存在着
一些可商榷之处。比如，针对许慎“形声”
的定义，作者对传统认识提出了自己的不
同看法，之前也屡有前辈学者提出相似的
论断，在此，作者又有相对深入的称说，但
是否可以作为定论尚可继续讨论。

作为书法文字学研究的最新成
果，《汉字形态论》确实为一部具有较
高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著作，它必
将给当前及未来书法文字学健康、深
入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我们也期
盼孙学峰博士能就书法文字学相关问
题发表更为精辟深刻的高论。

（作者系渤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
汉
字
形
态
论
》
：

书
法
文
字
学
研
究
的
新
突
破

柳建钰

在当代儿童文学界，孙卫卫是为
数不多的长期创作散文这一“偏师”
文体的作家。作家与文体的遇合，多
来自个体才性的无形“指引”。自从
事写作以来，孙卫卫在散文、小说、
绘本等多种体裁领域均取得了实绩，
但对于散文，他却始终有着一种特殊
的“偏爱”。继 2013 年荣获全国优秀
儿童文学奖的散文集 《小小孩的春
天》 后，新近出版的“少年心”系列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是孙卫
卫儿童散文创作的又一重要突破。

如果说 《小小孩的春天》 是聚焦
儿时生活的童年回忆录，那么“少年
心”系列则是一部相对完整的精神成
长史，它由 《我小时候》《我要做好
学生》《只有一个你》《把自己扔进书
房》 四部散文集组成：《我小时候》
是一本以童年往事为基础的回忆性散
文集，被孙卫卫称为 《小小孩的春
天》 的姊妹篇；《我要做好学生》 主
要收编了作家学生时代的成长趣事；

《只有一个你》 以“教育与成长”为
主题，记录了作家向生活、师长、文
化名家学习的心路历程；《把自己扔
进书房》 则是作家关于买书、读书、
结交书友的书香生活实录。刘绪源在

《今文渊源》 中指出“生活终究有
限”，“要写得多而好，那也行，就是
必须得将题材扩大到全人”。“少年
心”系列不仅以真实记忆为基础，发
掘日常生活中的吉光片羽，还将题材
扩大到阅世读人、书斋生活等方面，
显示出书写“全人”的努力。阅读这
些从心灵深处打捞出的文字，可以真
切地感受到文字间辉映的童趣、情趣
与理趣。

“少年心”系列所溢出的童心童
趣，大致可概括为“本色的天真”与

“质朴的淘气”。一方面，当作家以孩
童的目光回望过去时，常会在成人看
来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中发现鲜活的
生机和有趣的内核，如作家写儿时的

“ 我 ” 期 待 吃 到 杏 子 的 兴 致 勃 勃
（《买杏》），也写还钱清账后的如

释重负 （《卖书还钱》），儿童不加
掩饰的快乐在他的笔下被刻画得真切
自然，这种对待生活小事充满兴致的
一派天真正是儿童情趣的本色复现。
另一方面，不同于 《红楼梦》 中贾政

“责骂”宝玉的“精致的淘气”，孙卫
卫散文中“淘气”的底色是为质朴，
这里的“淘气”不是极端的顽劣，而
是“稍有逾矩”的小幽默。比如，他
以第三人称写不舍将爱书借人：“你
骂他是吝啬鬼，从来没有见过的吝啬
鬼，千年才出一个这样的吝啬鬼，他
也不借给你，他说：‘我才不上你的
当呢！’”（《世界上最快乐的事》）
这时的作者已是成年人，但文字间透
露出的却是孩子式的淘气，这多是源
于作家“走过少年时，仍存赤子心”
的稚性气质，阅读此段，很难不被这
种自然不事雕琢的率真之气所打动。

散文之“情”，既指“性情”也
指“情感”。一方面，具有“真诚”
文学质地的散文可谓是作者性情、人
格的外化，阅读“少年心”系列，读
者可分明感受到站在文字背后那个谦
逊、内敛、坚定、善思的孙卫卫。另

一方面，“彼时彼刻”的情感流动，是
散文拥有真切感人“人生味”的重要质
素。无论是《买杏》中委屈的泪水，还
是《偷钱》中从故作镇定到惭愧承认的
心灵轨迹，或是《怀念庄之明先生》等
文章里怀念逝去前辈时令人动容的殷
殷之情，都是作家心灵的真切回响，也
是人类共同情感的自然流淌。

翻开“少年心”系列，不仅能够
品味妙趣横生的童趣和丰满动人的真
情，也得以触摸到作家思想的纹理。
重叙事而轻抒情是孙卫卫儿童散文的
突出特点，他将人生的探索和生活的
感悟自然地融化在“有我之境”的叙
事中，使“理”呈现出真切感人的文
学力量。例如在 《少年阅读》 一文
中，孙卫卫回忆了少年时代读物匮
乏，多数时候只能以教材中的故事、
儿童杂志、亲友家的书为精神食粮。
作家所描绘的“书生活”虽与如今大
多数的儿童生活存在距离，但少年孙
卫卫对书的珍视和热爱文学的皎洁之
心，却具有跨越时代打动人心的光
彩，而作者依托真挚的叙事所喟叹的

“阅读改变人生”，就具有了人生的温

度和有力的感召性。
“平淡素朴”历来被看作是散文

创作的至高境界，其内涵一般涉及语
言的朴实简练、叙事手法上的白描、
情味的含蓄等。孙卫卫对此有着自觉
的美学意识，他曾多次谈及自己对前
辈作家孙犁、汪曾祺散文风格的喜
爱，并在创作中积极延续着“淡美”
之脉。就语言来看，孙卫卫的散文语
言大都选取语言中近乎口语的部分，
浅白流畅如与人谈心，有着五四白话
散文“谈话风”的余韵。选择最能突
出事物本质和核心的语言简练叙事，
是白描手法的精髓所在，“少年心”
系列中不乏这样“简而有味”的表
达，如孙卫卫写童年时“我”的梦想
天马行空，常常变幻，但又笔锋一转
写道：“真正的梦想，是偷偷藏在心底
的，谁也不告诉。”（《我小时候》）作家
寥寥几笔就将“真正”梦想的重量凸显
了出来。在孙卫卫看来，在真心热爱
的事物面前，“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的
坚定不只是成年人的专属。作家借由
朴素的语词、简练的句式，试图调动
起读者感受言外之意、主动补白“梦
想何为”的阅读主体性。

从创作时间上来看，“少年心”系
列所收录的散文时间跨度较长，有写
于 1999 年的《书一天天多起来》《世界
上最快乐的事》，也有 2019 年的新近
之作《我小时候》《走路》等。阅读这些

“从记忆中抄出”的文字，可以真切地
感知孙卫卫在 20 年间的心灵轨迹与
艺术成长，更得以触摸到作家那颗跳
动的、恒在的“少年心”。对于儿童文
学作家来说，葆有“少年心”意味着拥
有进入儿童生命空间的通行证和以

“孩童之眼”阅览成年生活的天真气
质，孙卫卫的儿童散文正是经由此径
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值得长期瞩目
的潜力。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文学
院。本文系 2019 年度教育部重大课
题攻关项目“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
展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素心顾来径素心顾来径，，朴笔话少年朴笔话少年
——评孙卫卫“少年心”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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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科学的社会功能

“科学学”领域的奠基之作。科学
学的研究对象是科学的社会性质、作
用、发展规律，以及科学的体系结
构、规划、管理和政策。该书从科学
与社会关系的视角，探讨科学已经、
正在和能够起的作用，概述科学社会
史，分析科研组织、科学教育、科研
效率、科学的应用、科学与战争、国
际科学概况，论述培训科学家、改组
科研工作、科学交流、科研经费筹
措、科学发展战略、科学为人民服
务、科学与社会改造、科学的社会功
能等主题，搭建了科学学的学科框
架，建立了学科范式，提出了一系列
理论观点，并用结构图、关系图和数
值表予以支撑。80 多年来，成为研究
科技政策、制订科技发展战略和规
划、实施宏观科技管理的重要理论依
据。

（《民主与科学》 杂志主编、教
授 张培富）

192.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

现代科学的奠基之作。作者是一
位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和现代实验
科学之父，该书包含了伽利略所有研
究中最重要的结果。作者利用数学解
决物理问题、论证新的物理定律，提
出了许多新概念、新思想和新研究方
法，特别是实验方法与数学方法的结
合，对后来的科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广
泛的影响。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学物理
教科书内容，如关于自由落体定律、
抛射体运动、物体沿斜面运动的分
析、匀速运动和匀加速运动定律等，
均出自本书。该书以对话形式和通俗
语言写成，适合作为中学生学习物理
学、力学和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课外
读物，有助于读者理解现代科学精神
和研究论证方法。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张增一）

193.伪科学与超自然现象

阐述伪科学与超自然现象的本质
和特征，说明它们与 N 射线、聚合水
与冷聚变等科学错误与阴谋论之间的
区别和联系。分别对通灵现象、死后
灵魂、超心理实验、伪心理学、占星
术、不明飞行物、信仰疗法、“替代”
医学等现象进行深入分析，特别对不
明飞行物登陆、外星人绑架事件、鬼
屋、与死者交流、宣称信仰疗法具有

神奇治愈功效的术士以及“替代”医
学的神奇疗效等现象进行揭露和批
判，进而分析当代生活中其他伪科学
和超自然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危害。
在当前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信息鱼龙混
杂、虚假信息泛滥的环境下，此书有
助于读者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养成
理性怀疑的习惯和态度，增强辨别信
息真伪的能力，自觉地抵制伪科学和
迷信。

（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 张增一）

194.趣味物理学

适合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科普
经典。通过 131 个趣味实例，阐述关
于运动、力、声、热、光等方面的物
理学基础知识。每个实例都从鲜活的
情境出发，用讲故事般的语言陈述趣
味物理现象并做出相应解释。用事
例、实验和图形通俗易懂地说明物
理 学 原 理 ， 立 论 又 不 失 慎 密 严 谨 ，
帮 助 初 学 者 建 立 正 确 的 科 学 概 念 。
故事取材于日常生活、科幻作品和
著名小说，每个实例都是一个独立
的故事，承载着一种物理知识或物
理方法。实例之间，贯穿着内在的
关联和衔接，有助于引起读者对物
理学的浓厚兴趣，帮助读者理解物
理学的基本原理。初版出版 100 余年
来，已经译成 20 多种文字，受到多
国读者的欢迎。

（江西省南昌市第三中学特级教
师 黄恕伯）

195.物理定律的本性

科学思想方法论科普经典，共七
章。第一章讲从日心说到万有引力定
律的历史进程，以及该定律的验证、
解释、预见和修正。第二章用实例
讲述数学在分析不同物理表述间的
联系中的作用。第三章讲电荷守恒
原理、能量守恒定理和动量守恒定
律的特征。第四章讲物理现象和物
理定律中的多种对称性，阐述辨别
对称性真实性的重要性。第五章讲
物理世界从有序到无序状态的不可逆
性，探讨时间进程的哲学架构和科学
构造。第六章通过实验和量子力学说
明自然现象的概率性和复杂性，以
及未来的不可预测性。第七章举例
论述如何发现新的物理定律。作者
用直观幽默的语言，揭示贯通物理
学和日常生活中的哲理，阐述物理
学的思维方式和特征，有助于读者
养成科学思维的习惯。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孟杰）

196.居里夫人文选

作者研究放射性物质的代表性论
文、自传、居里传、诺贝尔奖获奖演
说的文集，附有诺贝尔奖委员会给作
者的颁奖词、作者生平大事年表及论
著目录和各种奖励荣誉，以及作者母
女两代人的中国研究生的回忆文章。
反映了作者的科研活动、卓越成就和
人生追求，以及她的优秀品质、工作
精神和处世态度。生动描述了作者从
小对学习的强烈兴趣、处处表现出的
顽强进取精神，介绍了她只身远赴异
国求学和工作，在极其简陋和艰苦的
条件下制备放射性元素钋和镭，推动
原子核科学发展，先后获得诺贝尔物
理学奖和化学奖的过程。既是科学经
典，也是青少年励志读物。

（湖北省利川市第一高级中学特级
教师 瞿显荣）

197.化学基础论

现代化学的奠基之作，化学革命
的标志性成果，分析—合成思想的经
典。采用化学元素的操作定义、质量
守恒观点和定量实验，阐述化学物质
系统命名法，把当时所知道的所有化
学物质、化学反应和化学操作知识整
合成为一个有序不悖的系统。第一部
分论述 8 种气体的性质、燃烧现象和
酸的形成。第二部分论述酸与中性盐

（即非金属氧化物） 的性质和反应。第
三部分按 10 类实验功能详述各种仪器
的操作方法。附录给出不同度量衡之
间的换算和各种普通物质的比重。书
末附有作者夫人绘制的 162 幅图。是
研究创造力理论经常分析的典型案例
和用人工智能研究科学发现的模拟对
象。有助于读者认识现代化学大厦的
思想和实验根基，把握化学的思维方
式，体会科学创新的过程。

（湖北省利川市第一高级中学特级
教师 瞿显荣）

198.二十世纪生物学的分子
革命：分子生物学所走过的路

通过对大量科学文献和著名科学
家科研工作的分析，对分子生物学在
20 世纪的兴起和发展作了全面概括和
系统描述。从分子生物学的根基开
始，梳理出一个基因对应一个酶假说
的产生、基因化学本质的发现、细菌
和植物病毒研究的贡献、细菌遗传学
的诞生、物理学家的贡献、一种新世
界观的产生、双螺旋结构的发现、遗
传密码的破译、遗传工程的出现和发

展等这样一条主线，把分子生物学的
诞生、发展和扩展过程中的核心人物
和重要事件串联起来，描绘了一幅波
澜壮阔的分子生物学史画卷，分析了
这个过程中理论与实验、社会环境与
科学环境、各门科学学科之间的交互
作用。有助于读者理解近代生命科学
的成就和历史，扩大其科学视野，培
养和提升其科学素养。

（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杨
荣武）

199.最初三分钟：关于宇宙
起源的现代观点

宇宙起源于一场大爆炸。大爆炸
之前，没有物质，没有空间，也没有
时间。大爆炸形成一个温度极高的原
始火球，它最初的体积可能是无穷
小，也可能是无穷大，那里存在激烈
的量子波涛。这个原始火球不断膨胀
降温，逐渐形成各种基本粒子、原子
核，慢慢演化成今天的宇宙。对于近
100 亿年以来的宇宙演化，有大量天
文观测资料，可以用现有的广义相对
论和量子论知识加以研究和解释。然
而对于极早期宇宙的研究则十分困
难，对于那段时期，不仅缺少观测资
料，也没有成熟的理论做研究工具。
作者用自己丰富的粒子物理和广义相
对论知识，对宇宙演化的各个阶段，
特别是最初三分钟做了精彩的介绍。
本书是读者了解当代宇宙学最好的读
物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教授 赵峥）

200.海陆的起源

大陆漂移学说的奠基之作。提出
古代大陆原来联合在一起，因大陆漂
移而形成各大洲的观点。全书分三篇
共 13 章。第一篇论述大陆漂移的基本
内容，指出地球冷缩说、陆桥说和大
洋永存说的问题，反证大陆漂移说的
正确。第二篇从地球物理学、地质
学、古生物学与生物学、古气候学和
大地测量学等 5 个方面论证大陆漂移
说。第三篇从地球的黏性、大洋底、
硅铝圈、褶皱与断裂、大陆边缘的构
造形态等方面，解释大陆漂移的可能
性和动力。所阐述的理论为当代地球
科学提供了新的发展基点，是现代地
质学板块构造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
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海陆起源的科学
道理，从中认识革命性的科学事件，
培养创新意识和科学精神。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
授 林培英）

201.谈美

朱光潜 （1897—1986） 是我国著
名美学家、翻译家，是中国现代美学
的先行者和开拓者之一。他的 《谈
美》 一书，是 1932 年以书信的形式为
青年所写的一本美学入门书，主要内
容是谈艺术和美，却着眼于培养人的
艺术修养和审美能力。此书的最大特
点是，作者以亲切、平等的对话方
式，以对青年学生的理解、同情和将
心比心的态度，与读者谈文说艺，纵
论人生。文字深入浅出，充满真知灼
见，是青年学生学习美学、提高艺术
修养的入门读物和向导。自问世以来
深受读者喜爱，被认为是中国美学学
术性和普及性相结合的经典读物。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 奚传绩）

202.极简中国书法史

汉字字体的演变经历了篆、隶、
楷等发展阶段。不同的字体，有不同
的书写方式，其丰富的结构体势，构
成了我国书法艺术千姿百态的风貌。
此书以字体为纬，时代为经，如一串
串闪光的珍珠，穿起了中国千年的书
法史。此书虽然文字极其简练，但对
不同字体的特点和演变过程、不同书
法家的风格流派，配以清晰而具有代
表性的图片，将中国书法艺术的来龙
去脉作了全面介绍，具有很强的可读
性。作为中国文化精髓的书法艺术，
近年来中小学中普遍开设了书法课，
此书对中学生了解中国书法艺术，学
会欣赏书法艺术，以及提高中学生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了解都有很大的
帮助。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
导 胡知凡）

203.中国古建筑二十讲

中国古建筑艺术其布局、空间、
结构、建筑材料及装饰艺术等，在世
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中国地域辽
阔，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建筑艺术风格
又各有差异。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古代建筑的类型很多，主要有宫
殿、坛庙、寺观、佛塔、民居和园林
建筑等。此书共分二十讲，对各类中
国古建筑，如宫殿、寺庙、陵寝、园
林、民间建筑等各个方面的基本特

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做了描述和总
结，并配有三百多幅精美的彩图。书
中还有 《梁思成与中国建筑》 一讲，
试图唤起人们对古建筑的保护意识。
此书对中学生了解中国古建筑，学会
欣赏、爱护古建筑，提高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认识，增强民族自信心方
面，都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是一
本很好的课外阅读读物。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
导 胡知凡）

204.江南古典私家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艺术历史悠久，且
独树一帜，自成体系。私家园林之
中，最负盛名的是江南古典私家园
林。“江南园林甲天下”便是流传很广
的对江南古典私家园林的赞语。其
中，苏州的古典私家园林中的拙政
园、网师园、沧浪亭、狮子林、留园
等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 《世界
文化遗产名录》。《江南古典私家园
林》 一书，全面地介绍了 27 处江南古
典私家园林，并且结合实例介绍了江
南古典私家园林的主要特点及其主要
的造园手法。全书图文并茂，有叙有
议，文字深入浅出，既能开阔视野，
又能增进知识，还可获得美的享受，
提高审美能力。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 奚传绩）

205.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傅雷 （1908—1966） 是我国著名
的翻译家。他的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
讲》， 原 是 他 1931 年 由 法 国 留 学 归
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担任
美术史课的一份讲稿，后经深入研
究 于 1934 年 完 成 的 一 份重要资料。
他逝世后，被发现其中有许多真知灼
见，经专家校订，并配以大量插图公
开出版。全书涉及西方美术家及其作
品大都是大师级的美术家和世界美术
名作。由于傅雷在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时，曾在卢 浮 宫 美 术 史 学 校 听 课 ，
又 目 睹 了 卢 浮 宫 的 许 多 美 术 名 作 ，
对这些美术名作有他自己独特的感
受 ， 能 对 作 品 进 行 深 入 浅 出 的 分
析 。 该 书 出 版 后 深 受 广 大 读 者 欢
迎，不断重版增印，成为美术作品
鉴赏优秀读物。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 奚传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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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些从心灵
深处打捞出的文字，
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文
字间辉映的童趣、情
趣与理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