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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经典

带一本童话去流浪

■

王君

人到中年，走了一些路、经了一些事、

遇到了一些人、想了一些问题……你渐渐

成为了一个有故事的人。于是，被生命深

处的一个声音呼唤着，你会情不自禁地回

过头去反反复复重新研读一些书。因为你

渐悟：其实，许多生命的密码早就被那些

杰出的作家藏在了他们的作品中，你曾经

和未来的行走不过就是一种解码。 于我，

比如《安徒生童话》。

2009年， 我又一次站在了生命的十字

路口：是留在老家重庆继续发展，还是北上

入京寻求新的突破？选择很艰难。几乎所有

的亲人、 师长和朋友都反对我的新计划。我

理解他们！我“流浪”的次数已经太多了：从

乡镇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市区，在现行的体

制下谋求工作调动，每一次都有飞蛾扑火般

的悲壮，留下的都是血迹斑斑、伤痕累累。现

在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工作、家庭样样顺心，

事业发展一片大好。我也不再年轻，该享受

生活，享受前半辈子的奋斗成果了。在这个

关头，却要放弃一切，到一个高竞争、高压力

的陌生城市重新开始，代价太大，风险太大！

反对得最激烈的是父亲。情急之中，他

跳起来骂了我这个不听话的女儿一句：“你

简直是在发疯！”我悚然一惊，这话何其熟

悉！ 我默默地回到书房， 翻开《安徒生童

话》，翻到《丑小鸭》。这是我的枕边书，从小

到大我总被什么牵引着， 一次一次地去读

《安徒生童话》，读《丑小鸭》。这本童话书为

什么有这么大的吸引力，我却朦胧着。

《丑小鸭》 本质上就是一个生命逃亡

的故事：小鸭子也可以不逃，可以选择苟

活，但它不。丑小鸭明白，即使它学不会

“下蛋、咪咪叫、拱起背发出火花”的本事，

但只要能够练出讨好主人的法子，它就可

以在这间小茅屋中安身下来。 但丑小鸭

不，安徒生这样写它：

小鸭坐在一个墙角

里，心情非常不好。这时它想起了新鲜空

气和太阳光。 它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渴望：

他想到水里去游泳。小鸭说：“我想我还是

走到广大的世界上去好。”于是，母鸡毫不

留情地诅咒它：“你简直是在发疯！”

就是这

句话，在父亲骂我的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

了，我为什么一直迷恋《安徒生童话》，迷恋

《丑小鸭》这个古老的童话故事了。因为我

同时想起来另外两个童话故事———米切尔

《犟龟》和严文井《小溪流的歌》。和丑小鸭

一样，犟龟和小溪流也是因为坚持和执著，

最后成就了自我的童话形象。

在课堂上，我和学生讨论过它们。孩子

们都最喜欢丑小鸭， 认为它是最有魅力和

生命力的一个，但原因却一直语焉不详。此

刻，我突然明晰：犟龟的目标是参加狮王27

世的婚礼，这个目标清清楚楚，所以犟龟的

行动纲领也清清楚楚， 那就是排除万难执

著于这个目标，天崩地裂也不改变。小溪流

也一样，它的目标就是“向前再向前”，壮大

自己再壮大自己。比起他们，丑小鸭就惨多

了， 它不仅不知道自己未来将是高贵的白

天鹅，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它只是靠着一种生命的本能在不断逃亡。

目标的不确定甚至无目标， 让丑小鸭的逃

亡之路真正充满了隐喻。而这点，和我们普

通人的生命处境多么相似啊！ 并无明确的

辉煌前景作出保证的行走， 靠的是世界本

身的吸引力量和不断地释放自己生命本能

的力量， 我们从丑小鸭的形象中照见了真

实的人生和真实的自我。

所以，《丑小鸭》 成为了经典中的经

典。我大悟，不再彷徨：决定放弃一切，选

择远行。在心灵手记中，我这样写道：“我

相信，未来仅与想象力有关。只要想象力

能够触及的角落，我们的生活就能抵达那

种深度。我们需要最朴素的生活和最遥远

的梦想，即使明天天寒地冻，路远马亡。”

于是，我重新上路，继续流浪，带着一

本永远的《安徒生童话》。

（作者系人大附中西山学校教师）

三代人与一本书的情缘

■

韩洁

我和家人认识霍达老师是在2007年参

加《穆斯林的葬礼》20周年纪念活动时。活动

前的一天，我在广播里偶然听到“《穆斯林的

葬礼》 出版20周年座谈会征集粉丝读者”的

启事，心砰砰直跳，庆幸自己听到了这条消

息，马上给主办方写了邮件，申请参加活动。

我这样激动和急切还不是为了自己，虽然我

也是《穆斯林的葬礼》的“粉丝”，但我家还有

一位老资格“粉丝”———我的爸爸。

伴爸爸度过“多事之秋”

我的爸爸是位教育工作者，也是霍达

老师的同龄人。 59岁时患了脑血栓，康复

期间，他开始精读《穆斯林的葬礼》，两三

年间做了十多万字详细的读书笔记，摘抄

了最喜欢的段落和许多老北京方言，还手

绘了主人公院落的示意图，这本小说使他

病后的生活重新变得丰富而有意义。 在他

的影响下，妈妈也喜欢上了这本书，还影

响到了我的婆婆，她又把这本书介绍给自

己的兄弟姐妹们……爸爸在20周年纪念

活动时写了一篇文章谈他的阅读感受：

多年前，我在出差时买了一本《穆斯

林的葬礼》，浏览后觉得值得一读，但当时

工作很忙，平日读的都是专业书籍，没时

间读大部头的文学作品，我想，以后有空

一定仔细读几遍这样一本好书。

没想到，

59

岁时我“有空”了，居然是因

病而有空。 我在治疗期间，走路、写字都出

现障碍，脑子也不那么好使了。 虽然老伴

照顾得很好，但我的心情有种说不出的阴

沉，这时候，对我最好的安慰和鼓励就是

这本《穆斯林的葬礼》。 沉浸在波澜起伏的

故事中，被主人公的命运深深打动，知道

近百年来国家的曲折轨迹，看到民族的行

进路线、百姓的生活境况，同时在回顾历

史中对照自身的经历，不知不觉驱散了内

心的沉郁，使我忘掉了疾病。

我一边读书一边思考，因为我非常热

爱从事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读书时也不

免想到，如何指导教师们先从自身的阅读

做起再教学生阅读。 我时常清晨四五点起

床，读书、思考、批注和做笔记，就这样，两

年间，我读了十几遍《穆斯林的葬礼》，陆

陆续续写下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 一方

面是我对这本书的热爱，同时也是一个自我

挑战和证明，这本书成为我那段日子里不可

或缺的精神支柱。

后来，我的身体逐渐康复，一些学校

请我去给老师们讲如何指导学生阅读和

写作。 每次我都会讲我怎样阅读《穆斯林

的葬礼》， 很多老师都借阅过我的读书笔

记，很多老师都去买了这本书……这种分

享和传播，让我感到非常快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5月，爸爸

因脑出血在老家住院，医院建议开颅做手

术。 霍达老师知道了，马上叮嘱我不要急

着开颅，先帮我找一位专家看看片子。 我

听见她在电话里托付：“我一个老朋友的

女儿去找你，你要像对待我一样对待她。 ”

专家认真地看了片子，确定爸爸不需要做

开颅手术。 我们听从了这个重要建议，爸

爸免去了开颅之苦， 至今脑出血没有复

发。 这件事让我们全家永远感谢和铭记，

这是一位作家对读者的情谊，也是霍老师

对朋友的一贯态度。

我从唯美想象到现实的感悟

我的大学时代是上世纪90年代初，同

学中传看着《穆斯林的葬礼》，但图书馆常

常借不到这本书， 所以宿舍里哪位同学借

到了，就几个人轮着看，我常常是等别人睡

着了、熄灯后自己在深夜打着手电加班看。

那时候，我们最为韩新月和楚雁潮的

爱情故事感叹唏嘘。 随着年龄增长，后来

再读，会更加注意故事的大背景、文化内

涵以及很多人情世故，包括以前不喜欢的

韩太太，也渐渐变得可以理解。

读这本书的时候， 我当然没想到，多

年后我能和霍达老师成为忘年交。 那是参

加了《穆斯林的葬礼》出版20周年座谈会

后的第二年，我想为我们的杂志《金色年

代》 采访霍达老师和她的先生———著名画

家王为政老师。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到她

家做客，说是采访，其实是和霍老师、王老

师轻松地聊天。他们问我爸妈身体怎么样、

都吃些什么药，我一下子回答不上来，我心

里奇怪，怎么会问这个问题呢？后来我才悟

出，我们自认为是孝顺孩子，可是连父母吃

什么药都不知道，算什么孝顺呢？

后来和他们接触多了，类似的触动有

很多。 我曾经以为，大作家和大画家大概

都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和他们接触渐渐多

了，才知道他们生活得是多么认真，而这

也正是他们创作的源泉。

那次采访最终没能成文， 因为霍老师十

分坦率地说：“我担心你这一两个小时的采访

并不能真正了解我们，还是我自己来写吧。 ”

其实我心里真是求之不得！没多久，霍老师发

给我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名为《爱情·家庭·

事业》，写得非常详实、生动。她说：“爱情和事

业的关系，对我而言，是一个类似‘鸡生蛋还

是蛋生鸡’的问题，永远也分不清孰先孰后，

孰轻孰重。在这个家庭中，创作是我们最主要

的生活内容， 文学和艺术是我们说不尽的话

题。 是爱情培育了这个家、 培育了我们的事

业， 也是这个家和我们共同的事业培育了长

久的爱情。无法想象，如果不是这样一种家庭

组合方式，或是改换一种生活内容，我和他将

怎么活下去？ ”

她写到了创作《穆斯林的葬礼》的情形：

“在我写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的时候，长

达数月，闭门书斋，家务琐事也都不闻不问。

虽然有保姆料理家务，但他作为一家之主，要

操多少心啊，况且他作为一位画家，本身也在

从事着呕心沥血的艺术创作！人们常说艺术家

是‘不顾家’的人，是我把他改变了。 他也极大

地影响了我、改变了我。 我自幼被父母娇生惯

养，本不善于持家。 可我一直坚持一个‘原则’，

决不让先生进厨房，这里决没有贬低厨师的意

思，我只是固执地要尽一个妻子的义务。 ”

文章描绘了他们互相扶持、 不可分割的

感情生活，我想，如果韩新月能和楚雁潮结为

连理，大概就是这样吧。

霍老师曾经在《穆斯林的葬礼》后记中说

过：“我有一个创作习惯， 我在打好腹稿之后

不急于落笔，愿意口头讲述一遍或数遍，讲给

家人听，或是讲给朋友听。这是对腹稿的一个

考验，如果不能打动别人也不能打动自己，写

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呢？ ”我当时想，那些听她

讲述故事的朋友是何等的荣幸！ 没想到，

2010年，在她创作话剧《海棠胡同》时，我就

荣幸地成了听她讲述腹稿的朋友之一。

为儿子做智慧和爱的启蒙

我儿子今年14岁，上初三。他从9岁起，每

年假期，就在外公的指导下阅读《穆斯林的葬

礼》，祖孙一起读书是爸爸如今最大的享受。

儿子很小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从看图画书

过渡到看真正的文字读物， 渐渐看大部头的作

品。开始时，爸爸选择这部书中精彩的片段和他

共读，渐渐地，孩子有了兴趣，可以自己抱着书

读了。虽然他未必有多么深刻的理解，但他也喜

欢这部作品，能说得上来很多人物和故事情节。

像我儿子这样的小读者一定还有很多，在

这个浮躁的大环境下，孩子从小心里能沉淀几

部这样的作品，对价值观的形成、对爱与美的

理解会起很好的作用，家长会觉得欣慰。

我们承认， 当今文坛的确有不少优秀的

作品问世， 但是我们能让孩子沉迷于网络小

说吗？ 能去阅读《白鹿原》、《长恨歌》吗？ 虽然

那也是获茅盾文学奖的精彩作品， 但是我们

愿意用这部作品开启孩子的阅读之路甚至人

生之路。 记得在《穆斯林的葬礼》出版20周年

座谈会上，霍达老师动情地说：“《穆斯林的葬

礼》20岁了，我不禁百感交集，孩子大了，母亲

老了。”话说到这里，她潸然泪下。我们能够理

解她的感慨，但是这样一部传世之作不会老，

会继续影响和感动更多的人。

■

李之义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我获得瑞典对外

文化交流协会颁发的奖学金，开始在斯德

哥尔摩大学文学系研究瑞典文学，主攻瑞

典戏剧家、小说家斯特林堡。我的导师是

斯特林堡专家厄尔夫·布埃丘斯（他的博

士论文为斯特林堡与他的妇女问题），他

要求我每周要读几百页斯特林堡的作品。

当时我的瑞典语知识还相当有限，对斯特

林堡的了解就更少，因此完成作业成了很

大负担。除此以外，在最初的几个月对各

种环境也不适应。实际上我来不及读那么

多页书，因此，我每天都很疲倦和紧张。我

的朋友发现我有些不对劲，经常会重复斯

特林堡在作品中的一些话，如“做人太难

了”、“你已经得到了你想要的一切， 得到

了生活给予的最美好的东西，你还有什么

可抱怨的呢？” 担心我的精神方面出了什

么问题。于是，建议我读一些儿童书籍，并

向我推荐《长袜子皮皮》这本书。我立即被

这部作品吸引了，而且特别喜欢主人公皮

皮：

她头发的颜色像胡萝卜一样，两条梳

得硬邦邦的小辫子直挺挺地竖着。她的鼻

子长得像一个小土豆， 上边布满雀斑。鼻

子下边长着一张大嘴巴， 牙齿整齐洁白。

她的连衣裙也相当怪， 那是皮皮自己缝

的，原来想做成蓝色的，可是蓝布不够，皮

皮不得不这儿缝一块红布，那儿缝一块红

布。 她的又细又长的腿上穿着一双长袜

子，一只是棕色的，另一只是黑色的。她穿

一双黑色的鞋，正好比她的脚大一倍……

我一边读一边笑，读完以后我觉得自

己也像皮皮一样强壮有力，把一切烦恼都

抛开了，感到生命是多么美好。我为女作家

的艺术风格、心理学、幽默感和叙事情趣大

为折服。出于职业的习惯，我立即动手翻译

这部作品， 用了我在瑞典的第一个暑假时

间。但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出版《长袜子皮

皮》这类书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一些著名文

化人士也持反对态度，认为该书不适合中国

国情， 担心皮皮会成为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但是经过多次讨论，《长袜子皮皮》 终于在

1983年于上海出版。 这部作品立即受到欢

迎，不仅在孩子们中间，而且在部分领导机

关也如此。1986年，团中央向全国青少年推

荐的书目中就包括《长袜子皮皮》，而且是当

年唯一被推荐的外国书籍。在我的生活中也

多了皮皮这位朋友，以皮皮为友已经30年。

厄拉·利兰德尔女士当时是瑞典对外

文化交流协会奖学金部主任，她对于我翻

译《长袜子皮皮》很高兴，安排我去见作者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1983年7月的一天，

我来到达拉大街46号拜访她，她当时还相

对年轻和健康。她亲自为我煮咖啡，我们

谈了很多关于文化、文学、儿童和教育方

面的问题。我告诉她，我出生在农村，父母

都是穷苦农民。她说，她也出生在一个贫苦

的农民家庭。我惊奇地发现，我们有很多共

同语言。此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至今我

还保留她写给我的信。1986年，她从朋友那

里听说我还用手写字搞翻译时， 托人给我

带来一万克朗，以便我能买一台计算机。

女作家两次为《长袜子皮皮》中文版

写序言， 其中她写道：“皮皮已经在德国、

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有了很多朋友，她一

定会在中国结交更多的朋友。” 她说得完

全正确，皮皮在中国有很多很多朋友，《长

袜子皮皮》中文版至今有5个不同的版本，

发行量超过100万册，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

放了皮皮的故事，中国儿童剧院在北京、上海

等城市多次上演儿童剧， 很多小学集体组织

学生去看这部戏。浙江师范学院给我写信，说

他们把《长袜子皮皮》当作教材，我也多次被

邀请到学校讲皮皮的故事。2007年， 中央电

视台去瑞典拍纪录片《阿斯特丽德·林格伦》，

纪念女作家诞辰100周年。

为什么《长袜子皮皮》在中国受欢迎？当

下中国是一个竞争社会，生活紧张、激烈，压

力很大。很多父母认为， 孩子能上好的学校、

获得足够的知识， 对于进入社会很重要。 所

以孩子每天都要读呀、 读呀， 甚至节假日和

寒暑假都要学习。 《长袜子皮皮》 带有革命

性， 因为皮皮很少保守和迷信权威， 孩子们

向往皮皮世界， 她是自由人类的象征。 今日

的中国正在讨论教育体制改革， 我认为， 如

果教育工作者们读一读 《长袜子皮皮》 的故

事， 可能是有益的。

（作者系《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全集》 中

文版译者）

一线教师

阅读现场

译者亲笔信

阿斯特丽德·林格伦是世界级的儿童文学大师，是“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被亲

切地称呼为“童话外婆”。其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已出版

90

多种版本，发行量达到

1.3

亿册。林格伦推崇的是自由的儿童教育思想，用神奇的笔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儿童

世界，塑造了一系列反传统的少儿形象。近日，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推出了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全集》中文版（共

14

册）。

有一本书垫底

■

徐飞

书籍如风景，有的如秀美精致的园林，

有的如怒涛拍岸的大江， 或给人以美的恬

静，或给人以力的震撼。我偏爱于后者，至

今仍受惠于一本书所带来的力的撞击。

那是我读师范的第二年， 听老师课上

介绍傅雷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课下便

迫不及待地去阅览室借阅。遗憾的是，在那

间老旧的图书室只能找到一本边角卷起的

上册，封面青橙色。抱到寝室，便一头扎入

书中。“……真正的英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

的情操， 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

了。所以在你要战胜外来的敌人之前，先得

战胜你内在的敌人……”多么好的句子，但

因为是借阅的图书，不能圈划，我只能边读

边摘抄。连续

3

个晚上读到凌晨一两点，留

下了几十页激动的字迹。

在寻觅下册的日子里， 我有一种甜蜜而

忧伤的期待。当听说一位学兄有一套《傅雷译

文集》转卖，我赶紧联系，四处筹借，花了

200

元终于把

15

卷的《傅雷译文集》据为己有。现

在， 我终于可以完整地阅读 《约翰·克利斯朵

夫》，但为还借款，节衣缩食的我还要招待一位

常客———饥饿感，不过，我的日子鲜亮而明快。

读《约翰·克利斯朵夫》时，我的眼前时

常浮现着一条河流： 它的上游清澈孱弱，缓

慢地流淌。到了中游后，它吸纳着两岸的支

流，逐渐变得深邃和激越。当遇到阻碍时，它

会激起冲天的浪花。而在它的下游，水流开

阔而平缓， 甚至让人觉察不到它的流动，但

它的下面仍然潜藏着湍急的水流。生命就像

一条河流的生长， 约翰·克利斯朵夫从孩童

时的勤奋与坚忍， 走向青年时代的激情澎

湃 ， 最后迎来了生命的宁静与超然 。骆

驼———狮子———婴儿，尼采的人生三重境界

似乎也成了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生命注脚。

每条小溪都可以流成波澜壮阔的大

河， 我从这本书里感受到英雄的呼喊和理

想的召唤。如同黑暗的海面上，一道闪电巨

斧般地劈开了浓黑的夜幕， 世界从未如此

清晰地突现在眼前。我似乎猛然觉醒，发觉

生命唯有在激情和创造中才不会死亡。记

得当时我还仿照徐志摩的句子， 在书的扉

页上工整地写下：“我的眼是约翰·克利斯

朵夫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约翰·克利斯

朵夫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约翰·克

利斯朵夫给我胚胎的。”从此，约翰·克利斯

朵夫如同我的兄长、我的父辈，总在关键时

候提醒我、帮助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帮

我修补了四处漏风的脆弱心灵。

工作后不到半年，由于家庭因素，我与

初恋女友分手了。那段时期，我的世界全部

冰冻， 很少与人交流， 蜷缩在自己的冬天

里。偶尔的一次，翻开《约翰·克利斯朵夫》，

我看到了自己。克利斯朵夫在爱情失败后，

整日酗酒，这时，他碰到做小贩的舅舅，舅

舅的话让克利斯朵夫开始了整夜的反省，

彻底做了番检讨。那些话有着神奇的魔力，

也让我的心灵冰层逐渐融化。

一次，一位得意门生向我告别，他要出

国了。我手边别无他物可赠，便将《傅雷译

文集》中的四卷《约翰·克利斯朵夫》赠予

他。后来，他发邮件告诉我，他将这

4

本有

我批注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带到了美

国，一直放在身边，常常翻阅，信中有一段

文字：“圣者克利斯朵夫渡过了河， 扛着一

个沉重的孩子，而这个孩子就是‘即将来到

的日子’。每当读这本书的结尾时，我总是

信心倍增，心里便有了无尽的力量，我不再

为眼前的困难而苦恼。”

《红灯记》 里李玉和说：“有你这碗酒垫

底，我什么样的酒都能对付！”而在人生的漫漫

路途中，有一本像《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样的

好书给你垫底，你也便不会孤单、不会害怕！

（作者系苏州大学附属中学教师）

编者按：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阅读记忆，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会有来自经典图书的精彩故事或精彩内容让你久久难忘，这些

故事和内容甚至会影响你的一生。也许，让你有深刻阅读体验的书不一定是名著，但它一定是在那个年代、在当时最适合你的书，它

会带给你启迪，让你感动和振奋，或是让你伤心落泪，产生无限遐思。也许，喜欢一本书没有理由，但是你会把一本在别人看来普普通

通的书，像名著那样精读。人们在一定的年龄、有了一定的生活阅历之后，常常会转移自己的阅读兴趣，又会去寻找一本新的经典图

书，这就是阅读之乐。人生苦短，而读书让你有了超越现实的生活体验，让你可以在历史、现实或未来中尽情穿梭……

1987

年

9

月

1

日，作家霍达深情地写下《穆斯林的葬礼》后记中的最后一句话：“请接住他，这是一个母亲在捧着自己的婴儿！ ”

25

年过去，《穆

斯林的葬礼》不断再版，销量突破

200

万册。 小说的装帧设计不断在变，不变的是读者对作品的惦念和喜爱。 近日，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举办

“《穆斯林的葬礼》出版

25

周年答谢读者座谈会”，在现场，读者韩洁与大家分享了一家三代人与这本书相遇的故事。

《林格伦儿童文学作品全集》 中文

版之 《长袜子皮皮》 （瑞典） 阿斯特丽

德·林格伦著 李之义译 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总社

2012

年

7

月出版

美国写作导师教你写小说

小说创作可以学吗？ 美国知名写作导

师杰里·克利弗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与音

乐或者绘画不同， 写小说是一种后天习得

的技能。 作为美国最成功的独立作家工作

室———“作家阁楼” 的创建者， 克利弗用

了

30

年时间研究和传授创作的要素、 技

巧， 被认为是 “最了解作家困惑的写作教

练”。 近日， 杰里·克利弗在北京大学讲授

“故事理论与技巧”， 这是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主办的 “即兴写作” 系列讲座中国巡

讲的北京首站， 之后在北京师范大学、 中

国人民大学等高校进行。 在杰里·克利弗

的观念里， 写作需要的是训练， 一个写作

新手的成功需要指导， 而写作过程是体验

发现自己的过程。

据了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杰

里·克利弗的“创意写作书系”是关于文学

创作的教科书和自学指导， 旨在引进美国

的“创意写作”理念，目前已经出版《成为作

家》、《小说写作教程》、《开始写吧！———影

视剧本创作》、《故事技巧》、《情节！ 情节！》

等

7

册图书。 （却咏梅）

延伸阅读

《穆斯林的葬礼》 霍达著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年

8

月出版

本期主题：一人心中一本经典

我与皮皮为友30年

书籍是风景，不会因时令迁移而凋零，更不会因年代

久远而斑驳，它们就像一坛坛老酒，历久弥香。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