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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春节注定要与美过招，1月8

日，故宫博物院“开放宫闱”，向公众推

出“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

览。该展览是故宫博物院首次大限度还

原清代场景，6 大主题均按照清宫旧俗

复原年节装饰，以及首次复原消失近

200 年的活动，如高大的天灯、万寿灯。

让公众只要走进紫禁城，便能感受到浓

浓的年味，获得沉浸式的体验。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不止身临其境

这一方式，指引式阅读同样也能获得同

感。2019年初，一批艺术图书将在春节

伴你领略美和艺术。如《达·芬奇手稿》

（化学工业出版社2019年1月版）一书，

通过300份插图和手稿探索了这位多重

身份的天才大师，达·芬奇不仅仅是一位

画家，他还是一名天文学家、发明家、建

筑工程师，擅长雕塑、音乐、发明、建筑，

通晓数学、生理、物理、天文、地质等学

科，涉猎甚广。该书对其各种手稿进行

了展示和剖析，读者可以从中得到灵感、

获取知识，他那颠覆艺术史的惊人直觉，

无不令人着迷。

《伟大的艺术家》（华中科技大学出

版社 2019 年 1 月版）从达·芬奇到弗里

达·卡洛，展现了 83 位艺术家的内心世

界、八卦艺术史，包括成名作背后的趣事

以及轶事。《英国当代艺术名家访谈录》

（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年11月版）聚焦

英国当代艺术名家们跌宕起伏的成长经

历、生活状态、工作方式，以及鲜为人知

的故事，没有艰深枯涩的理论，没有故弄

玄虚地说教，也没有老生常谈，还原了一

个个平凡而又非凡的艺术人生。《听十四

位导演讲纪录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9年1月版）则呈现了14位导演讲述

纪录片拍摄之道，并对纪录片拍摄的选

题策划、采访人物选择、采访方式的确

立、画面效果的呈现、音乐创作及剪辑等

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除了一手资料的指引，名人讲艺术

和艺术大师，一直都引人关注，傅雷的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1985年11月版），因太过出

名，市面上版本众多。还有“蒋勋艺术

美学系列”，画家莫奈、梵高、达·芬奇等

都是他的阐释对象，这一系列也是许多

读者想要入门艺术却绕不过的书目。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9 年 1 月推出的

《余光中讲梵高：追寻生命》诠释了梵高

画作中所蕴含的美学奥秘。余光中相

较傅雷和蒋勋，他谈艺术的作品不多，

但作为我国首位翻译《梵高传》的文学

大师，他对梵高及其画作有着理性兼具

感性之美的解读。

相比名人说艺术，近年来，讲述更浅

显一些的艺术科普作家在网络上走红，

诸如顾爷的“小顾聊绘画”系列累计出版

30多万册。湖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12

月推出了风靡网络的“毒鸡汤书法”创作

者、跨媒体艺术家朱敬一的艺术随笔集

《慢慢跑，比较快》，在书里，他分享了学

艺术时的有趣经历，对现当代艺术的私

人解读，对艺术创作、美术教育的心得体

会，参观美术馆的一手经验，和用艺术思

维对待日常饮食的精彩发现。该书从文

字和视觉两个角度，带读者走进网红艺

术家的创作轨迹。作者对于当代艺术的

观念独特，擅长拆解、打开新的思维角

度、找到艺术和普通人之间的连接点。

他的人生经历和思考问题的方法，都将

带给读者有益启发。

此外，展现设计风采的书也值得关

注，如《经典企鹅：从封面到封面》（上海

人民出版社2018年12月版）、《你好，这

是我们的名片》（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年1月版）、《请原谅设计》（浙江大学出

版社2018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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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著名散文大师林清玄

因病去世，全网掀起一阵告别热潮。

林清玄生前在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

的《人生幸好有别离》（2019年1月版）

一书也因此快速进入当当网新书热

卖榜前10名，据长江文艺出版社负责

人透露，该书在1月23日这天销量达

1万多册。

我们需要学会告别，坦然面对

生死。已经花甲之年的林清玄近年

热衷禅修，他的绝笔之作《人生幸好

有别离》正是写在人生65岁，关于生

命的至理绝唱，感悟人生无常，深思

生离死别。他在书中写道：“在无常

的生命与永恒的时间面前，我们的不

安与焦虑需要治愈。文学在忙碌与

琐碎的生活之中，在不经意间带给我

们一念之转。”

对于死亡，林清玄有着豁达的生

命观，他认为，一切的死亡，都不是在

目的地发生，而是在旅程中发生的。

因此，很多人还来不及告别，遗憾就

随风而至 。关于告别，无论是老人、

成人，甚至是孩子，每个人都或多或

少有过遗憾。如《最后的告别》（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2018 年 12 月版）讲述

爱与失去，人们总以为，还会有下一

次，却在浑然不觉中，经历了最后一

次。作者玛丽莎·莫斯说，面对厄运

和逆境，我们都有能力面对。面对死

亡，放手之后，却是更难的苦旅。《穿

越时空的告别》（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版）是一部关于阿尔茨海

默症题材的书，我国已步入老年化时

代，许多孩子在收获家里4位老人疼

爱的同时，也要承受目睹老人困病衰

老的全过程。离别是生命的本质，只

有看清这一点，才能拥有未来，这也

是作者彭素华关于离别的态度。但

有时候，告别不是和别人的，而是对

自己的。《无法完成的告别》（湖南文

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是一部抚慰

人心的疗愈之书，探讨了如何自我疗

愈，该书作者旨在通过不断告别告知

读者认清自己，尤其是那些敏感的年

轻人。

关于告别，这是每个人都要学习

的一门课程。正如《悲伤的力量》（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

中所说的那样：面对并理解死亡带来

的悲伤，获得生活的意义与力量，这

不光是勇敢者的功课，而是所有人

的。在该书中，我们会读到15则关于

爱、失亲、面对自己的死亡以及抚平

悲伤的动人故事，要治愈悲伤，首先

要允许自己感受伤痛。而《最后的期

末考》（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年12

月版）可谓是《实习医生格蕾》的纪实

版，该书作者陈葆琳是美国著名外科

医师，她将自己从业医生以来面对生

死的思索汇集成书。她认为，只有当

医者深入理解自身死亡焦虑的根源，

以及治疗的意义（更多的治疗，并不

代表更多的爱），才能做好某些比治

愈疾病更重要的事：陪伴在病患和家

属身边、聆听他们的感受、缓解他们

的伤痛。唯有如此，医者才能成为真

正的“疗愈者”。

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终极

话题，每个中国人都要上生命课，就

从不再避讳谈论死亡，并好好做一个

告别开始吧。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解乔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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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携《人世间》在京出席研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中国青年出版总社联合主办的梁晓声

长篇小说《人世间》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出席会议并

讲话，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党委书记、社长皮钧，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人世间》责任编辑李

师东，文学评论家吴秉杰、孟繁华、贺绍俊、白烨、张志忠、李朝全、何弘、刘琼、李国平、王春林、张

莉、刘颋、席云舒、刘大先、岳雯、饶翔等出席会议。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人世间》（3卷本）自出版以来深受好评，获得中国出版协会文学艺术工作委员会“2018年度中国

文学好书奖”，还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改革开放40年重点宣传选题在小说连播节目中播出。该书

是梁晓声历经数年完成的现实主义作品，刻画了十多位平民子弟跌宕起伏的人生，从20世纪70年代

写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堪称一部“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也是改革开放40年的文学记录。会上，

梁晓声坦言：“我有一个心愿——写一部反映城市平民子弟生活的有年代感的作品。我一直感到

准备不足，到了六十七八岁，我觉得可以动笔，也必须动笔了。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

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对他们将来的人生有所帮助。”该书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是

近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佳作。 （霂霂）
《人世间》梁晓声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11月版/238.00元

告别是人人必修的生命课

1 月 8 日，英国 BBC 新闻网“偶

像”栏目发起“20世纪最伟大人物”评

选，选出对人类当前生活影响最大的

杰出人物。随后公布的“科学家篇”

名单中，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或医

学奖得主屠呦呦与居里夫人、爱因斯

坦以及书数学家艾伦·图灵共同进入

候选人名单。屠呦呦是科学家领域

唯一在世的候选人，也是所有28位候

选人中唯一的亚洲人。该节目这样

介绍屠呦呦：一位药物化学家受古籍

启发，她的研究帮助挽回了数百万人

的生命。

由中国中医科学院撰写的《屠呦

呦传》（人民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精装版近日面世，该书虽从屠呦呦的

一生讲起，却折射出了科学家探索科

学的艰辛过程，以及永不停止的科

学精神。如果没有医学，人类如同

生活在黑暗的角落中，当这缕光芒

来临时，不仅照亮健康之路，也带给

我们的文化以丝丝温暖。《照进角落

的光》（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8 年 11

月版）一书梳理了从远古到中世纪

的医学，体现了医学对人类发展历

程的重要性。《破译健康密码》（外语

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

图文并茂地展现了科学大师的智慧

风采和科学的无穷魅力，从6大健康

话题切入：不为人知的饮食诀窍、不

可小觑的微生物、不可不知的健康

指南、延缓衰老的科学处方、为了下

一代的健康和后基因组时代的人类

未来，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了科学

家在科学领域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改

变人类命运的重大发现。

科学家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旨在

帮助更多的人，但我们真的懂那些科

学成果吗？事物往往都具有两面性，

有好的一面，亦有不好的一面。好的

一面是人们通过药物维持生命或身

体健康，不好的一面是重大疾病的药

物都十分昂贵，往往会让一个家庭濒

临破产。

2018 年一部《我不是药神》的电

影，将白血病患者与天价抗癌药的冲

突带入公众视线，一时间激起了整个

社会对药企和药品定价的激烈讨

论。药物是科学和金钱的产物，与人

们的生活息息相关。《药物的故事》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8 年 10 月

版）不仅向人们阐述了药物是什么，

以及它们来自哪里，并对制药工业的

发展作详细描述，让人们对生活中息

息相关的物品有一定的了解。《十亿

美分子：追寻完美药物》（上海科技教

育出版社 2018 年 12 月版）则更为详

细还原最真实的药企竞争与合作，揭

秘不为人知的制药内幕。这部纪实

型的科普书讲述了一个从 1000 万美

元到450亿美元的科学创业传奇，美

国的福泰制药以“基于结构设计药

物”为核心理念，其主打的囊性纤维

化特效药 Kalydeco 是全球第一款直

接针对该病致病基因的药物，被誉为

“2012 年最重要的药物”。可在这荣

耀的背后，却是一个有关科学价值、

夹杂着人性与道德讨论的复杂故事，

引人深思。

科学与科学商业化是伙伴还

是敌人？如何使用这把双刃剑，才不

会让我们受伤？这值得深思。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解乔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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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与科学商业化：伙伴还是敌人？

2018 年湖南卫视的一档综艺节目

《少年说》引发关注，该节目组走进全国

12所中小学，在每个学校搭建了一个特

别的“勇气台”，鼓励青少年来“喊话”。几

乎每一期节目都有少年向父母“喊话”，父

母成为该节目中被“喊话”最多的对象，被

“喊话”的话题诸如：“为什么你老打击我，

看不到我的努力”“妈妈你为什么对我如

此冷漠”“我需要隐私和私人空间”“我不

想每天都吃苹果和鸡蛋”等等。这些话

题，让人不禁想到一句话“世界上最远的

距离，是你在我面前，却不知道我在想什

么”。如今，这句话可以原封不动地套在

这些父母的身上。

据节目组透露说，用这种方式是希

望孩子们在压抑紧张的学习氛围里，释

放内心深处最渴望的诉求、释放情绪。

这同时也给了他们和被“喊话”对象一次

平等交流的机会。

近年来，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育

界和专家一直在倡导：与孩子平等交

流。为什么现实生活中，还有这么多孩

子的需求被忽略？教育专家孙瑞雪认

为，父母要学会爱孩子，而不是教孩子。

她说：“我爱孩子，并始终小心翼翼地仰

视他们”。这句话也始终贯穿于其的教

育理念中。在孙瑞雪主编的《起点》（中

国妇女出版社2019年1月版）一书中，她

梳理了自己教育机构 20 多年来的经验

总结，涵盖了“爱和自由”“规则与平等”

“敏感期”和“完整的成长”4大教育理念，

以及教育机构中老师对这些理念的理

解、执行与感悟。可以说，这是一本集教

育思想与实践方法于一身的家庭教育指

导手册，帮助家长感悟儿童、感悟自己、

感悟生命。

卢勤的《把孩子培养成财富》（浙江

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版）则用具体办法

来解决家长遇到的难题。作为中国最懂

孩子心灵的教育专家，卢勤将问题分为

“把孩子培养成财富”“快乐人生三句话”

“成长比分数更重要”“妈妈‘弱’一点，孩

子会更强”“走进孩子的心灵”等主题，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该书除了结合大量鲜

活的教育实例，还将卢勤几十年的教育

思想精粹分享出来，帮助家长读懂孩子。

而专注开发大脑的专家魏坤琳认

为，培养孩子可以从小对其大脑底层能

力进行培养，他说，不是发展数学思维就

报数学班，培养创造力就报美术班，其实，

最好的科学养育就在家里，在日常生活

的大事小事中。这一理念也是他新书

《魏坤琳的科学养育宝典》（中信出版社

2019年2月版）的主要观点，该书围绕智

力脑、语言脑、情绪脑、运动脑、创意脑“五

脑”养育体系，从培养提升孩子的学习力、

情绪理解力、语言能力、运动能力、创意能

力等入手，从家长实际可操作的角度出

发，在家庭场景中就能轻松把科学养育

知识用起来。魏坤琳认为，只要培养起

这5点“脑计划”，孩子和家长的沟通也会

顺畅许多，可以避免很多成长中的难题。

近期，值得关注的教育类书还有童

喜喜的《喜阅读出好孩子》（湖北教育出

版社2019年1月版）、《不急不乱 轻松养

育多孩》（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9 年 1 月

版）《孩子的天使心：倾听小小孩的善良

声音》（晨光出版社2019年1月版）等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解慧

关键词 成长 教育 沟通

你给我的，是我想要的吗？

正如作家雷蒙德·钱德勒在《漫长的告别》中的那句至理名言：

告别就是死掉一点点，而生命是一场漫长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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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8日，在改革开放40年的节点，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联手喜

马拉雅推出“4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的400本科学科普书”书单，勾勒中国科

学出版面貌。科学精神是人类探索未知的关键，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推荐

更多的科学好书，让更多的优秀科学书进入读者视野。

生 活 类 / 艺 术 类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你在我面前，却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注定是父

母与孩子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吗？

一批艺术指南作品在2019年1月颇为引人关注，有名家讲艺术，亦有新人

作艺术科普，所作均为艺术大众化的努力，旨在让艺术零距离。

如何过一个艺术新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