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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名家话阅读与生活
梁晓声：作家为什么写作
鲍鹏山：元典，是最好的书单
柳建伟：有目的地去阅读

/ 曹文轩：
边读书边思考
/ 解玺璋：
读书需要耐心
/ 安 顿：
阅读绝不能功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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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政 府 力 量 ，还是越来越多的社会组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名家面对面项目组 任志茜/执笔

建设和全民阅读风尚的形塑中来。学
者和作家们作为中国最会读书和写书
的人，他们亦是阅读推广的重要力量，
他们的阅读生活是怎样的？
梁 晓 声 、曹 文 轩 、徐 雁 、鲍 鹏 山 、
解 玺 璋 、李 修 文 、柳 建 伟 、陈 彦 、干 春
松、虹影、徐则臣、申赋渔、杨庆祥、史
雷、徐玲……近 50 位名家欣然接受了
我们的约稿或采访，与读者分享他们
的阅读生活，并给出阅读建议。
《2019
名家阅读生活报告》在此基础上形成，
三部分，同时附有名家荐读书单。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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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名家面对面活动现场

大阅读风尚
文化是滋养灵魂的土壤，
阅读是大
众获取信息和知识的主要方式，
是产生
思想之源泉。作为阅读的深度践行者，
名家们的阅读生活呈现 3 大风尚。

参加书展，
做阅读推广代言人

倡导
“爱读书”
、
引领
“善读书”
，
时下各地书展
已成为各个城市重要的文化品牌，
成为广大读者
年年期待的思想和文化盛宴，
成为社会各界参与
全民阅读的高质量文化平台，
让爱书人不亦快哉。
名家在书展的亮相和与读者的相聚，往往是
书展的亮点，他们就科技创新、文艺创作、传统
文化、儿童阅读等不同话题，与读者互动交流，

大阅读方法
现代人生活节奏忙而杂乱，据统计，2018 年中国网民有 11.3 亿人，人均每天使用移动互
联网时长近 6 小时，短视频使用时长增加 3 成，用户的使用习惯从图文向音视频转变明显，
移动互联网应用形态更为丰富。在碎片化阅读时代，该怎么读书？作家和学者倡导的阅读
之道是什么？他们给出了六大建议。

精读和泛读相结合，
建立阅读内核

说到阅读之道，名家们一致认同要多读书，
读好书。读书的口味杂不是坏事，
读书初期要尽
量多读，只有读到足够数量的书，才能遇到真正
的好书。
读书要从自己感兴趣的书开始，
在快速浏览
性阅读中，找到自己的阅读兴趣点。遇到了，就
不能放过，
要带着问题，
细嚼慢咽，
体味原著的要
义。所选书应为经典著作，最好分布在不同领
域，将其作为“元典”，且要有一定的研究。这些
经典之作会成为一个人的
“阅读内核”
，
然后在此
基础上广泛阅读，之前通过精读养成的阅读习
惯，会不断地“吸附”陌生的知识，逐渐形成一个
越来越大的知识网。当这张知识网足够大的时
候，再在边界上新开一部精读的“元典”，知识体
系就会一步步扩展开。在阅读过程中，
不妨带点
实用性地选择一批对自已一生或对自已人生某
个阶段有作用的书深入、反复地阅读；最后选择
最适合自已，
最实用的几本经典书进行终生反复
阅读。

选书有诀窍
读者常常会在读品内容的选择上花费些功
夫，
有时也会因买到名不副实的书籍而苦恼。如
何从浩瀚作品中去找寻值得读的书？
名家们给出方法，
第一，
著书人认准大学者、
大作家。比如在文史哲研究领域，
名家写的通俗
作品质量不会差，
如就中国思想而言，
冯友兰、
顾
颉刚、
费孝通等人的作品均为质量保证。第二，
认准相关出版领域的品牌大社，
品牌社亦是出版
质量的保证。第三，
参考读书类媒体、
名家的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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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作家记》：记录新时期文学的黄金岁月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编辑家张守仁最新散
文集《名作家记》日前出版。张守仁被誉为北京文
坛“四大名编”之一，他在耄耋之年抚今追昔，记述
与数十位著名作家的交往。作者记忆力超群，又
常年以日记记录点滴，故他笔下所写皆能准确翔
实，细微处也毫不模糊；他同时是位散文家，书写
真挚投入，
文采斐然，人事讲述款款道来。
“写下长达四十多年的编辑忆旧，记下新时
期黄金岁月中旗帜性刊物《十月》的风采，录下作
家们的音容笑貌、情感历程、生活细节，不让它们
湮灭于历史尘埃之中。这是我晚年必须做的事，
也算是我这个老编辑留存给读者的一份薄礼吧。”
张守仁在书中这样写道。
（夜 雨）

《名作家记》张守
仁著/北京十月文艺出
版 社 2019 年 8 月 版/
58.00 元

大阅读主张
名家的阅读可以分为职业性的专业阅读和兴趣所致
的日常阅读。每天都在读书，是他们阅读生活的普遍状
态。即便在路上，也要随身携带一本书，见缝插针地读
书。创作和研究让作家和学者们的日常生活充实而忙
碌，并充满乐趣。
名家多为“杂食动物”，阅读范围较广，年阅读量数
倍于国人平均值；阅读，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2019
年，名家们有哪些阅读偏好，有哪些阅读主张？

阅读，既是生活，
也是工作

分为阅读风尚、阅读主张和阅读指南

名家以身示范，为读书大声疾呼。向读者
奉上用心创作的新书、好书，或带来学术的创
见、做好文化普及，是名家们认为的立身之本和
职责所在。譬如学者是为解决问题而做学问，
让学术回归社会，回归大众，表面上的小学问、
小知识，背后有大问题与大关怀在支撑。又如
历史学家写学术散文是近年的一股风潮，通过
在大地之上行走，他们进行关于历史与现实、自
我与社会的探寻，并通过学术实践来解答。在
写作之外，名家也常乐于在社交媒体进行书单
的分享和荐读，
吸引读者留言和交流。
在全民阅读持续深入的当下，我们需要更
多的专家和作家，为学术爱好者写作、为普罗大
众写作，
推出深受读者欢迎的精品读物。

！

● 第一时间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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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机构，都积极参与到书香社会的

写好书，荐读书

好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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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 导 全 民 阅 读 ，建 设 书 香 中 国 ，
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文化战略。无论

版面所限，先发部分名家畅谈。
）

好书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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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单，
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出版社年度自评好书
书单。第四，
与人共读。如果一个人读书缺少动
力，可以加入读书会或读书班共读一本书，在共
同鞭策中，
与那些伟大的灵魂对话、
叙谈。

巧读经典名著
好书太多，时间太少，经典名著被视作最佳
读品，但经典常常面目严肃，该如何走进并领略
其风采呢？名家给出的建议是，
学会从一本书的
世界路过，
并取走属于自己的那部分。深入的阅
读需要边读边思考，边读边记录，读书静心才有
高质量。对于好的章节，甚至要抄录，把精华部
分背下来。直到把这本书吃透了，
完全化到自己
的心里去，成了自己心灵的一部分。心灵的丰
富，
就由此而来。
正如作家纳博科夫说的，聪明的读者“好像
用的是头脑，
但真正领略艺术带来喜悦的部位却
在两块肩胛骨之间，
就是脊柱，
微微震颤”
。要达
到这种深刻的感受，
需要阅读者既要有作为人的
修养、阅读的素养以及审美力，还要有对于生活
以及自己的敏锐领悟和感受。

善用音视频产品，
跟着大家一起读
时下在线阅读、知识付费方兴未艾，自己读
不懂没关系，没有时间也没关系，用好碎片化时
间。只要想读书，利用“音频＋图书”的复合方
式，跟着大咖一起读，上线上名家公开课亦是学
习的渠道之一，
打造自己的阅读兴趣圈层。
作家徐则臣说，他在今年重读了《战争与和
平》
《静静的顿河》
《日瓦戈医生》，这次大规模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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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自 己 的 阅 读 体 会 与 人 生 感 悟 ，为 阅 读 代
言。而与这一场场书香之约相伴而来的，是作
家与出版社出品的种种佳作。他们以一系列阅
读活动，如新书签售、作家研讨、讲座等，滋养读
者的精神生活。

著书立说之外，在新媒体平台推广阅读
技术工具革命填补了知识传播的鸿沟，随
着各类知识付费类产品的出现，除有声书之外，
名家入驻知识服务类平台，以音视频的方式，推
出产品，或解读好书，或提供知识专栏，或推出
精品课程，为用户提供优质内容。让用户用碎
片式学习方式获得有效的知识。譬如鲍鹏山在
得到、喜马拉雅等均有相关课程推出，利用新技
术工具推广阅读。

读不是用眼，而是用耳朵，用声音去想象小说人
物和场景，对他来说，听书是一种美好又奇妙的
体验。

爱上逛书店、
去图书馆
虽然网络购书方便、快捷，但逛书店独有的
淘书、
选书之趣，
与书亲近，
却是线上买书无法替
代的。现下书店被称作城市书房，
图书馆更是如
此，
不仅有书，
还有图书馆员和自由的环境，
图书
馆静谧的阅读环境可以激发读者的效率，
强化阅
读的心得和体验。国家图书馆典藏阅览部主任
兼少儿馆馆长王志庚就呼吁读者要多去图书馆。

循序渐进，
让孩子爱上读书
要孩子爱上阅读，家长也应爱读书，当阅读
成为一个家庭的习惯，在阅读环境的熏陶下，孩
子自然也会有阅读的习惯。名家们建议，
除了亲
子阅读，还要让孩子有选书权，从他感兴趣的书
开始读，
让他尝到阅读的甜头。等孩子爱上阅读
之后，
家长再引导和挑选对他更有帮助的书。当
孩子读完一本书，要像朋友一样聊聊阅读体验，
在交流的中，要尊重、理解、肯定和鼓励，而不是
把自己认为
“正确的”
阅读感受强加给孩子。
具体在指导儿童阅读方面，
作家曹文轩给出
了五种方法。第一，学会朗读，语文老师都应该
是合格的朗读者，通过朗读把孩子从声音世界
“渡”到文字世界。第二，学会速读、快读、跳读。
大量的快速的阅读是一种境界，
培养语感。读书
须有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没有质量。第三，
学会细读。须培养孩子的细读能力，
必须对字词
句认真理解。第四，学会信读，对经典不要抱着
怀疑态度，
要虔诚地阅读。第五，
学会疑读，
用批
判的眼光去发现问题。
阅读一本好书，如静水深流，闻喧享静。又
像一道光，照亮人心的诸多幽暗之处，给人以慰
藉乃至力量。让我们捧起一本书，
开始读吧。

■地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9 号外研大厦北楼
■本版编辑：任志茜

■邮编：100089
■排版：
彭庆伟

阅读，让人生更美好。对学者们而言，教书、读书、写书是职
业，
很多书都是因工作而阅读，
阅读的快乐更多地在于对学术研究
的推进与对相关问题的更进一步思考。阅读，
是为了思考，
与伟大
的灵魂交锋。每一次阅读，
都是知识视野和认知边界的扩展。
对作家而言，
创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
因此需要阅读相关读
物获取写作背景和细节的知识储备。阅读也是获取创作灵感之
路。学者辛德勇之所以写下《生死秦始皇》，也是因为在中国书店
一次与书的偶遇，
觉得有话要说，
不得不说。
阅读之于名家，既是学习又是享受，是他们在闲暇时光最享
受的事。坐下来，泡一杯茶，安静地翻阅书卷，感受阅读的愉悦，
这亦是人生之乐。

阅读为人生提供能量
名家奉行开卷有益的阅读主张，认为阅读是自我充电的最好
方式，也是一项自我修行。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或在知识海洋
中寻找答案，或在纷繁复杂中找到关键问题，或是在各种新领域
中进行探索，在探索与思考中，阅读为人生提供能量，滋养人的精
神世界。正如作家毛姆曾说过，
“养成读书的习惯，也就是给自己
营造一个几乎可以逃避生活中一切愁苦的庇护所”
。
另外，名家们还认为，书桌前的阅读与人间山河里的阅读应
并行，既要读万卷书，又要努力行万里路。如果忙于工作，行万里
路难，
须多读点书。

读感兴趣的书，
其滋味妙不可言
阅读，
从热爱生活始。名家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进行阅读，
让读书和生活紧密联系。比如在众多读物中，
作家徐玲尤爱美食类
图书，
会与同样热爱美食的父亲就书上一道菜的做法各抒己见，
然
后准备食材，
一起尝试制作，
邀请全家品尝。这既是美食时光，
亦是
浓浓的亲情时刻，
当阅读与生活联结，
这种愉悦妙不可言。
当阅读与兴趣关联，阅读就不会觉得枯燥，而是始终意兴盎
然，
在见缝插针中找到时间阅读，
并在日积月累中，
获得质变。

经典常读常新，像与老友久别重逢
很多作家都有反复阅读的习惯，喜欢把已读过的书一读再
读，不断淘汰、精选，最终发现真爱。他们将书比作密友，认为重
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久别重逢。
作家们选择重读的书常常是经典之作，经典是浩瀚书籍经过
时间沉淀后的集体阅读经验，也是带有生命温度的阅读。人生有
涯书海无限，
他们主张有限的时间要用来阅读经典。
作家梁晓声在重读童年时读过的作家名著，比如屠格涅夫，
在学习、回味与反思中，追求创作的经典性。作家陈彦 2019 年重
读了我国的四大名著，在阅读中对中国文化有新认知和有趣的新
发现。作家柳建伟 2019 年在重读鲁迅，
他认为鲁迅在百年前表达
的深刻思想，对中国人国民性的尖锐批判，对中华民族深深的爱，
至今仍有现实针对性和深远的意义。
评论家张莉近两年来在不断重读伍尔芙的《一个人的房间》
和《普通读者》，作家虹影读得最多的是英文版的《情人》和《红楼
梦》，不仅获得知识上的愉悦，也获得勇气与力量。这种精神力
量，
会在生命的某个关口上牵引前行。

阅读是良好家风传承
作家和学者们的阅读以读纸质书为主，家里通常都有书房，
有自己的“理想藏书”，甚至家中每个角落都有书。虽然时常“淘
汰”藏书，买二手书，不断审视自我阅读，但书架总是不够用的。
作家马伯庸就调侃说，衡量一个人的财务自由，是摆书自由。但
最终，书不是用来摆放装饰门脸的，而是拿来用的、拿来读的。一
本书的生命，
是在阅读和流传中获得的。
阅读不仅有益于自身，还像基因一样可以被传递。大人有阅
读习惯，孩子也会“遗传”上阅读的基因，从小有阅读的习惯，享受
阅读的快乐。
■传真电话：
（010）88817657
■电话：
（010）88817690

■网址：
http//www.cpmj.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