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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文轩：边读书边思考

作家、北京大学教授

这一年我总在路上，随身的文件包中总会带

一两本书，有时候是自己选的，有时候是朋友送

的，边读边思考，边读边记录，是我多年以来的习

惯。有时候同一本书，在不同的情境下阅读，会有不同的联想和感悟。

我认为，孩子的阅读没有固定的方法，如下五种都可以尝试：1. 朗

读。所有语文老师都应该成为合格的朗读者,通过朗读把孩子从声音世

界“渡”到文字世界。2. 速读、快读、跳读。大量、快速地阅读是一种境

界，培养语感。读书必须有一定数量，没有数量也没有质量。3. 细读。

必须培养孩子细读能力，必须对字词句认真理解。4. 信读。对经典不要

抱着怀疑态度的虔诚的阅读。5. 疑读。用批判的眼光去发现问题。

徐 玲：要给孩子选择图书的权利

作家、江苏省十佳全民阅读推广使者

晚上我时常会纠结，今天是写作还是读书，

她们就像我的两个好朋友，一人站在一边向我

招手。更多的时候我会选择写作，不然对不起

编辑的花式催稿。因此阅读对我来说显得异常奢侈，这让我把阅读的

位置看得很重、放得很高。我会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书来读，小说、

散文、历史、传记都爱，尤爱美食类图书。当阅读与生活联结，那滋味

妙不可言。

经常会有家长问我，孩子不爱阅读怎么办？我说，那也许是被你

塞给他的书吓坏过。在孩子阅读的初期，要给孩子选择图书的权利，

从自己感兴趣的书开始阅读，才能尝到阅读的甜头。等孩子爱上阅读

之后，再引导他挑选对他更有帮助的书，这就水到渠成了。当然，要孩

子爱上阅读，家长得做榜样，家庭的阅读氛围非常重要。当阅读成为

一个家庭的习惯，孩子的阅读习惯也就稳定了。

史 雷：阅读既是享受又是学习

儿童文学作家

正如英国作家毛姆所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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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对作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阅读之于作家，

既是享受又是学习，更是获得灵感的重要来源。

我一直习惯于把我的阅读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享受阅读

带来的愉悦，第二种类型是通过阅读来获取灵感，第三种类型是以功利

为目的的，换句话说就是有目的的阅读，就是为了寻找资料。当然有目

的的阅读也会带来灵感，只是这样的灵感与第二种类型的阅读相比只

是战术性的。这三种类型的阅读在我的阅读与写作生涯中同时存在。

2019年我在阅读越南作家保宁先生的《战争哀歌》时，就充分体会

到了阅读所带来的愉悦，更确切地说是带来的震撼。我在阅读本届茅

奖作品、70后作家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时，既享受到了阅读的快

乐，又获得了创作灵感。

如果说前两种类型的阅读需要整块的时间，那么我经常会利用碎

片化的时间来进行第三种类型的阅读，也就是翻阅地方史志及文史资

料选辑之类的书籍。之所以是翻阅，是因为我在创作中会涉及历史题

材，这些书籍记录着大量的历史资料，方便我在今后的创作中寻找资

料。其实即便是不去查找资料，我仍然喜欢这样的阅读方式，因为我深

信：一个人的业余时间决定了这个人的人生。

王 敦：学会从一本书的世界路过

作家、学者

名著，特别是经过时间考验依然被人们津津

乐道的经典名著，是值得我们在不同的年龄和人

生阶段一读再读的。2019年，我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天天出版社撰写了

《经典名著这样读》这样一本给青少年读的书。在这本书中，我重点解

读了《简·爱》和《傲慢与偏见》这两部西方经典名著。因为对象是青少

年，所以要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和语言进行分析，我仔细而深入地重温

了这两部作品，更感慨于经典名著的深刻与伟大。它们就像两条肥美

的活鱼，我要在解读的过程中不能满足于“授人以鱼”，更要想方设法

“授人以渔”，我想这是我在一年的阅读生活中最深刻的一段时光。

李天飞：确立“阅读内核”很重要

作家、学者

最实用的阅读之道是精读和泛读相结合，也就

是选定几本自己感兴趣的书（当然一定要是经典著

作，最好分布在不同领域），作为“元典”，深入、反复

地阅读，并且要有一定的研究。这就会成为自己强大的“阅读内核”（例如

我就把“西游记”当成“内核”之一），然后在此基础上，广泛阅读各种书籍

（有的未必全看，也未必全看懂），这样，之前通过精读养成的阅读习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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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核无法控制边界，就再在边界上新开一部精读的“元

典”。例如我就通过“西游记”连接到了“神话学”，又从“神话学”连接到了

“人类学”，这个时候，就差不多到达了“西游记”这个内核可以控制的边

界。那就把“人类学”这个边界再当作核心，新开一本精读的书：弗雷泽的

《金枝》。这样，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一步步扩展了开去。

安 顿：阅读绝不能功利

作家、阅读推广人

阅读绝不能功利，乐享其中自然会收获良

多。具体到少年儿童的阅读，更是这样。2019

年，我读得最多的是儿童文学。因为我自己在进

行儿童文学创作，同时作为教育志愿者参与了一些支教活动，对于儿童

教育和儿童文学创作，有了一些实践和心得。

印象深刻的阅读片段是在山西太原刘家堡第二中学与初二年级学

生们一起共读古诗词。这所学校是乡村校，下辖1所幼儿园、10所小

学、2所中学。我将孩子们在小学阶段和初一年级学过的古诗词串联起

来设计成《古诗真好玩儿》这样一节阅读课，从“汉字真好玩儿”“古诗真

好玩儿”“诗人真好玩儿”这三个层次，和孩子们一起从语词、诗词格律、

历史背景、诗人轶事等不同角度，对40余首古诗词进行拆分和扩展。那

是一堂内容饱满且有趣的阅读课，从孩子们兴奋的目光和踊跃参与中，

我深深地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和经典阅读对孩子们的吸引。也正是

因为这次支教，我在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中增加了“周周伴

读”小栏目，每周或隔周分享一本我精选的儿童文学作品。我自己是热

爱阅读的人，希望通过这种分享让更多孩子认识更多好书，享受阅读乐

趣并从中受益。

孙卫卫：不读书，我心里就不踏实

儿童文学作家

在正式写文字很长的作品前，我一般都会

把我喜欢的作品或者同类重要的作品读一读、

翻一翻，一是把它们作为我写作的榜样，二是希

望从书里汲取营养。还有一类书，是指导怎么写好作品的，我平时看的

时候，会把对我有启示的地方画出来，在写作前，如果来不及细看，我会

把画线的部分再重点看一看。写作后，就全身心投入，很少再去看书。

2019年，我完成的小说《装进书包的秘密》就是采取这种方法。不读书，

我是不敢下笔的。不读书，我心里就不踏实。

我希望自己以后能少买书，多读书，当然不一定把每本书都从头到

尾读完，但是，精华部分、值得阅读的部分还是需要看的。我从事写作，

读书对我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我需要从一本本书里学习人家写

作的长处。要看的书，我都放在书包里，每天都背着，只要一有时间就

拿出来读一点，日积月累，也很可观。

常笑予：心仪的书一读再读

儿童文学作家

我是一个有些电子阅读困难的人，所以主要

还是读纸质书。常常有些想读的书因为版权或

者版本的原因很难买到，今年我发现某平台可以

通过卖书来获得优先购买“难购书”的资格，便开始经常“淘汰”自己的

藏书，以便购买二手书。这样一来，各取所需，资源得到循环，减少了浪

费，同时也给了自己一个不断审视自己的阅读的机会。

以前我是一个不愿意半途而废，尽量把开始读的书都读完的读

者。今年随着越来越意识到人穷极一生每天读书，能够读的书也

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更愿意把已读过的心仪的书一读再读。每次

都可以带着不同的重点，比如人物、事件、表现手法……很多书是

值得读第二、第三次的。就像看完一部电影再重新看一遍，所有的

细节和埋伏立刻枝叶分明。好的作品也会在这种重读中被更深刻

地理解、内化。

何 丹：碎片化时代该怎么读书

蓝狮子财经图书 CEO

2018年中国用户平均每人每天移动互联网

使用时长约6小时，我们必须清晰的认识到：碎

片化阅读时代的到来！那么我们该怎么读书

呢？结合自己的经验，我认为有两种方式：书是拿来用的。这个很好理

解，就如小孩子读课本，如果不考试，你说孩子们会主动读课文吗？ 一

样的道理，我们大人读书也应该遵循这种实用价值。比方说我自己，为

了《大国出行》这个写作选题，有了目标感，我就会翻阅大量的图书资

料，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读了十多部的参考图书。所以，一旦书是拿来用

的，你就能真正的去读几本好书。

其次，书是需要“走读”的。时间成本决定了阅读的碎片化趋势。

就像我阅读施展老师《枢纽》这本书时，是有很大的心里压力的，这是一

本大部头的书，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如何能抓住重点、有效的阅读，对于

我是一个挑战。幸好施展老师开了一门知识付费的音频课《中国史纲

50讲》，每一讲大概是15分钟左右，这样我就会安排每天上下班路上听

一听。很快我就从施展老师的音频课里，大致掌握了他的主要学术观

点，这对于辅助我晚上去啃《枢纽》这部大书，算是拥有了一把利器。阅

读本就是一种人生的学习状态，古人读书作文都有“三上”（马上、枕上、

厕上）之说，我们又何必拘泥于哪种方式呢。

《呼兰河传》萧红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唤醒故乡的回忆，不可不读的萧红。

《猎人笔记》[俄]屠格涅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屠格涅夫的成名作，也让读者了解俄国的民族性和自然风貌。

《哲学的邀请》[西班牙]费尔南多·萨瓦特尔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以轻松的笔调与读者探讨严肃的问题。

《寒风暖鸽》常新港著，天天出版社

新港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的作品触及到了人性最底部、成长最深

处，是真正能塑造少年儿童性格、给精神打底子的好书。

《经典名著这样读》王敦著，天天出版社

该书以实例分析加方法总结的方式引领孩子们阅读经典名著。

《苏东坡传》林语堂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苏东坡的一生才华盖世却历尽磨难，但他没有在磨难中丧失气节、

风度和可爱。

《远山淡影》[英]石黑一雄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开始被文字里恬淡静谧的意境所吸引，读到最后才发现故事已然

入心，回味无穷。

《小飞机，欧洲行》毕淑敏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品饱含对历史、文化的追溯与思索，诉说对生活的好奇与热爱。

《我的纸片人爸爸》徐玲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生活有时好残忍，但只要心底亲情之火不灭，我们的步履依然温暖。

《战争哀歌》[越]保宁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用人性书写战争的巅峰之作。

《北上》徐则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一条承载家国命运的大河，一部结构与内容俱佳的小说。

《主角》陈彦著，作家出版社

光环背后的辛酸与不懈追求。

《一个人的绿龟岛》刘先平著，天天出版社

爱国主义与为大自然写作的完美融合。

《如果我的月亮是你的太阳》[德]安德雷亚斯·施泰因霍夫著、北京少

年儿童出版社

该书讨论阿尔茨海默症给家庭和亲人带来的影响，讨论爱与永恒、

分离与存在。

《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挪]埃格纳著，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是一个真正实现聚焦着生活却又为生活赋予理想主义色彩的

故事。

《教海鸥飞翔的猫》[智利]路易斯·塞普尔维达著 [立陶宛]丽娜·杜戴

特绘，人民文学出版社

生活从来都是奇幻的，而爱总能创造奇迹。

《闷蛋小镇》张友渔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把低迷的日子变得有声有色、精彩绝伦。

《花猫三丫上房了》叶广岑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是一位71岁老作家写下的60多年前的北京孩童生活。

《简·爱》[英]夏洛蒂·勃朗特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鲜活的英国十九世纪小镇女青年“逆生长”手册。

《傲慢与偏见》[英]简·奥斯丁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经典中的经典，对当代读者而言，更是一面轻易不会“out”的镜子。

《小说课》毕飞宇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与众不同的文学解读方式，有作家的睿智和学者的深邃，有滋有味。

《为孩子解读〈西游记〉》李天飞著，天天出版社

用接地气的语言解读四大名著很不容易，符合孩子们的当下需求。

《长安十二时辰》马伯庸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用全新的写作方式和视角讲述古老的故事。

《进击的智人》河森堡著，中信出版集团

该书令人耳目一新，可以说达到了科普写作的新高度。

《鹅妈妈童谣》[美]罗珊·兰克查克·威廉斯著，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

很好的幼儿学英语入门书，正在给自己娃看，配音频效果更佳。

《汪曾祺散文全编》汪曾祺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收录迄今为止发现的所有汪曾祺散文作品，以写作时间排序，可以

让汪迷们找寻先生在散文创作方面探索的足迹。

《陈彦精品剧作选——西京三部曲》陈彦著，太白文艺出版社

陈彦以小说《主角》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中扎实的故事与他是

剧作家分不开。

《我们大家都是同学——鲁院讲义集1、2》邱华栋主编，作家出版社

听听文学大家们怎么说，我们也当一次鲁迅文学院的学生。

《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在历史中汲取大智慧，相互尊重，相向而行，中美完全可以避免大的冲突。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美]吉恩·贝尔-维亚达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看看这本书，可以了解作品之外的马尔克斯。

《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美]塞林格著，译林出版社

塞林格作品不多，但这一本是我最喜欢的。

《游泳去看北极光》邹抒阳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毫不花哨的叙述里透着清纯的浪漫，只属于孩子的浪漫。

《鹅》张羞著，四川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据说可以归类为“先锋”文学，近十万字的篇章，是诗，是小

说，也是对汉语运用的一次探讨。

《诗人的迟缓》范晔著，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译者有自己节奏，他们把一种语言弹奏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早已

有了自己的旋律。

《枢纽》施展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通过多维关系的拼接，作者能让你脑洞大开地理解中国的发展。

《中国经济2020》王德培著，中国友谊出版社

作者在碎片化经济场景里寻找中国经济的新亮点。

《强势生存》孙皓晖著，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站在中外古文明比较的历史坐标上，力图重新发现中国文明的生命力。

《城市的精神1》[加]贝淡宁 、[以]艾维纳著，重庆出版社

两位哲学家用街头漫步与聊天的方式考察了全球最具魅力的九座城市。

《漫画之王：陈福财正传》[新加坡]刘敬贤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新加坡的重大历史被虚构的漫画家进行了艺术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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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读书单2019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论坛在京举办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2月15日，由武汉大学、人民出版社、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联

合主办，武汉大学中国金融工程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长江金融工程研究院承办，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湖北汉口精武农业集团支持的“2019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论坛暨《2019中国与全球金融风险报告》发布会”，在泰

康商学院举行。

开幕式由武汉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副院长夏义堃主持，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沈壮海教授、人民出版社教育出版部主任房宪鹏、泰

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东升、中诚信集团创始人及董事长毛振华、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杜晓成为论坛致

辞。这次论坛学术争鸣激昂、理论实践相融，与会专家共同探讨、研究了全球金融风险与中国经济发展大计。 （文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