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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素兰：读书是我们离不开的东西
作家、阅读推广人

2019 年的阅读是从重新订阅《世界文学》开始

的。因为我最初的文学震撼是《世界文学》带给我的，

那还是在年少时听广播剧《会说话的猪》，这篇作品最初刊

登在《世界文学》上。因为小时候没有读过童话，当在广播里听到猪会

“说话”的时候，真是令我“震撼”，这种“震撼”也给我打开了一片文学的

天地，我后来喜欢童话，应该也与此相关。大学毕业以后买过《世界文

学三十年》作品选，后来陆续订阅过《世界文学》。我其实有一段时间没

有认真阅读《世界文学》了。2019年重新订阅并且阅读，是因为当写作

到一定程度，阅读便成为了最为重要的学习手段。

我对读书这件事的看法是，读书就像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是我们

生命离不开的东西。那些离开了阅读的生命，其实是干枯的；那些离开

了阅读的人，他们错过了人世间最奇伟瑰怪的非常之观——不是外在

的风光，而是人类内心的图景。

在我看来，只要读书就是最美的姿态。手持一本书，不管是坐在树

荫下茶亭里，或者慵懒地靠在沙发上，或者倚坐在床头，不管是晴天雨

天，不管是饮茶还是喝咖啡，样子都美。

对我的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安徒生童话》，它让我知道童话

可以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它让我知道，人生中的所有故事都可以变成童

话故事。这本书改变了我，让我想当一个童话作家。

2019 年我到过许多校园，我还捐建了三个“素兰书屋”，“素兰书

屋”是我发起并捐建图书的公益项目，为偏远的农村学校捐赠图

书。2019 年暑假期间，我把一个书屋捐建在一个乡镇社区里，社区

特别辟出一间房子摆放图书，但没有阅读桌，也没有凳子，孩子们围

坐在地上读书，村支书为了鼓励这些孩子读书，承诺到年底要评比，

看谁读得多就奖励谁，于是，孩子们读得“干劲十足”。他们大多数

是留守儿童，我很高兴我捐赠的书藉能丰富他们的暑假生活，给他

们带来快乐。

保冬妮：纯粹的喜爱会接近阅读本质
作家、阅读推广人

读书就像喝水，它对于我来说，已经成为一种生

活必需。如果说水是一切生命存在的根本，那么阅读

可以说是温润人类精神世界的甘露。无论夜深人静，睡

前看上几页，还是带上一本书去旅行，在飞机上读完一本书，对于我来

说，都是最放松的、最自然的事。做让自己放松的、自然而然的事情，就

是美的。

从小就喜欢动植物的我，在 2019 年读到了几本让我爱不释手的

书。《亲爱的虫虫》是一本非常别致的手绘主题手账 ，全书54幅昆虫图

都是昆虫的观察者李元胜拍摄后，为了能清晰地辨别昆虫的各部分器

官手绘下来的。整本书文字很少，不是专业画家的作者把每一幅画都

画的非常精致

《动物的精神生活》是德国埃菲尔林区的管理者彼得，他在童年就

立志成为一名自然的守护者。在彼得的观察中，渡鸦在失去伴侣后从

此孤独地在天空盘旋，它不再会找其他异性。河狸也是找到一个伴侣

后与它共度20年的时光，终其一生不在改变。而大山雀和知更鸟每年

春天都会更换伴侣；是什么原因导致动物的生活如此不同呢？这本书

给了我们有趣而生动的答案。

《植物学通信》是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卢梭写的植物

学著作，很多人压根儿不知道写《忏悔录》《爱弥儿》的卢梭竟然是植物

学家。卢梭说，这本植物学通信用一种最值得灵魂沉思的对象来充实

灵魂，给灵魂提供有益的养料。

读自己喜欢的书，而不要去管什么书单，开书单的人根本不认识

你，他怎么知道你喜欢什么书、适合你读的是什么？我们的内心会呼唤

我们拿起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书，按照心愿去读就可以。有计划、有进

度地阅读和所学专业有关的书，这属于学业、工作的一部分；而让人尽

兴地由衷喜爱的书，往往是那些使人忘记吃饭的阅读，这样的阅读和功

利无关，它是灵魂的吸引、气质相投、审美认同，纯粹的喜爱会更接近阅

读的本质。

林欣浩：碎片化阅读提高吸收信息效率
畅销书作家、阅读推广人

阅读对于我来说，是工作的一部分，更是免除焦

虑的麻醉剂，获得精神自由的避风港。我在生活里，

特别容易出现焦虑的情绪，这种时候，我会拿出一本书

随便读点什么。这会让我觉得，我没有荒废时间，我正在为解决问题做

了点儿事情，事情正在朝好的方向发展。从这个角度讲，阅读对我来说

更像是疏导情绪的出口，就像有人焦虑的时候喜欢刷手机，有人喜欢聚

会喝酒一样。

如果是为了功利的目的阅读，最为实用的阅读方法是输出，比如记

笔记、和别人转述书的内容或者写作。如果是为了精神自由阅读，最为

实用的方法是随心所欲，是随手乱翻。把自己扔到书堆里，随手拿起一

本，随手翻一页，读到不耐烦，扔了，再拿一本。冥冥之中的机缘会给每

一次阅读都带来全新的体验。

我觉得一本书的世界太小了，不足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所有书

合在一起的世界也太小了。一个人的命运，是由他（她）遇到的大大小

小一切的人和一切的事决定的。一本书承担不起那么大的分量。

我自己每天会看几个小时的手机。在移动互联时代，碎片化阅读

是有效利用时间非常好的方法，只要善于利用工具软件，善于记笔记，

碎片化阅读能大大提高吸收信息的效率。今天的读书人能拥有那么多

碎片化学习的工具，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翌平：建立自己的阅读系统很重要
作家、评论家

读书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一种生活需要，像打卡

去锻炼身体，闲暇时欣赏艺术，找到自己最喜爱的美

食大快朵颐，或者在最舒服的床上美美睡上一觉，读书

跟它们一样不可或缺，它让生活变得有滋有味。我觉得读书不需要最

美的姿势，它需要最舒服的感受。在一个被信息消费包裹的时代，有选

择、有系统、习惯性的读书是有益的。

读书对人来说是一种长见识的方式。人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对

成长起到重要作用，读书为人提供一种获得自己生活之外参悟人生的

方式，它们之间相互补充。对我影响很深的一本书是《王宗岳太极拳

论》，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越发体会到书中一些简单却深刻的道理。

为人做事应该将思想和行动协调成为一个整体，如果这两点不同步，就

会出偏差。具体到创作层面，一个作家产生的想法一定不能同现实生

活脱节，不然，任何奇思妙想都是空乏的、没有根基的。

现在阅读推广活动太多了，容易形成泡沫，造成阅读推广的乏力感。

而这种乏力又会诱发推广力度的加码，从而形成一种非良性循环。给我

印象最深刻的创作活动是《少年文艺》的改稿会，她们坚持做了好多年，真

正用心培育一种稳定的创作氛围，这样的活动现在少之又少。杂志社发

现新作者并提供给他们机会，对作者的成长和推广有很大好处。

好的读书方法就是建立自己的读书系统。因为职业需要，需要阅读

各式各样与文学有关的书。于是我就按照不同类型建立不同的图书谱

系。另外，接触不同的文学与艺术形式，也能催生新的阅读兴趣。对于

这些艺术作品的了解，完全可以依托“碎片化”的赏析，在网络上找到资

源。带来兴趣的阅读才能让人坚持下去，它需要长期不断的积累。

刘秀娟：要有意识地深度阅读
中国作家网总编辑

对一个中文系出身的人来说，很难有印象深

刻的阅读时光，对我来说，阅读是一种日常，阴晴雨

雪，喜怒哀伤，任何时候都是阅读的好时光。到现在

还怀念的，反而是大学时候在图书馆的“绝望”——一排排书架，让

你感到书籍的无限和自己的有限，那种怎么也读不完的感觉很深

刻。其次是刚工作的时候，等公交车的间隙，也能于嘈杂中读书，丝

毫不受影响。

现在人们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都提高了，其实反而不需要特

别注重“方法”。大道至简，读书之道就在于读，尤其是现在这样一个

信息泛滥的时代，我个人感觉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克服惰性和对信息

流的依赖，即便不是回到书本阅读，也要有意识地进行经典阅读和深

度阅读。

李红叶：阅读让我们与宇宙万象同在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出版的发达带来的好处是，好书从未像今天这

样易得。快节奏的生活给读书人带来的感慨是，从未

像今天这样累积了那么多想要看的书实际上却只能匆匆

读完其中极少数的一部分。读书是内修，是安静下来，是打开新世界，

是找寻意义和可能性。阅读的最美姿势是什么？是忘我，是独自一人

却与宇宙万象同在。

我是88级大学生，彼时校园里流行台湾作家三毛的书，我把我所

能找到的三毛的书都读过了。三毛去世时我正在准备我的本科论文，

三毛及其作品的生命意识成为我的研究选题，我也是由此而走上学术

研究之路的。

阅读推广是一件即时即地可以做的事。很自然地，我在课堂以及

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分享我读到的好书，再经由我的学生及我身边的人

将阅读的习惯及阅读的价值和意义传递给更多的人。

我认为分享是一种特别好的读书方法。把读过的好书分享给他

人，也通过他人的分享发现好书。亲子之间、师生之间、朋友或恋人之

间，还有什么比彼此分享读过的好书更令人愉快的呢。

冉涛：阅读像基因一样可以被传递
资深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虽然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但常年忙于工

作，没那条件去行万里路，唯有多读点书了。每当偶尔闲

暇，最让我享受的仍然是安静的坐在角落，泡上一杯清茶，翻阅书卷，享

受我的阅读时光。

阅读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我学的是财务专业，第一份上市公司

的大客户销售，到因偶然机会加入华为开启人力资源之旅，再到跨境电

商行业的业务高管，再到天使投资人，一直到咨询公司的创始人。从业

近20年，我一直在挑战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会面临着各式各样的难

题，这对于知识的积累，知识面的跨度，思考的深度都提出很大的考验。

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中，为了在纷繁复杂的条件中找到关键问题，

在茫茫的知识海洋中找到答案，阅读无疑都是自我充电的最好方式。

无论是经典名作的开卷有益，每每重读都给我新的启发，还是跨度很大

的各种新新领域的全新探索，阅读其实也是一个灰度的过程，需要不停

探索与思考，也因此总能为我提供能量。俗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阅

读常让我自信而坦然。

而最让我欣喜的，是阅读不仅有益于自身，它还像个基因一样可以

被传递。我的女儿也有了阅读的习惯，每每看到她喜欢的书就会开始

废寝忘食的阅读。

阅读是一项自我修行，不仅在于获取知识，阅读本身就很好。

《有鸽子的夏天》刘海栖著，山东教育出版社

作家以自己的童年生活为素材写作的儿童小说，塑造了充满

活力的男孩群像。

《动物农场》[英] 乔治·奥威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

我在2019年春天重读了这本书，这个寓言总是可以引发我们

的思考。

《修改过程》韩少功著，花城出版社

韩少功先生的新作，不只是对他自己的大学时代的回忆，也是

他对写作的探索之作。

《幸福街》何顿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作家何顿的长篇新作，有鲜明的地域色彩，一条街道50年

的历史变迁，小人物与大时代，小街道与大历史。

《亲爱的虫虫》李元胜著、绘，中国青年出版社

黑白线条里可以窥见生命世界在书页之间的倒影。

《动物的精神生活》[德]彼得·渥雷本著 湘雪译，译林出版社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或许从未考虑过动物的精神生活，

但是彼得却引导我们去观察。

《植物学通信》卢梭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植物和植物学让卢梭心平气和、孩子气十足，从而忘却生活中

的不快和恶人。

《高小宝的熊时代》高凯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本书用诗性的笔调、散逸的语言刻画出黄土地上一个儿童

形象，让人耳目一新。

《再见，婆婆纳》陆梅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作家用轻盈内敛的文字回望童年，书写孩子细腻的感情与心灵

悸动。

《野天鹅》翌平著，作家出版社

它讲述贫困年代“爱的种子”发芽长出的故事。

《诗人X》［美］伊丽莎白·阿塞维多著，待出

该书是2019年卡内基奖获奖作品。它讲述非洲裔女孩希马拉

希望打破种族间的壁垒，通过诗歌了解世界。

《失落的词语》［英］罗伯特·麦克法兰著 杰基·莫里斯绘，待出

该书是2019年凯特格林威大奖作品，试用图画描写那些在新

版《牛津中级词典》中消失或被其它符号替代、删改了的词汇。

《新中国文学70年文丛》孟繁华主编，作家出版社

40卷规模的丛书基本上囊括了70年来的重要文学作品，无论

对于日常阅读还是专业研究，都极有价值。

《致江东父老》李修文著，湖南文艺出版社

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普通百姓的甘苦悲欣，和谐共生在李

修文的散文中，唤起情感的共鸣，又触动理性的思考。

《云中记》阿来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该书跳脱单纯“灾难文学”的题材范畴，指向精神和灵魂的

归处。

《驿路传奇》湘女著，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这部散文集的价值不在于完美，而在于让“装在套子里”的现

代儿童，能感受到旷野丛林的力量和人生的离奇。

《人，或所有的士兵》邓一光著，四川人民出版社

重新回到有难度的写作，提供了长篇小说本该具备的多重阐

释空间。

《青蛙和蟾蜍》[美]艾诺·洛贝尔著潘人木、党英台译，明天出版社

艾诺·洛贝尔久负盛名的童话，一组超凡拔俗的童年故事。

《麦克·莫波格现实主义题材儿童小说》（全9册）[英]麦克·莫波

格著 [澳]弗利西蒂·萨拉绘 杨华京译，贵州人民出版社

英国桂冠童书作家麦克·莫波格的9个短篇，流畅而耐人寻味。

《石月亮和小银匠》邓湘子著，晨光出版社

这是邓湘子儿童小说中的佳作。

《中国儿童文学史》（插图本）王泉根著，新蕾出版社

这是一部全面梳理、描摹、解读中国儿童文学的集大成之作。

《20世纪思想史 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英]彼得·沃森著 张峰、

杨阳译，译林出版社

这是一部关于20世纪的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史。

《打开》周濂著，上海三联书店

这是我目前读过的，哲学通识读本里最好的一本书。通俗、系

统、全面。

《政治学通识》包刚升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政治学入门的优秀读本，同样通俗、系统和全面。

《牛津通识读本：数学》蒂莫西·高尔斯著 刘熙译，译林出版社

该书用高中生能看懂的语言，讲解底层的数学思想，完成了一

件不可能的任务。

《华为灰度管理法》冉涛著，中信出版集团

该书是第一次从华为的实践中去解读灰度管理理念的作品，

相信会给读者带来新的启发。

《追求卓越》[美]汤姆·彼得斯著 胡玮珊译，中信出版集团

该书开启了商业管理书籍第一次革命，成为轰动整个管理世

界的经典法则。

《思考的技术》[日]大前研一著 刘锦秀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解决问题首先要理清问题，该书教给我们一种科学的思考问

题的方法。

《世界观》理查德·德威特著 孙天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你所感知的“世界”只是世界的一小部分，世界观可以升级。

/名家话阅读与生活

冉

涛

北京阅读季名家面对面项目一直以引领北京全民阅读，提升北京市民思想境

界和文化素养为己任，广泛团结社会力量、充分发挥名家影响力，邀请对阅读有思

考的名家到“名家面对面”活动现场，面向学生、家长、职场白领、社区群众等所有热

爱阅读的人士开展阅读推广讲座，传达新的阅读理念和方法，搭建读者与名家对话

平台。

2019年12月，北京阅读季名家面对面项目组携手名家学者、作家和业界专业

人士以及众多阅读推广人发布《年度名家阅读报告》。该报告以北京阅读季名家面

对面项目组在2019组织现场活动的名家为基础，邀请众多作家、评论家和专家学

者共同参与，请名家学者谈论自己 2019 年度阅读生活与感悟，发布名家阅读书

单。在2020年万物复苏，春天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继续推出《年度名家阅读报告》

第二季，报告借由名家阅读感悟、阅读建议、阅读书单，唤起读者阅读图书的兴趣，

给读者实际有效的阅读指导，为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贡献一份力量。

●

编
者
的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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