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

●

本
版
关
注

《荆棘与荣耀》生动讲述女排姑娘成长经历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 1月17日，“弘扬女排精神 做新时代奋斗者”青春分享会暨《荆棘与

荣耀——新时代女排奋斗记》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由共青团中央宣传部、中国青年出

版总社、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举办。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李柯勇，国家体育总局和共青团中央

有关部门、直属单位主要负责人，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队长朱婷、里约奥运周期队长惠若琪及

图书作者马寅出席会议。来自首都部委机关、企事业单位、青少年学生代表，以及阅读推广机构

代表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荆棘与荣耀——新时代女排奋斗记》一书由资深排球记者马寅创作。自2003年起，马寅

长期跟踪采访报道中国女排，见证了这支新时代女排的起步、成长和腾飞。马寅说，自己能想

起当年的自己和那些令人热泪盈眶的人和事，甚至还能感受到当时起伏的心情和剧烈的心跳。

现场，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中国女排队长朱婷，里约奥运时期的队长惠若琪，以及该书作

者马寅分享了自己的女排故事。郎平说，身处低谷的时候自立自强，站上高峰的时候不忘初

心，中国女排是这样走过来的，也会这么一直走下去。 （解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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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芳州：阅读不要预设
读库副总编辑

我本人属于 lifelong reader（终身读者）, 即读

书是内在需要，是与每天吃饭呼吸一样自然的事。

我的家里不同的地方都摆着不同的书，如餐桌、沙发、

床头上都有书，或摊开，或放着，不管我人在哪个位置，阅读都不会停

止。这也意味着我会同时读五六本书，很是“贪婪”。

从而也能看出我对阅读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我认为阅读不要

预设，不要满脑袋标准答案。有时候，我倒是希望自己能再稍微专注

一点，做一些主题阅读，但总有新的兴趣跑来插队。

我的那些兴趣，其实也与读书有关。如去年10月份，我应无印

良品的约请，与上海的林叶老师为新出版的“人与物”文库本之中的

《滨谷浩》一书，做新书分享。因为林叶老师是日本文化观察者、译

者和写作者，在这一场只有两小时的活动中，在场的读者不仅了解

了日本摄影师滨谷浩的选择与坚持，还了解到纪实摄影在日本的发

端和发展。林叶老师对“风土”的理解，也让我们了解了何为“知识

分子型”拍摄者。这一场活动，因分享者林叶老师，我又感受到了摄

影的魅力。

不过在众多的阅读中，始终有一本书让我感觉特别，即加缪的

《西西弗神话》，这是一本荒诞哲学，亦是其对黄疸哲理最深入的阐

释，因为该书，我认为，我们需要经常确认生活的荒诞和徒劳是有意

义的，应该想象，西西弗是幸福的。

李钊平：读书是编辑人的本分和幸运
资深出版人、中国青年出版总社青年工作编辑

中心主任、编审

编辑人的日常是编书、读书，以书为媒，与书为

伴。“为书籍的一生”（绥青），“竭诚为读者服务”（邹

韬奋），“把心交给读者”（巴金），先贤的这些隽语名言道出了编

辑人的心声。新媒体应接不暇，也挤占了现代人太多的精力和时

间，但凭借经典、权威、系统全面等特点，高品质图书依然不可或

缺，意义非凡。

读书是编辑人每日必做的功课，好的编辑人首先应该是好的

读书人。通过读书，我们不断扩展知识的边界，保持对未知世界的

好奇，磨炼自己的书稿判断能力；通过读书，我们揣摩学习优秀编

辑人的编辑艺术，提升编辑能力。编辑人是新书的助产士，也是第

一欣赏者。

2019年，我的阅读大多与编辑工作有关，保持了每月读两三本书

的习惯，泛读则要更多。年岁渐长，颈椎腰椎肩周的职业病找上门

来，读书也不再正襟危坐。夜深人静，清茗一杯，在斗室中背靠沙发

读书看报，就是人生至乐。编辑人常常自嘲“替人做嫁衣”，甘苦自

知，但通过做“嫁衣”，让我们有缘亲近书，亲近美好，看到了另外一个

世界，这正是我们编辑人的幸运！

姚海军：阅读影响了我的职业选择
科幻世界社副总编辑

对我而言，书是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阅读

让我保持着与这个世界的紧密沟通。而阅读也应没

什么索求，就是因为阳光很好，或者相反，就是单纯地

想和某本书背后的那个灵魂聊聊天。

与成年后的阅读相比，少年时代的阅读可能对人生产生更为深

远的影响。我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曾从数学老师那里搞到一本萧建亨

先生的《奇异的机器狗》，那不是什么文学名著，而是一本科学幻想小

说。也正因那本书，让我进入到一个奇妙的未来世界，从此对文学、

科学都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进入出版行业，成

为一名科幻小说编辑，在那一刻便已经注定了。我后来所做的一切，

都是在向这个目标靠近。

作为出版人，我一直在为发现好书做努力。我曾在阅读中发现

了刘慈欣和《三体》；《三体》因获得雨果奖，开启了我国科幻畅销书时

代。这就是阅读的力量，它的力量是传递知识，传递信息，让我们得

以领略美的东西。

俞晓群：读书启迪人的心智
海豚出版社原社长

回顾我2019年的购书书单，中华书局的书排名

第一，中华书局是读书人的文化锦囊与阅读伴侣。

阅读确实带给了我很大的影响力，我不能绝对地说，一本书可

以改变一个人的命运，但鲁迅的书，确实让我养成独立思考的习

惯，以及开始喜爱个性阅读与写作。其中当属《鲁迅杂文选》《鲁迅

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年间，这两本书极大地影响着我的思

维方式、人格塑造和表达训练。所以，我的每一次阅读都是带着目

的读书，带着问题读书，带着压力读书，带着快乐读书。

我也不排斥用任何方式读书，我对碎片化阅读很适应，每天大

概有 3 小时的碎片化阅读，我认为它不可能被其他的阅读方式所

替代，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其他的阅读方式，如纸质书阅读会一直伴

随着人类文明走下去，直到永远。

读书的目的在于启迪人的心智，丰富人的思想。因此无论是

国家提倡，还是个人养成，读书始终需要有三个要素跟随：其一，读

书无禁区；二是读书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其三，任何公众化的阅

读活动，组织者不单是文化内容的引导者与讲解者，更应该是文化

环境的建设者与服务者。

2019 年，草鹭俱乐部以“王强藏书品鉴会——乔伊斯作品珍本

选粹”为主题的两场活动就让我印象深刻。第一场活动草鹭文化

董事长、收藏家王强先生联合北大刘锋教授、《芬尼根守灵夜》的译

者戴从容教授，主题演讲“乔伊斯的世界与世界的乔伊斯”。看到

会场中满满的人群，到场的爱尔兰领事馆文化参赞感到十分惊讶：

“全世界能读懂乔伊斯的人都很少，在中国却能有这样热烈的场

面。”第二场是王强在上海思南书局向藏书爱好者展示他珍藏的16

部乔伊斯的经典作品。为了这次活动，王强特意从美国将这些珍

贵的书带回来，让我感到震撼和欣慰，即阅读仍是人们心中的一个

美好，才会让那么多人投身至此，不负韶华。

张件元：阅读是工作也是生活
曾是书评媒体人，现为湖南教育出版社编辑。

古人言，开卷有益，只要打开书本，总有收

获。阅读是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本人才疏学

浅，也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仅有的一点浅薄知识，全

部得益于青年时代的自主阅读。在我的阅读历程中，给我印象最

深的图书是 20 几年前阅读的《相约星期二》，虽然是在 20 多年前阅

读的，但书中的故事和细节至今仍记忆犹新，这是一个真实的故

事，关于一个老人，一个年轻人，和一堂人生课 ，这也是阅读带给我

的第一堂人生课。

2019我的阅读，大致分为三个部分。作为一名躬耕于出版一线

的文字编辑，职业阅读是刚需。由于工作关系，本人今年阅读了大

量有关民国教育史类的书籍，其中包括出版名家钟叔河先生编著的

民国大学历史读本《过去的大学》；学者左森主编的北洋学子关于北

洋大学的回忆文集《回忆北洋大学》；近代史学者陈远通过燕大视角

展现教会学校在中国之曲折历程的燕大历史读本《燕京大学（1919~

1952）》；著名教育家罗家伦的女公子罗久芳用真情实感的文字怀念

父亲的亲情回忆录《我的父亲罗家伦》；著名作家岳南讲述陈寅恪和

傅斯年两位国学大师的人物生平及其坎坷经历的传记作品《陈寅恪

与傅斯年》等。

同时，作为一枚小学三年级学生的家长，家教类图书也是我的

重点关注对象。2019年关注了知性主播张丹丹的育儿经《妈妈总是

有办法》，这是一段大龄妈妈的内心独白，也是一部母亲的心灵成长

史；美国畅销书作家乔希·西普破译青春期密码的实操读本《解码青

春期》；资深出版人凌想解答亲子冲突的心理读本《好妈妈都懂的心

理学》。

第三部分是自主阅读。闲暇之余，我阅读了几部长篇小说，至

于为何会突发奇想地阅读小说，我也说不出来一个正当理由。其中

印象比较深的是阅读著名作家陈忠实的成名作《白鹿原》和回族作

家霍达的代表作《穆斯林的葬礼》。这两部小说描写的都是政局动

荡的历史转折期小人物的坎坷经历和多舛命运的故事。

此外，为了2020年的新疆之旅积累资本，我阅读了作家李娟有

关阿勒泰的系列作品，其中包括《阿勒泰的角落》《九篇雪》《冬牧场》

等。阅读这些作品，除了解新疆的风土人情和哈萨克游牧民族的生

存状态外，更多的是对自我和人生的真切思考。

张蓉：读书可以使我们受益终生
化学工业出版社编辑

高尔基曾经说过，读书越多，书籍就使人和世

界越接近，生活也变得越加光明和有意义。

2019 年一场《北京古建筑物语》新书分享会令我

印象深刻。张克群与解玺璋在新京华书局的深刻对谈，让我对历

史和建筑有了一次新的认识。之所以选在新京华印书局，是因为

这是康有为当时在京筹备的一所官办印书局，同时也是新中国第

一所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在这个充满了故事的场所中，两位

嘉宾为读者展开了一幅关于建筑与历史的美好回忆，解玺璋是研

究康有为的专家，他们从这个场地的历史延伸剖开，向读者展示

了很多有趣的历史故事。

所以说阅读本身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因为书籍可以带领我

们走进很多未知的领域，至今对我产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李欣频

的《十四堂人生创意课》，作为从事创意类工作的人，灵感时常枯竭，

而现有的生活又无法让我们及时吸取创意的养分，《十四堂人生创

意课》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灵感来源，不仅仅是创意方面的，还有来自

生活应对压力的智慧，作者把她如何从影视及图书作品中吸取养份

的心得写在了书里，让我大开脑洞。

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天手机在线时间较长。关于阅读，我不认

可碎片化的阅读，因为阅读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碎片化不利于读

者养成深度思考的习惯，对个人的知识结构的建立非常不利，所以

我不太主张碎片化的阅读。

当然，好的阅读是要建立阅读计划的。年初制定详细的阅读

计划，可以包含工作相关、拓展知识领域、生活技能提升这三各方

面，然后按照这三个方向，填充自己的不足。每个人的精力和时间

都有限，没有必要精读所有图书，每个领域每年只挑出一种书进行

精读，并将它运用在实际生活中即可。这样就可以通过阅读不断提

升自己的能力。

阅读是一件需要终身从事的事情。无论是牙牙学语的孩子到还

是耋耄老人。读书可以使我们受益终生。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解 慧夜 雨/采访整理

《飞魂》[日]多和田叶子著，金晓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

多和田叶子是生活在德国的日语作家，该书是极能体现多和田特色

的一本小说，可以称之为“语言派”，强烈体现了作家初期的实验性笔法。

《田纳西·威廉斯回忆录》[美]田纳西·威廉斯著，冯倩珠译，河南大学

出版社

特别愉快的阅读体验，虽然不能提供任何“知识”或“干货“，但那么

甜蜜忧伤，那么优雅有光辉。

《布罗茨基谈话录》[美]约瑟夫·布罗茨基、[美]所罗门·沃尔科夫著，

马海甸等译，作家出版社

美籍俄裔作家所罗门·沃尔科夫与诺贝尔文学得主布罗茨基长达14

年的谈话录。涉及布罗茨基生平，是一部有深度的对谈录，却时而惹人

捧腹大笑。

《西蒙娜·薇依评传》[美]帕拉·尤格拉著，余东译，漓江出版社

一部薄薄的传记，勾勒法国哲学家、神秘主义者薇依的精神画像。

阅读中，我时时感到在这种伟大的灵魂面前的羞愧。

《人世间》梁晓声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城市平民子弟平凡人生的温情记录，近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的文学表达。

《我的改变：个人的现代化40年》王石著，三联书店

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极具个性的企业家，王石不断寻求改变的

心路历程令人尊敬。

《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樊锦诗、顾春芳著，译林出版社

“敦煌的女儿”樊锦诗自述传奇人生，讲述数十年执着面壁的工作与生活。

《新中国极简史：1949~2019的年度故事》陈晋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党史研究大家陈晋用一系列生动浓缩的年度故事，全景展示别开生

面的新中国极简史。

《月落荒寺》格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家格非以充满东方禅意的典雅婉约笔调，讲述都市知识分子的精

神生活。

《莫砺锋讲唐诗课》莫砺锋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莫砺锋教授的四十堂唐诗专题讲座，好读耐读。

《人生算法》陈楸帆著，中信出版集团

中短篇小说集，共收录6篇更新代科幻作家代表陈楸帆近期作品，从

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等侧面，勾绘出科技发展对人类生活的深刻影响，以

及我们的疑虑与纠结，展现了优秀科幻作品所能带来的巨大思想冲击力。

《龙蛋》[美]罗伯特·福沃德著，宽缘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是一本经典的硬科幻小说，在美国科幻文学发展过程中曾发挥重

要作用，引领了1980年代硬科幻的回归。作者是一位物理学家，扎实的

科学功底，让读书人脑洞大开，浮想联翩。

《星海旅人》阿缺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科幻全新代表作家阿缺的长篇处女作，讲述了少年勒川闯荡星海的

曲折经历与内心成长。该书有浓重的浪漫气质，某种意义上是科幻界的

文学传统回归。

《群星》七月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七月在走上科幻之路的开初，便展现出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

《群星》让我们看到这种能力令人惊叹的提升，以及其在文学方面同样令

人惊叹的进步。

《宇宙晶卵》王晋康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宇宙晶卵》是王晋康先生“活着”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很可能也是作

者长篇科幻创作的封笔之作。也因此，这部小说成了2019年我最为留恋

的一部小说。

《古今名人读书法》，张明仁编著，商务印书馆

细读此书，又引导我买了数十本书，读了数十本书。还得到两点感

叹：其一，古代的太阳和今天一样明亮；其二，今天的许多所谓读书大家，

最多不过是在重复先哲们的故事。

《费孝通晚年谈话录》，张冠生记录整理，三联书店

读该书，了解一代宗师对于“美好生活”的界定。还要向张冠生先生致

敬，没有他的热爱，没有他的留心、细心与用心，一切都将湮没无闻。

《八八沈公》，脉望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一本《读书》，一个时代，沈昌文先生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三十几

位伴行者的回忆，又为这个时代留下些许特殊的印记。

《说徐志摩》，陈子善著，上海书店出版社

陈先生学富五车，他刚过七十岁，依然将自己的故事不断托举出来，

娓娓道来；我们是在向他的学术生涯致敬。

《蔡元培传》周天度著，人民出版社（1984版）

蔡氏研究方家周天度的作品，蔡氏传记有若干种，之所以选择周著，

盖因其具有持论公正的特点。

《白鹿原》，陈忠实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扛鼎之作，再现渭河平原50年变迁的雄奇史诗。

《阿勒泰的角落》李娟著，新星出版社

李娟的成名作，描写了边疆牧人在贫瘠、苍凉的生活中不失生活乐

趣的故事。

《北京古建筑物语》张克群著，化学工业出版社

建筑学者张克群老师撰写的一套以北京古建筑为主题的图书，她采用

了博物学的方式，将北京的民宅、寺庙及皇家建筑做了考究和介绍。

《美国心理学会儿童情绪管理与性格培养绘本（7~10岁）》[美]桑德

拉·莱文斯等著，微笑等译，化学工业出版社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绪问题，如何教孩子识

别并与这些情绪良好共处，值得每一个家长学习。

《思维导图（全彩少儿版）》[英]东尼·博赞著，刘艳译，化学工业出版社

思维导图之父东尼·博赞先生致力于将这一良好方法教给孩子，激

发孩子找到学习之外的学习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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