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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 瑅

爱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它并不只

是单纯的欢喜，而是对灵魂的补充。正

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所

言，爱是人的一种本性，是我们对自身完

整的渴求、对回归自我的希冀，它能弥补

我们因分离、被遗弃而产生的空虚，使人

获得幸福。

在奥斯卡获奖电影《请以

你的名字呼唤我》原著《夏日

终曲》中，我们曾在主角埃利

奥与奥利弗的邂逅中见证过

这样互通心意的爱恋。意大

利的夏日风光，美好的青年

人，初恋的感觉与最终离别

的遗憾感动了无数观众和读

者。在雅众文化和外语教学

与 研 究 出 版 社 推 出 的 续 作

《请以你的爱找寻我》中，我

们将再次体会这样的感动，

重新唤醒沉睡于平凡日常之

下的灵魂。

离别后，埃利奥与奥利弗

各自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

们是否会重逢？他们又有怎

样的未来？该书或许可以回答我们关心

的问题。不过，如果仅仅将《请以你的爱

找寻我》当成一部普普通通的续作，只期

待重温过往的爱语和热恋，那我们恐怕无

法理解作者安德烈·艾席蒙暗藏的深意。

从《夏日终曲》到《请以你的爱找寻

我》，艾席蒙一直在重复和探索的，并不只

是表面的风花雪月。在他笔下，真正的爱

不只是一段人生经历，它就是人生的一部

分，它是通往灵魂的桥梁，而在我们的人

生中，往往有太多的顾忌和思虑，很难直

面真实的自我，不会肆无忌惮地痛哭，不

敢无所顾忌地倾诉，更无法不计后果地追

寻所爱。

书中第一章“节奏”写道，我们每一个

人都好像是月亮，只向地球展现出很小的

一部分，从来不展示全貌。我们大多数人

都遇不到那些能理解我们全部自我的

人。我只向人们展示我认为他们可以理

解的那部分自我，给不同的人看不同的部

分，但总有一个阴暗面是只留

给自己的。

对于书中的埃利奥而言，

多年前那个伤感的夏天既是

美好的回忆，也是创伤的起

源；对于奥利弗而言，多年前

的离别则是对自己的背弃。

幸运的是，在《请以你的爱找

寻我》中，埃利奥和奥利弗依

然有机会找寻彼此。多年前，

在那个明亮滚烫的夏日，巴赫

的随想曲传达着暗涌的思绪，

将两个悸动的灵魂相连；多年

后，巴赫的随想曲穿越久远的

时光，温柔地唤醒沉睡的灵

魂。他们终于得以卸下伪装，

直面自己封冻的内心，找回当

初失落的爱和自我。在奥利

弗的人生当中，终于有这么一次，他知道

自己想去何处，该做何事。

虽然过去无可挽回，但对于他们而

言，比起哀悼未曾经历的人生，更重要的

是开启属于他们的未来。对见证了这段

故事的我们而言，人生的河流也会如常流

淌，向遥远的彼方奔腾而去，只是在某一

个夏日，我们可能会从繁忙的生活琐事中

抽身而出，忆起这个故事，像书中的两人

一样，回望逝去的人生，直面自己的灵魂，

终于明白自己曾经失去了什么，然后，去

呼唤它，去找寻它，去找到它。

爱是通往灵魂的桥梁
关键词 爱 寻找 灵魂 内心

《2021——TRAVELHOLIC 旅行迷日历》澳大利亚 Lonely

Planet公司/中国地图出版社2020年9月版/158.00元

推荐理由：这本全新升级版日历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按月分

为12个月计划册，搭配信息图表、折叠地图、休假贴纸、明信片等附

件，地图和图片从LP已出版的图书中摘选精美而有特点的，配合

文字内容。另一部分为52页的旅行灵感册，附带各种旅行线路或

灵感。月历册和每周灵感册搭配使用，带给读者365天的新鲜感。

《丝路探险：1902-1914年德国考察队吐鲁番行记》卡恩·德雷尔著 陈婷婷译/上海

古籍出版社2020年8月版/168.00元

推荐理由：长久以来，我们对于地中海西岸与远东地区的商路，以及丝绸之路沿途

生活、经商的民族、同语族群和宗教团体所知有限，人们对于丝绸之路北道上的艺术与

文明的了解，根本源于1902～1914年德国吐鲁番探险队的考察。该书集结了1902年格

伦威德尔率领的考察队和1902～1914年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对吐峪沟石窟寺的考察内

容以及作者的相关研究，书中大量使用当时的照片作为插图，其内容有助于新疆佛教、

摩尼教、回鹘文化、考古及题记以及近代中西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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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以你的爱

找寻我》[美]安德

烈·艾席蒙著 姚瑶

译/外语教学与研究

出版社2020年9月

版/52.80元

○成松柳

我们读书或许有这种体验：有的书，

你怎么读都不喜欢，哪怕很多名家推荐。

有的书，读来却如遇故人，“他乡遇故知”，

唤醒了我们潜藏的记忆，激活了既往的岁

月。对于我来说，《我从山中来》就是一部

这样的书。

作品给我的突出感受就是主人公阿

难生命力超级旺盛，旺盛的原始生命力揭

示了他生命的无限可能。阿难 13 岁丧

父、15岁时母亲改嫁，可以去县一中读高

中，却因为家里债台高筑，只能选择半耕

半读的五七学校（一所连正

常的文化课程都难以开设完

全的学校），后来居然通过自

己的努力，成为了全县文科

高考状元，被中山大学哲学

系录取。这在很多人看来近

乎天方夜谭，但确实是真实

的存在。所以，有时候生活

本身已经足够让我们震撼。

主人公阿难生命力张扬的故

事，全书比比皆是。毒日头

下苦挣学费，夜晚高唱国际

歌要求学校延长晚间自习时

间，上县城联名上书罢免校

长，为刘老师买米屡遇险境，

与钟雪晴的爱情，等等，富有生气与活力

的原始生命力成为了阿难努力奋斗的动

力，人的价值与意义就在其间凸显。

关于原始生命力，美国当代著名精神

分析学家罗洛∙梅有一个定义：原始生命

力是能够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下

的自然功能。我一直认为，原始生命力就

是人的生存与人性的原生态，因而富有创

造力和爆发力，尤其是在生活的不易中，

最容易被激发出来。但是，原始生命力如

果没有约束，也是极具破坏力的。好在阿

难的心中是有“道”的，这个“道”就是对知

识和学问的推崇，对文化的坚守。有了

“道”的指引，阿难的奋斗，从来不与别人

攀比，只和自己竞争。其实，人类在进化

过程中，越富裕、越舒适，原始生命力就越

退化，这的确是社会发展的悖论。好在阿

难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一直保持着旺盛的

原始生命力，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生活的富

裕而改变，所以，他的人生才有那么多出

人意料。

对生活极强的观察能力和理解能

力，也是该书获得好评的重要原因。《我

从山中来》是一部以主人公生活经历为

主的小说，绝大部分都是生活的真实写

照，这不同于虚构小说创作。非虚构作

品，必须忠实于时代与人物的生活，因

而，自然不能天马行空地展开想象。只

能努力地深入到生活内部，抽丝剥茧，将

生活内部的各种矛盾呈现出来，将人性

的纠结与复杂表现出来。《我

从山中来》基本做到了这一

点。作为一个只有 16 岁的农

村少年，阿难并不清楚当时的

社会将面临怎样的变化，但他

却感知到知识与文化将改变人

的命运，这也是让他原始生命

力勃发的基本动力。

近些年，我们越来越多地

听到“非虚构”这个词，很多久

远的事情又活生生地呈现在我

们面前，让我们真切地感受既

往的生活。面对飞速变化的时

代，人们对于真实的渴望越来

越强烈，非虚构作品好像更能

表达社会和人发展变化的真实状态。《我

从山中来》是一本有关记忆的书。我一直

认为，记忆是很重要的，对于个人，对于民

族，对于国家，都是如此。作为个体，在记

忆时，我们常常忽略既往生活的真实。《我

从山中来》是小人物阿难真实的记忆，但

却连接着他所在的时代。时代的变化，让

阿难走出了大山，教育打开了他的新世

界，也赋予了生命的无限可能。

诚然，作品还有不足，比如一些细节

上记忆的失误；作品的其他人物，钟雪晴、

刘继文、六爷，还有黑豆、马虎，还比较单

一和平面化；主人公在心理上对于时代变

化的感知，也可以更深入地揭示。但瑕不

掩瑜，《我从山中来》是一部值得阅读的作

品，因为它昭示我们：生命是有无限可能

的，只要我们找出自己的能力所在。

生命具有无限可能
关键词 生命 时代 记忆

《我从山中来》

谢玉光著/湖南文艺

出版社2020年8月

版/5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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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敏文
高超声速技术作为航空和

航天技术的结合点，涉及高超声

速空气动力学、计算流体力学、

高温气动热力学、化学反应动力

学、工艺制造等多门学科，是高

超声速推进、控制技术、高超声

速地面模拟和飞行试验等多项

前沿技术的高度综合。

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充分表

明，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是一项

高度复杂的技术应用研究，代表

了未来航空航天领域的研究发展

方向，高超声速飞行器技术的研

究过程同时也是促进国家科学技

术总体水平发展进步的过程。

为了推动我国相关专业技

术发展、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国防工业出版社历时 3 年精心

打造了国家出版基金项目“高超

声速科学与技术丛书”。

为了充分展示近20年来我

国科技工作者在高超声速技术

领域取得的创新性成果，将这套

丛书做成凝聚原创成果、体现国

家水平的学术专著，国防工业出

版社本着精心策划、科学组织、

立足精品的原则，层层推进项目

各项工作。项目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紧跟国际前沿科技发

展动态，具有时代性。高超声速

技术是近年来最重要的战略前

沿技术之一，是当前航空航天领

域的一个技术制高点，也是各航空航天大国竞

相开展研究的热点领域。作为航空航天科学

技术的重要学术前沿，尽管高超声速技术的研

究如火如荼，但反映高超声速技术研究与发展

成果的科技图书却并不多见。因此，组织国内

从事高超声速研究的科学家撰写专著，总结他

们的工作，提炼他们的成果，传播他们的技术，

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体现了丛书的时代价值

和引领作用。

二是多方论证，合理规划，具备科学性。

为了打造一套权威性强、学术价值高的出版

物，国防工业出版社进行了详细的调研工作。

项目组拜访了相关专业领域的多位院士和专

家，以及国防科技大学等从事高超声速研究的

权威部门，听取行业专家的意见和建议。随后

出版社就丛书的组织和编写工作进行了多次

探讨，并召开了多次丛书编委会会议。

丛书系统梳理了我国高超声速技术近20

年来在基本原理、基础理论和物理本质方面取

得的进展，展示了新原理、新理论和新机理的

研究成果。内容密切结合工程应用，提炼了物

理参数变化共性规律、关键部件设计方法。所

涉及的内容包含高超声速进排气技术、高超声

速燃烧技术、热防护技术、控制技术、燃料技

术、风洞试验技术和组合推进等各个方面。在

写作过程中，丛书各分册详细论述了各个高超

声速技术的技术特点、技术难点，兼顾了各个

高超声速技术的最新研究动态，并详细探讨了

世界各航天大国未来技术的发展动向及趋势。

三是遴选国内权威专家组成丛书编委会，

具有权威性和原创性。丛书的作者来自于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均

为我国从事高超声速技术研究的权威专家。

丛书以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结合最新

研究进展和发展动态编写而成，体现了该项目

的权威性和原创性。

丛书被遴选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出版物

出版规划项目，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共

10册，已全部出版，分别为《高超声速曲面压缩

进气道及其反设计》《高速飞行器的发动机排

气系统》《高超声速流动中的激波及相互作用》

《超燃冲压发动机控制》《高超声速冲压发动机

热防护技术》《超燃冲压发动机风洞试验技术》

《冲压发动机碳氢燃料技术》《火箭基组合循环

发动机》《涡轮基组合循环发动机》《临近空间

高超声速飞行器热安全》。作为科研成果和前

沿研究的凝练和升华，丛书内容实用、准确。

丛书的出版对我国高超声速科学研究工作具

有重要引导作用，将为实现我国“强军梦”做出

积极贡献。

“高超声速

科学与技术丛

书”（10册）于达

仁编著/国防工业

出版社/1210.00

元（套）

○刘新球

徐玲的新作《老男孩》抛出了一

堆每个家庭都会遇到或正为之烦恼

的社会问题、生活难题。这样的创作

充分体现徐玲作品的可贵之处，即将

生活中的种种情状乃至诸多社会关

切自然地融入文字，启人深思。

《老男孩》重点描写了主人公宋

小茉在暑假搬到蟛蜞岛

和 外 公 一 起 生 活 的 经

历。这段极其平常的经

历经过徐玲的精巧构思，

变成了一个耐读的亲情

故事，尤其是故事背后的

背景会让读者在阅读时

不禁掩卷沉思。这个背

景便是我们生活的当下，

孩子沉重的学业负担、空

巢老人的孤居独处、中年

人工作生活的层层重压

等现实问题，如时代烙印

般深深地刻入了作品中。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

花朵，现在的孩子一到放

假，不是欢呼而是忧愁。尤其是放长

假，有各式各样的兴趣班、提高班、特

长班、补习班、冲刺班，等着孩子们马

不停蹄地去赶场子。就像宋小茉妈

妈说：“我小时候没有报很多培训班，

是因为岛上什么都没有。现在不一

样了，你周围都是培训班，你的同龄

人也都在那儿接受培训，如果你什么

都不学，拿什么跟人家竞争？”

一贯主张让孩子快乐成长的徐

玲看不得孩子们成长得如此艰辛，便

在作品里安排宋小茉在暑假逃到了

没有补习班的蟛蜞岛。宋小茉逃到

蟛蜞岛不仅仅是因为怕上培训班，同

时也是想利用假期陪伴外公，这样可

以让爸爸妈妈安心工作。习惯在岛

上生活的外公无论如何都不愿离开

蟛蜞岛，面对独居的外公，一家人“操

碎了心”也无济于事，宋小茉的主动

分担让爸爸妈妈暂时松了口气。这

也正是作品抛给读者思考的另一个

问题——伴随城镇化进程和老龄社

会的到来，日益突出的独居老人的养

老问题。面对这个难题，徐

玲用文学的样本，在情感关

怀上为独居老人安享晚年

描绘了方向——既要关心

老人身体，又要关心老人心

理，让老人有尊严、有寄托、

有价值。

大约每隔三五年，徐玲

就会集中精力和笔力，用一

部特别的作品记录时代的

独特印记。读者从这样的

作品中，既能感受到文学的

魅力，又能感受到时代的变

迁。徐玲习惯将她的作品

归入儿童文学，其实这类作

品归入现实题材长篇小说

更为贴切。她的这些作品串起了我

国社会发展最快时期的多个大主题，

徐玲一次又一次地把握住了这些主

题。这样的把握，让徐玲的文学作品

演变成了另一类珍贵的历史记录。

《老男孩》与徐玲以前的现实题材

长篇小说最大的不同在于，作者没有

在作品里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这样

的留白可以理解为作者对社会和生活

问题的无奈，也可以理解为“存在的就

是合理的”，让我们把一切交给时间，

由发展去解决发展中的问题。立足于

这样的理解，我们在阅读时或许会对

生活更多一分宽容和希望。

生活难题面前的少年担当
关键词 教育 现实 老龄问题

《老男孩》徐玲

著/浙江少年儿童出

版社2020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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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岚

《乔乔和他的爸爸》是谢倩霓的

最新成长长篇力作，书中写了一个温

暖而有力的故事：乔乔的妈妈为了自

己的理想和向往的自由远走异国他

乡，乔乔和爸爸面对一切的变化不知

所措……幸好有家人、同学、朋友的

陪伴和帮助，让这对父子走出周遭困

境，从而获得人生的成长。

小说的开头，就给读者心头重重

一击。这一击，让读者与主人公迅速

连接于“成长的痛”这一

普遍的情感体验。作者

没有回避当下社会环境

中的儿童现实，直接把

读者拉入这一场景中，

这或许在提示我们，每

个 人 在 成 长 中 都 会 有

“痛”的经历，只不过“痛

点”不同。

随着故事的展开，作

者用正叙和倒叙交织，逐

渐描绘出乔乔一家人曾

经的幸福生活，与现在的

别离与破碎形成巨大的

反差。这种反差所带来

的冲击会更为沉重、悲

伤，它使乔乔和爸爸都陷入了深深的

心理危机和生活困境中。

而小说书写的意义，正是在于如

何帮助主人公走出这种困境，给读者

带来慰藉。于是作者精心设计了两

条线，一条是家庭的，一条是学校

的。两条线完美地架构起乔乔成长

的温暖轨道，让他走出迷雾，重获阳

光，走向更广阔的人生未来。

在家庭线中，乔乔和爸爸之间

的父子关系在两人的朝夕相处与共

同坦诚面对中，重新定位和建构，让

读者看到了一个逐渐成熟的父亲形

象。乔乔也因此更加了解爸爸，理

解父母的种种选择。而爷爷奶奶那

种欢乐轻松的家庭氛围更是给了乔

乔温柔的包裹，一切的困惑和悲伤

都在香味四溢的饭菜和幽默欢乐的

交谈中消解了。妈妈或许没有陪伴

乔乔，但她也在独自承担与反思，经

历着另外一种成长，整个家庭在这

种突变与重生中紧紧携手向前，温

暖和爱并未消失。

在学校这条线中，同学们的各

色生活遭遇也让乔乔找到了痛苦

的宣泄口，感受了不一样的人生体

验。性格大大咧咧却需要别人认

可的樊秋远，因为妈妈是护工而自

卑的孙家齐，原来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秘密，都有着

自己不愿触碰和面对的

隐秘角落。但是在孩子

们差异化的相互碰撞中，

在他们互相的关心与帮

助中，他们都从自己的狭

小天地里走出来，发现了

不一样的世界。生活中

的五彩倒影和繁杂荆棘

并未让孩子的心灵染上

杂尘，每个孩子的童年虽

然各有不同，但他们都被

暖意和善意滋养着，他们

可以从容面对坎坷，热烈

拥抱成长。

在谢倩霓的这部作品中，没有对

生活的拔高或贬损，有的是质朴无华

的讲述。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浓郁

的生活本真、童年本真的气息。故事

中，清晰可见的情感脉络，让人物形

象自然而饱满；情节里，环环相扣的

故事起伏，让生活场景精致还原……

作者坚持用日常化叙事来展现最本

真的生命意味，这也是她多年来一直

关注儿童的生存面貌和心理状态所

致。这部新作的呈现，就是想给处在

困境中的孩子一些指引与支撑：要相

信，文学的阅读，可以点燃生命的律

动；要明白，与自己和解，将成长中的

“痛”化为力量，勇敢逆风飞翔，终究

会看见暖阳。

不妨热烈拥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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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乔和他的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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