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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场》：李诞写下一个叫“李诞”的人的故事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讯“一个在迅速扩张的大时代，一个懵懵懂懂

踏入名利场的年轻人，度过激流勇进浑浑噩噩指东打西的短暂人生的

成功人士，通过他的观察为我们写下了自己的证词。”《候场》是谐星、

作家李诞在 2020 年初完成的一部中篇小说。这本书里，李诞写了一

个叫“李诞”的人的故事——从怎么干上脱口秀这行，进入娱乐业，说

到专业、婚姻、被限制的自由，蹲在角落的死亡……读者恐怕要把“李

诞”直接认作李诞，但这是一部小说，它只是带我们来观察这样一个心

灵的样本。

“李诞”总能在某个层面上触动当代年轻人的神经：正视虚无、善于

自嘲、热衷自厌、随时跑路，那么，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夜 雨）

《候场》李诞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11月版/42.00元

ISBN：9787532178018

10本版编辑：郑杨 任志茜
E-mail：179376479@qq.com

排版：姚志英

生活类（5种）

《平淡之喜》黎戈著/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2020年10月版/52.00元

ISBN：9787559451446

推荐理由：该书是作家黎戈的全新

生活读书随笔集锦，收录数十幅生活摄

影，捕捉沉静如海的时光之美。全书分

为“平湖”和“淡菊”两部分，前者偏书评，

意即评论者的心犹如平湖，需要持平心

境，公正成像，解读作者的心意及笔意。

后者偏生活记录，落花无言，人淡如菊

——在最平淡如复制的每日日常底纹

中，也有着小小的惊喜的细节，全靠一双

发现的眼睛，所以上下两辑，合成“平淡

之喜”。虽然“平淡”，但因为有沙里埋金

的“喜”，所以安然一隅，欣然自足。

《成都文学地图》井延凤著/北京大学

出版社2020年11月版/56.00元

ISBN：9787301312667

推荐理由：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有着

层层叠叠的文化和历史积淀。“城市文学

地图系列”选取南京、苏州、杭州、成都四

个城市，将文学中城市的景观、史事、风

物、习俗、典故、传说拈取出来，叙说城市

的种种形态及世事变迁。从历史和地理

两个维度，为读者绘制了一幅穿越古今的

城市文学地图。该系列共有《南京文学地

图》《苏州文学地图》《杭州文学地图》《成

都文学地图》四册。《成都文学地图》讲叙

成都的历史沿革，描画了宽窄巷子、武侯

祠、杜甫草堂、白夜酒吧等在文学作品中

的各种样貌，向读者呈现了一个文学中成

都的历史与现在。

《隐形天赋：如何将天赋变成绝对优

势》[比利时]泰莎·基伯姆、卡特琳·芬德里

克斯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0年11

月版/49.80元/ISBN：9787517088127

推荐理由：该书告诉我们，所谓隐形

天赋，就是你自身具备的某种特质，无关

好与坏，只是你独有的，与他人不一样的

地方，但它能促使你在某个领域深耕细

作，成为稀缺人才。但有时隐形天赋也

被粗暴地贴上各种标签，给你带来阻碍

和伤害。作者认为适应的外界环境固然

重要，但具备隐形天赋的你更需要不断

地自我审视，借助思维工具突破进阶瓶

颈，通过练习和训练建立情绪缓冲地带，

把握外界赋予的机会，激发创造力，将天

赋转化为成功、幸福。

《谁不是带着伤长大：与内心的父母

和解》王雪岩著/古吴轩出版社2020年12

月版/49.80元/ISBN：9787554615805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王雪岩从事心

理学研究十余年，是知乎心理学大V，拥

有忠实粉丝30万。该书告诉读者，父母

都是凡人，理想中的“完美妈妈”并不存

在。我们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同程度的

童年创伤，它们一直伴随着我们长大。

而“看见”和“承认”是通往和解和疗愈的

前提。该书用实际案例、细微的笔触，深

度揭示了各种伤痛背后的心理机制，该

书帮助读者与内心的父母和解，掌控自

己的人生。

《高敏感人群生存指南：化解焦虑、

摆脱负面情绪的高效抗压术》［英］梅尔·
柯林斯著 黄维锋译/机械工业出版社

2020年4月版/49.00元

ISBN：9787111647089

推荐理由：据统计，五分之一的人生

来就具有高敏感性。也就是说，全球大

约有14亿人对外界高度敏感。该书深入

探讨了作为高敏感人群，在生活中会受

到哪些影响，例如大量的噪声、明亮的灯

光和其他人的情绪都可能会让高敏感人群

筋疲力尽。书中还提供了广泛的实用策略，

帮助人们更有效地管理高敏感的特征，让它

成为生活中的真正礼物，而不是一个缺陷。

科普类（5种）

《红楼花木志》蒋春林著/中国科学技术

出版社2020年9月版/78.00元

ISBN：9787504686879

推荐理由：《红楼梦》中的植物世界丰富

多彩，从大观园各处庭院安插的花草树木到

怡红院夜宴上的花签，从物品到人品，从诗

词曲赋到精雅生活，从情节到细节，其铺陈

安排，似信手拈来，实则均有深意和匠心。

该书分析解读了《红楼梦》中出现的65种典

型植物及其在书中的意趣和寓意，是花语，

是命运，是历史，是文化，值得细品。

《疯狂的科学实验》[英]埃里克斯·伯依

斯著 马盈佳译/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

年12月版/48.00元/ ISBN：9787539075402

推荐理由：该书作者1997年创立了“恶

作剧博物馆”网站，目前全球累计用户过

亿。美国IT杂志《个人电脑》将其评为“世界

上100个你不能错过的网站”之一。在《疯狂

的科学实验》一书中，他用严谨的科学态度，

幽默的文字，回顾了历史上“异想天开”的75

个疯狂实验。从人类社会到宇宙自然，从科

学假设到前卫实验，内容不仅涉及物理学、

生物学、天文学等多个领域，还添加了脑洞

十足的硬核科普知识，让每一个看似荒唐可

笑的问题，都有了一个“正经”的答案。

《什么是技术》胡翌霖著/湖南科技出版

社2020年10月版/48.00元

ISBN：9787571006259

推荐理由：“技术”正如中世纪的“上帝”

一样，已成为我们的“时代精神”。然而，这

个占支配地位的“技术”究竟是什么？在作

者看来，技术是媒介，是可学习的东西，不止

体现于令人惊奇的事物，更体现于让事物变

得寻常的力量。书中从技术与科学、技术与

现代、技术与未来等方面深刻剖析技术的含

义，并特别开辟一章技术与中国，谈技术对

我们生活、文化和经济的影响。该书在技术

史与技术哲学之间穿梭，帮助读者理解我们

这个“技术时代”的来龙去脉。

《流浪猫战争：萌宠杀手的生态影响》

[美]彼得·马拉、[美]克里斯·桑泰拉著 周玮

译/商务印书馆2020年10月版/58.00元

ISBN：9787100188500

推荐理由：该书从人和猫的历史、文化

关系开始考察，由古埃及人对猫的驯化开

始，到当今宠物饲养者数量的爆炸性增长。

伴随而来的是有丰富数据支持、清晰展示的

种群数量增长的趋势、猫科动物的疾病以及

相关的人类活动带来的物种灭绝史。作者

详细地展示了猫这样一种有着悠久历史和

丰富文化意义的宠物是如何在不经意间造

成可以与气候变化比肩的生态学影响。

《我们为什么会觉得累——神奇的人体

生物钟》[德]蒂尔·伦内伯格著 张丛阳译/重

庆大学出版社2020年10月版/49.00元

ISBN：9787568919326

推荐理由：当“睡不着”成为一种“现代

病”，解决它的前提是真正理解睡眠机制。

这是一本关于“时间生物学”的作品，看似无

形的人体生物钟其实对我们的心理、生理健

康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甚至决定着人们的生

活是否幸福。作者伦内伯格教授的学术生

涯曾跨越生物学、物理学、心理学、医学等多

个领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他可以跳出学科

的限制，以综合宏观的眼光进行生物钟的研

究。该书给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自身

和睡眠的绝好途径。

关键词 纯真 沉静 意趣

流量时代，与众不同的纯真是奢侈品

何谓有温度的教育

关键词 美 家教 读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郑 杨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任志茜

艺术类（5种）

《最可爱的人——纪念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连环画集》贺

友直、童介眉等著/连环画出版社2020年8

月版/170.00元/ISBN：9787505637863

推荐理由：全书共 37 册，描写了中国

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

家卫国，赴朝抗美的故事。以及在艰难岁

月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怕流血牺牲，与朝

鲜军民共进退，并不惜付出年轻生命的爱

国情怀。这本书精选了抗美援朝中英雄人

物和感人故事进行创作如：《杨根思》《罗盛

教》《邱少云》《黄继光》《王海》《东方》《钢铁

运输兵》等。

《古玩的江湖》杨青著/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20年10月版/68.00元

ISBN：9787559827890

推荐理由：这本书讲述了一位资深藏

家由收藏圈最底层起家、行走古玩江湖几

十年的精彩故事。全书按照其收藏的得失

心情，分为“好得不得了”、“欢喜得不得

了”、“后悔得不得了”三辑，共涉及十二个

古玩大类，并以之为线索，讲述其在古玩的

江湖行走多年的种种傍身绝技和心得体

会，更揭露了圈中内幕及古玩作假技术，分

享了鉴别古玩的硬核知识。其平实跳脱的

语言风格、狡黠生动的叙述口吻，不仅拉近

了读者与古玩的距离，更为大众上了一堂

生动高雅的文化审美课，在提升大众文化

修养的同时，亦传扬了中国传统文化。

《浮世绘》潘力著/湖南美术出版社

2020年10月版/158.00元

ISBN：9787535692023

推荐理由：浮世绘被誉为“日本民俗的

百科全书”，是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出自

民间画工的版画艺术，以花魁美人、歌舞伎

演员、春宫魅惑、民俗风景、花鸟虫鱼等社

会风俗为主要题材，表现当时社会各阶层

的生活百态和流行时尚。中国浮世绘研究

权威潘力在书中清晰地讲述了浮世绘300

年的兴衰史。鸟居派、歌川派等七大流派

的来龙去脉，葛饰北斋、歌川广重等 31 位

大师的生平故事与艺术成就，《歌撰恋之

部》《富岳三十六景》《名所江户百景》等200

多幅经典作品的风格解析，都在书中得到

了完美展现。

《这不是一本艺术书》[英]马里恩·杜查

斯著 马丹译/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2020

年10月版/88.00元

ISBN：9787559644961

推荐理由：这是一本可以和艺术家互

动的游戏书，作者将绘画、色彩、形状、颜料、

纸张、印画、图案等七大艺术创作基础融入

到50种创意游戏中，把造型艺术所涉及的

基本知识、领域和技法都在“玩”中加以呈

现，符合视觉审美和造型艺术能力培养的

规律。这本书不仅对儿童有启蒙价值，对

成年人认识造型艺术和提升艺术兴趣也很

有意义。作者是一位在国际上享有盛名并

屡获殊荣的插画师和童书作家，她的插画

风格独树一帜，风格鲜明、生动有趣。

《走廊简史：从古埃及圣殿到〈闪灵〉》

[英]罗杰·卢克赫斯特著 韩阳译/东方出版

社2021年1月版/79.80元

ISBN：9787520715423

推荐理由：人的一生，要穿过无数个过

道、走廊或门厅。这些通道空间被低估，被

忽视，是建筑的基本部件却鲜被热爱。这是

一部关于走廊的权威历史书籍，梳理了走廊

从起源到20世纪的发展历史，一个被长久忽

视的片段空间被照亮。从建筑史到小说，从

电影到电视，作者探讨了走廊从一个乌托邦

理想变为恐怖电影意象的独特路径。这是

一部精彩纷呈的另类建筑史和文化史。

教育类（5种）

《Gromov 的数学世界》（上、下册）[法]

米哈伊尔·格罗莫夫著 季理真选文 梅加强

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年 11 月版/

69.00（册）/ISBN：9787040534023

推荐理由：法国科学院院士格罗莫夫

是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这本书从他

丰富庞大的数学世界中选编了一些综述性

文章，共 12 篇，由多名专家进行讨论、选

择，并获得了作者的认可。这些文章涵盖

了许多不同的分支，传递了他关于数学的

本色、数学的用途以及如何学数学与做数

学的独一无二的观点。读者可以看到他如

何用“软性”的整体几何方法破解困难的问

题，领悟他充满活力且高度原创的思想，并

体会其中蕴含的简单而深刻的哲学意味。

《致青年编辑的十二封信》聂震宁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9月版/39.00元

ISBN：9787107350016

推荐理由：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

专门为青年编辑撰写了十二封信，弘扬韬

奋精神，提升青年编辑素养。以此十二封

信为基础，人民教育出版社集结、设计并出

版了这本书。他以书信的形式，与青年编

辑进行交流，为青年编辑答疑解惑，向青年

编辑传递著名出版人的情怀、理念、经验。

书中还收录了他关于编辑出版的随笔，包

含了其对出版精神、编辑素养、精品书编辑

等问题的理解感悟。

《不吼不叫：博士妈妈高效教养法》画

云博士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0年

9月版/46.80元/ISBN：9787552032499

推荐理由：教育专家画云博士的教育

手记，丰富的案例和实用的教育方法，帮助

父母和教育工作者有效处理教养中的诸多

难题，并把每一个养育难题变成促进孩子

成长的机会。她分别从妈妈、老师、科学家

的角度，通过她教养和教学的经历，结合

“我际关系”的概念，为父母和孩子实现有

效沟通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具体的操作方

法，令许多教育问题迎刃而解。她希望孩

子们能够正确面对挫折，提高成功快乐的

能力，更自信地一个人做事，更从容地一个

人过关，更坚定地一个人走在路上。

《学校改革：学习共同体的构想与实

践》[日]佐藤学著 于莉莉译/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2020年10月版/20.00元

ISBN：9787303262816

推荐理由：受第四次产业革命和新冠

肺炎影响，当今的学校教育正站在历史性

的转折点。这本书浓缩了 30 年前在日本

诞生并在世界各国普及的“学习共同体”

的改革的愿景、哲学及活动体系，生动展

示了“21 世纪型课堂、学习、学校”的应有

形态。如何保障每一名学生的学习权，如

何实现基于探究与协同的高品质学习，如

何实现不让任何一名教师掉队，每一名教

师都可作为专家互相学习共同成长的学

校？有着“学校改革第一人”之称的著者，

简洁明了地描述了实现上述理想的哲学

及具体方略。

《读书就是回家》（寻找篇、信念篇、勇

敢篇、有爱篇）麦家陪你读书著/江苏凤凰

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版/159.20元

ISBN：9787559450739

推荐理由：麦家陪你读书是麦家带领

100位读书人组成的读书团队，并邀请贾平

凹、苏童等作为文学顾问。本着“读书就是

回家”的理念，通过新媒体、线下读书会等

方式，以阅读连接百万读者。这套书精选

44部世界级影响力文学经典，“把书读薄”；

同时结合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由

浅入深，理清故事脉络、剖析任务性格、梳

理干货亮点，把书读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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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四川甘孜康巴男孩丁真意外走红，纯真阳光的气质，治愈系的明亮笑

容吸引了大众的目光。11月25日，《丁真的世界》的短片在网上发布，甘孜理塘

的美丽风光呈现在网友面前。蓝天白云，广阔的草原，清澈的湖泊，让人们一下

子远离喧嚣的都市，焦虑的噪音。正如作家黎戈在新书中所表达的，也许每个人

都需要一段沉静如海的时光，安然一隅，欣然自足的生活也有一种平淡之喜。

出版业整体上面临巨大挑战，但精品图书对于优秀文化传播和传承的

重要性却与日俱增。11月的艺术和教育类月览好书中，所选作品既有道，

又有术，既有案例，又有说理，谆谆教诲、娓娓道来，沁人肺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