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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策划

悦读越优秀悦读越优秀

古人将雪夜拥被读书和围炉夜话看成是人生两大赏心乐事。
我想，用“清夜无尘”来参悟夜读之妙再贴切不过。

当夜幕降临，整个大地慢慢沉寂下来，拭去白日的尘埃浮躁，拧
亮台灯，冲清茶一杯，在静谧的灯光下，斜靠床头，揽书一卷，信手拈
来，兴至而读，兴尽而止。此时之神思既可以囿于现实而遍观世间
百态，也可以跨越千年，忽而随李白纵酒放歌，忽而随辛弃疾金戈铁
马驰骋沙场，感受或清丽，或脱俗，或哲思的文字带来的美丽，醉心
于文学的广袤深邃，有书中哲人指点人生，启迪混沌，岂不快哉！若
是灵感飘然而至，思如泉涌，奋笔疾书，心底之性情文字似清泉般潺
潺而出，则是“其喜洋洋者矣！”

读了些书，想了些事，自然也就有了诉诸笔端的冲动。提起写
作，我确乎感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然，对于有写作天赋者而言，
倚马万言并非难事。不过，于我平庸之辈，写作，是一项工程。我赞
同已故作家路遥对写作的譬喻，他称之为“熬脑汁”。古人也有相似
的体悟，“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为了能写出对得起自己、更对
得起别人的东西，煞费苦心，自在情理之中。

写作，我之体会，有两个好处：一则提醒你及时读书；二则提醒
你不要忘了生活。

古人云，“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便觉言语无
味，面目可憎。”不读书，所写者必称不得好文字。这颇似戏曲演员
练功，“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师傅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
道。”戏曲演员不练功，所演者必不能出彩，也就赢不来观众的掌声；
同样，不读书，所写者必肤浅乏味，也赢不来读者的击节叫好。所以
但凡好作家的好文字多半是“厚积薄发”“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磨
剑之作。学者周国平先生就曾多次提及过，读书与写作相较，他宁
可选择读书，因为那是享受，是收入；写作却是劳动，是支出。周先
生不属于高产作家，但他每出一本书，却能很快赢得读者青睐，这也
充分说明“沉下心去读书”的必要。

写作可以帮助你成为一个生活有心人。有句话叫“哀莫大于心
死”，如果对任何人、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那对生活也就丧失了
信心。没有了生活的激情，也就没有了人生的趣味。写作，归根结
底是对生活直接或间接的记录。它需要我们睁开眼睛，打开心窗与
外部世界对话，只有时刻保持与生活对话的状态，写出的文字才会
充满人情、人性，充满血肉，而非故作矫情，无病呻吟。

阅读是一种习惯，写作是一种表达，有生命力的阅读和写作更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濡润心灵，滋养人生的体验。阅读与写作有各
种各样的形式，阅读与写作也有各种各样的方式，因为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生活状态和生活轨迹。阅读是不可缺的，写作是自发的。以
阅读的名义，邂逅无限的悦读空间；以文字做镜头，记录下时光清浅
里的人生。只要你不离开阅读和写作，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了不起
的讲述者。

读经典温暖成长心灵

世界经典漫画之一《史努比》，是美国漫画大师舒尔

茨的作品。该书风靡世界，以其睿智、温柔和充满风趣的

笔触，营造了一个幽默、幻想、温暖的美丽世界。书中讲

述了聪明伶俐、机智能干、深怀英雄主义梦想的小狗史努

比与花生世界的朋友们——查理·布朗、露丝、莎莉、薄

荷·碧蒂、玛茜、莱纳斯、舒路达以及小鸟胡士托的生活故

事，展现了孩童世界的无限美好与温馨。这些精彩有趣

的小故事，令人捧腹不已的同时，唤起对童年的怀旧。

要让孩子从小感知亲情的伟大，树立完美的人格，德

国幽默大师卜劳恩的连环漫画《父与子》，一个个生动幽

默的小故事，都是来自漫画家在生活中的真实感受。《父

与子》实际上就是作者与儿子克里斯蒂安的真实写照。

漫画充满了人性的温情和幽默，把普通民众的生活通过

父子间的表露刻画得如此纯真，漫溢着无限的温情。书

中一幅幅小巧精湛的画面，闪烁着智慧之光，流泻出纯真

的赤子之情与融融天伦之乐。

法国作家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是一本全球发行量

超过 5 亿册的图书，讲述的是一个孤独、忧伤的孩子的故

事。经过各种各样的星球，他来到了地球，最后又回到了

属于他自己的星球。在旅行中，小王子发现：国王，是爱虚

荣的人；酒鬼，为了忘却羞愧而喝酒；实业家，只爱计算着

天文数字样的金钱。他们唯一的共同点是心中充满虚荣，

他们苦苦追求着幸福，却常常粗暴地把幸福从身边赶走。

在沙漠中小王子和作者埃克苏佩里相遇了，他们渐渐地成

了朋友，寻找到那失去的天真与感动。

“皮特猫哭了吗？不，他才不哭。”《皮特猫》系列绘本

是美国最畅销的情绪绘本。你可以带着孩子在《我爱我

的脏鞋子》里发现颜色，在《我的无敌大纽扣》里学会简单

的算术，在《我拯救了圣诞节》里学习帮助他人，在《猜猜

我在哪儿》里认识学校，在《今天有场大球赛》里了解失

败，在《我实在吃不完了》里寻找分享的乐趣。更重要的

是，孩子可以从中学会认知自己的情绪，学会哈哈大笑，

变得更自信、更乐观、更勇敢。

探百科学会生存技能

遇到紧急情况，孩子如何保护自己？由柳大永根据

亚洲野外真人秀改编的探险漫画《荒野求生》科普漫画

书，在扣人心弦的故事中，生动描述了上百种简洁而实用

的求生技巧，并阐释了野外求生的永恒法则——“永远保

持微笑，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全书引领孩子们在危险环

境中，镇静从容，险境求生。只有学会了生存，孩子才会

更加强大。

对于孩子来说，昆虫是大自然的使者，也是童年的玩

伴。以昆虫为主题的童书数不胜数。“科学诗人”法布尔

先生的《昆虫记》，科学严谨且文采超群。高苏珊娜编著

的彩图版《法布尔昆虫记》，继承了原著简洁优美的语言

特色，刻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让每一种昆虫都具

有人一般的灵性与情感。它们有高低贵贱长幼之分，也

有“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本书将昆虫短暂的一生、生

活习性呈现在孩子面前，有助于培养孩子热爱自然的意

识，引导他们探索生命的奥妙。

孩子对世界充满了好奇，需要去旅行。《跟爸爸一起去

旅行》，以形象生动的插图和简洁丰富的细节，为孩子们讲

述了关于地球的故事，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书中，

孩子穿越变幻的环境，探索东方和西方；结交不同的人，知

晓他们的生活方式；遇见令人称奇的野生动物。从自然、人

文、美食三个方面了解中国各地丰富有趣的地理百科知

识。这是一套能让孩子们感知世界和中国，并给他们带来

启发的地图绘本图书。

看人文增强历史底蕴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照亮现实，也照亮未来。历史是

孩子一生人文素养的基石与底蕴。《画给孩子的中国历

史》是一本妙趣横生的历史绘本图画书，是专为孩子量身

定制的中国古代历史的人文知识图书。全书有 19 条历

史脉络，从上古时代一直讲述到清朝，还原了每一个朝代

的特点，包括疆域、文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书中

语言活泼幽默，插画可爱灵动，凸显了每一个朝代的特

征，让孩子在轻松的阅读中学习到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了

解历史知识，开阔胸襟和眼界。

诚信从来无须说教。诚信教育应该从小抓起，而空

洞的说教并不能让孩子们心悦诚服。《古籍里的中国故

事·诚信为人之本》将“诚信”这一中华民族的优良美德通

过六个历史故事呈现出来，让孩子在趣味之中潜移默化

受到教益。

孩子不仅要了解中国文化，还要了解世界文化。《不

一样的卡梅拉》以法国式的浪漫情调，天马行空的想象

力，从孩子们能理解的角度，把“蒙娜丽莎”“莫扎特”“达

芬奇”“马可波罗”“伊索寓言”“格林童话”等元素融入其

中。这些世界名著，巧妙而有趣而地分别穿插在一集集

的故事里，深入浅出地让孩子们在欢笑中，慢慢去接触世

界文化知识和哲理。读这套书，孩子们很容易独立自主

完成，并从中获得自我的乐趣和完成全篇的成就感。

孩子的潜能是无限的，有益的阅读使他们的视野更

开阔，想象更丰富，心智更健全。让孩子从小爱上阅读，

也许就是这个暑假父母送给孩子的最好礼物。

我读书杂，近几年，书橱里多了

一些新面孔：《独坐羊狮慕》《看不见

的森林》《与兽为邻》《种子的信仰》

《时间的日历》《缅因森林》《沙乡年

鉴》……这一长串的书单有一个共同

的特质：自然文学。它们从远方抵达

我的案头，伸手可及，甚是亲切。

我是一个比较敏感的人。路边

的小小森林，总是吸引我的注意。那

些花草盎然的园子，有过我许多次眺

望。一条寂静流淌的河流，更是让我

朝思暮想。它们都是我心中的坛城，

我在那里一次次找寻，一次次流连。

《看不见的森林》我已经读过几

遍了，每次都爱不释手。京东的《儿

童文学》童书馆还有带插图的版本，

装帧极为漂亮，适合青少年阅读。该

书是美国南方大学的生物学教授戴

维·乔治·哈斯凯尔的作品。他是一

个幸运的人，因为他拥有一个独一无

二的世界——坛城。

坛城不是城市，它位于田纳西

州，是南方大学的属地。它仅仅是一

块巴掌大的地方，生命的故事却令人

目不暇接。戴维不厌其烦地充当生

命的探子，用他一年的行动告诉我

们：微观的世界同样精彩。

那些行走的种子、獐耳细辛花、

萤火虫、山雀、蝈蝈，都是戴维笔下光

彩夺目的主角。不管刮风下雨，戴维

一次次匍匐于坛城，观察这个复杂多

样、精彩纷呈的小世界。对一茎嫩

芽、一堆落叶、一只白尾鹿、一群金花

鼠，作者娓娓道来，让人身临其境。

作者以日记的形式记录坛城的一年

四季，小世界大乾坤，故事一场接着

一场，欢乐与忧戚、鲜妍与灰败、竞争

与合作，一幕幕、一帧帧，组合成一幅

多姿多彩的画卷，让人着迷。

坛城的故事相对是隐秘的，但它

赋予的意义是开放的。从始至终，戴

维都在给读者表达一个观念：世间万

物都是息息相关的。在书中，作者借

鉴了中国古代的“格物穷理”之妙法，

用画地为牢的方式，将自然界众多的

参与者引入小小的坛城，让它们成为

故事的主角，再由他细细地讲述出来。

戴维的笔下，活跃着一只长着六

条舌头的飞蛾。它有时落在他的手

指上，用喙在他指纹的沟槽间吮吸

着，苍白的液体在它的管子里忽闪忽

闪。戴维说，这只飞蛾是在获取人体

身上的盐分。

他观察蜗牛探路的触须，对蜗牛

所能看到的世界进行了一连串的发

问。蜗牛能看见颜色吗？蜗牛能看

到移动的物体吗？这些问题充满了

想象和思辨的力量，让人产生无限的

遐想。

他对无意遗落在坛城的高尔夫

球有了深思：怎样处理不属于自然的

塑料？戴维给了我们一条合乎情理

的解释：环绕在小球周边的地星和蘑

菇，也许正在策划一种消化球中的塑

料办法。戴维对事物的悉心观察与

对科学的大胆想象令人心生敬意。

《看不见的森林》在一定程度上，

改变了我们看世界的焦距。它告诉

我们：伏下身去，你就会发现，一小片

森林其实也是大千世界的缩影。

一滴水上演世界的变奏，一个坛

城表达着芸芸众生。坛城不为人知

的秘密很多，作者把植物、动物、气候

等信息，慷慨地带到读者面前。一片

雪花为什么如此美丽？一个地衣的

内在有着怎样的复杂性？这些都极

大地调动了读者的兴趣。自问世以

来，《看不见的森林》一书就深受人们

的喜爱，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众多读者

的书单。在一些人看来，科普文章让

人有种高山仰止之感，得益于作者的

素养，在对专业知识深入浅出的讲述

里，文学底色鲜明。戴维通过散文的

笔法，巧妙地帮助读者把科学与文学

之间的障碍一一打通，世界变得如此

的亲切而有温度。

不妨去读一读《看不见的森林》，

它一定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世界。

走进去，世界就是你的。

书香茶香染流年
□ 吴云萍

遇见灵山小镇“悦读吧”，是在一个冬日阳光慵懒的午后。我漫

步至灵山工匠小镇·槠溪老街，踏着青石板，满眼素墙、飞角，木柱、

抬梁、吊脚楼，俨然一幅轻妆淡抹的徽州画。

从槠溪老街牌坊往前走，曲水流觞左牵“大夫第”，右挽“悦读

吧”。“悦读吧”精雕门楼，素墙黛瓦，朱扉紫牖，门前栽碧梧，屋后有

翠竹。门半掩，推门而入，内有曲径，径转有屏，屏进有阶，阶畔有

花，屋角有圃，茶香缭绕。天井的照壁爬满芬芳，酩酊的光线甘醇如

酒。推开明代的门楣，走进“悦读吧”，仿佛走进了历史博物馆，唐代

的、明清的，满足你对古建筑的美好想象。

这里茶香书香氤氲，敞开式的书柜有着现代的装饰美，和店内

的传统建筑美相得益彰，可品茗，可随意看书阅读。茶有普洱、白

眉、红茶、绿茶；书有生活、哲理、文学、文化艺术等各种书籍。墙面、

几上、转角处，不经意间你就能与这些人类智慧的结晶触碰，让你心

生暖意和敬意。

我点了一杯上饶白眉，身陷于柔软的沙发里。茶叶在水中舞

蹈，缭绕的香气与光线交织，惬意的情绪在蔓延。与店长攀谈得知，

这是广信区新华书店依托灵山工匠小镇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精心

打造的新型书店。这里藏书万余册，品类齐全，读者可尽情翻阅，若

看得入眼入心，也可买单带走。书店以图书为主，文化沙龙活动为

辅，并与广信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相结合，融合茶文化，更好地满

足了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多元化的文化需求，成为广信区新的人文休

闲打卡地。

在“悦读吧”照壁前一幽静处坐下，爬藤绿色的叶子在阳光中清

新出尘。一茶一书，立刻有了人生的况味。以书佐茶，大提琴《07 时

光》将我带入宁静世界。书香氤氲中唐朝打马的书生羽扇纶巾，衣袂

婉约，那些已然消失的李白、唐寅、余光中、汪曾祺……此刻和我在“悦

读吧”久别重逢。

在灵山工匠小镇“悦读吧”，也有结伴而来，轻言细谈，以诗文

交、以茶论道，像古人一样烹茶煮诗，得人生一乐事。

转朱阁，于曲径通幽处拾级而上，二楼又是另一番光景：静室清

雅，书法绘画沙龙翰墨飘香，有几位老者正在挥毫作画，墨色晕染中

灵山栩栩如生，十里槠溪蜿蜒，青山着意，雅居若隐若现。其中一位

老者说，他是退休老师，和大家同是爱好书画的同道中人，经常来这

里切磋交流。这里环境好，放得开手脚。想起诗人张潮在他的《幽

梦影》一书中说：善读书者，山水亦书也，棋酒亦书也，花月亦书也；

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书史亦山水也，诗酒亦山水也，花月亦

山水也。

楼上除了有几个雅室之外，还有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可作

舞台表演，可开展文明实践活动。几名大妈正忙忙碌碌地整理红红

绿绿的演出服装，她们在为节日的演出作

准备……

推开木格窗，白云遮着山尖，飞鸟俯

冲又旋起，鸟鸣清越。喧嚣的城市隐去，

天空旷远，如月下看美人，心旷神怡，另

是一番意境。

时光清浅里的读写时光清浅里的读写
□ 胡胜盼

▲《史努比》

【美】舒尔茨 著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 张光茫

又是一年暑假。孩子们在假期里多读几本好

书，可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读经典、探百科、看人

文……开启智慧之门，暑假阅读正当时！来吧，放

下手机，我们一起徜徉书海。

——编 者

□ 曾亮文

为生命建一座坛城为生命建一座坛城

▲《荒野求生》

【韩】柳大永 改编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王子》

【法】埃克苏佩里 著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父与子》

【德】卜劳恩 绘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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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森林》

【美】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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