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4.23 活动推荐新书 
 

1、《哲学起步》 

书名：哲学起步 

作者：邓晓芒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书评：全书分为三个部分，按照“我们从

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个千古

之问，分别论述人的本质、自我意识的本质、

自由的本质三大问题。作为一本初步构建哲学体系的书，本书不是按照一

般的套路，从本体论、认识论说到逻辑学、伦理学、美学，而是直入哲学

的核心问题，而把上述哲学各个分支的内容融合在对核心问题的论述之

中，纲举目张，自成一体，令人耳目一新。在具体的阐述中，处处可以感

受到作者熟知德国古典哲学家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加以融会贯通，信手

拈来，了无痕迹，同时也常有自己独到而新颖的见解，这些见解显然源自

切身的体悟和独立的思考。 

 

2、《良训传家》 

书名：良训传家 

作者：韩昇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书评：一封封家书平实质朴，一则则家训言之谆谆，诚如作者所说，“你

想改变世界，首先要改变自己”。让我们推开历史之门，拾级而上，在对

中国古代家训智慧的学习中，开启传承的千里之行。因为，闻，只是起点，

脚踏实地的践行，才能让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3、《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书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作者：袁行霈 主编（订购中） 

出版社：国家图书馆 

书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共

包括十部典籍，分别为《周易》《尚书》《诗

经》《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管

子》《孙子兵法》《史记》。作为阶段成果，

对上述经典解读的十部著作凝结着众多学者的心血，反映出他们在诠释古

代经典、解读传统文化方面的最新努力。 

 

4、《中国三十大发明》 

书名：中国三十大发明 

作者：华觉明 冯立昇 主编（订购中）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书评：这本巨著，洋洋 50 余万字，附图近 600 幅，图文并茂，交相

辉映，生动形象地描绘了每项发明的历史背景，科学技术，形态特征，应

用领域，社会影响……；读起来既能了解历史，增长知识，让人耳目一新，

又能受到发明创造的启迪，是一部难得的科学技术史书。 

5、《我们人类的基因》 

书名：我们人类的基因 

作者：(英) 亚当·卢瑟福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书评：考古学和地理学可能重现了墓穴、

洞窟、壁画等人类以前的景象，而通过 DNA

追溯过去，看到了细胞中深埋着的人类文化

的印记。为什么人类特别是西方人直到成年

之后还会饮用各种各样的奶类？原来是有着欧洲血统的人进化了其他地

区大部分成人都没有的“乳糖耐受”基因，而研究结果表明，在公元前 500

年至公元前 1000年时就出现了这种乳糖酶的变异。有意思的是这种“基

因变异”就发生在欧洲这样一个产奶的动物被驯化、乳品业繁荣的群体之

中。作者还叙述了红发人、黑死病患者后的基因案例，由此展现了基因与

文化是相互选择共同进化的。 

 

 

 

 



6、《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 

书名：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 

作者：李弘祺 著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字出版社 

 

书评：这部著作讨论问题很多，如中国传

统教育制度、私人讲学、考试选才、书院兴盛，

中国历史上的大众教育、家庭教育、技术教育等。作者还论及儒家经学对

中国传统教育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强调理学对培养自我的重视。培养自我

这一点，被作为书名：学以为己，当最受作者推重。作者认为：中国书院

教育的理想是“为己之学”或“自得”。这种观念从孔子始，以后支配中

国读书人的理想将近三千年。经朱熹的提倡，它变成更为广泛的信念。这

一理想受到科举制度的强烈冲击，至明之后，逐步转变成为“以天下为己

任”的一部分。“自得”乃是一种自由的境界，是一种精神上的解放。因

而读书的乐趣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没有责任感的快乐。这一命题与哲学上

“自由与责任”的命题有相似之处。 

 

7、《太空日记》 

书名：太空日记 

作者：刘思扬 主编 

出版社：四川科技出版社 

 

 



 

书评：这是一本拿起来就舍不得放下，非要

一气呵成读完的好书。它脑补了我们无数的好奇，

让人应接不暇。上九天揽月摘星，探索宇宙无尽

的奥秘，一直是人类的伟大梦想。“孩子，我要

出趟远门，为你摘颗星星回来”，看似平淡朴素

的语言，这本书开篇就让人展开无限的遐想。一

提起太空旅行，那遥远的地方、神秘的旅程，无法不让人充满好奇，无数

的为什么萦绕脑海。这本书带我们跟随航天员们的第一视角揭秘地球之外

绝大多数人毕生都不可能接触的世界，通过航天员太空日记的即时记录和

呈现，让我们看到航天员们在天宫吃穿住用，所作所为，体验他们的所思

所想，仿佛我们身临其境，一路同行，同游太空。 

8、《地球之美》 

书名：地球之美 

作者：(法)帕特里克·德韦弗 著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书评：全书以时间为轴，系统讲述了

45.7 亿年前开始至今地球的每一个重要 的

故事。从形成到构造，从植物到动物，气候到矿 产、湖泊到海洋，随后

还记录了人类诞生之后的历史，人类的形成与演变、人类文化的进步与衍

 



生，人类最重要的关于地球的发现，以及现在地球的处境与环保，甚至还

有对于 50 亿年以后地 球的预测。这是一本关于地球的“百科全书”。 

9、《百岁人生》 

书名：百岁人生：长寿时代的生活和工作 

作者：（英）琳达·格拉顿，安德鲁·斯科特 著 吴奕俊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书评：21 世纪初出生的人有一半的概率

活到 100 岁，这在某些发达国家已经成真，发

展中国家也正迎头赶上，这就是长寿时代。如

果我们以为长寿时代只是意味着老龄化、延迟

退休、养老金缺口和劳动力短缺，那我们的视

野仍然是流于表面。 

本书来自英国伦敦商学院经济学家琳达·格拉顿和心理学家安德

鲁·斯科特为 MBA 学生开设的一门“百岁人生”课程，入围 2016 年

英国《金融时报》和麦肯锡公司年度图书奖，出版一年便已经被译为

12 种语言。 

两位作者是经济学和心理学的专家，并且在多个政府和多个跨国

公司担任人力资源和经营管理咨询顾问，他们运用前瞻性的研究成果

和超前视野的实践经验向我们展示，在长寿时代，我们要从过去的“受

教育-工作-退休”三阶段人生演进到更加丰富多彩的多阶段人生，才

能将长寿变成天赐大礼，而不是变成诅咒。 

 



10、《俄罗斯，那片文化沃土》 

书名：俄罗斯，那片文化沃土 

作者：任光宣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书评：本书以作者第一人称的视角，讲

述了俄罗斯近当代历史中的一些文化事件、

知名人物、名胜景观背后的细节。 

从普希金故乡、托尔斯泰庄园、叶赛宁博物馆，到雅尔塔会议旧

址、金环古城科斯特罗马、冬奥小城索契；从传奇导演梁赞诺夫、海

豚音歌手维塔斯、航天英雄加加林，到莫斯科广场雕像的布局、索尔

仁尼琴合影的轶事、拉斯普京家宴的味道…… 

这本书是作者用脚步丈量过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11、《穿越世纪的光：周有光画传》 

书名：穿越世纪的光：周有光画传 

作者：《周有光画传》编委会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书评：周有光是我国著名的金融学家和语

言学家。这部画传侧重历史性，通过广阔的视

 



角，以二百余幅老照片，展现了周老一生丰富的经历，还原了他生活

于其中的时代背景，也有助于读者理解晚年周有光为何会持续地关注、

探索和思考文化及文明演进等“大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读者可以通过周老的人生故事，窥见一代知识人

的思索和成长，从而窥见中国近代社会的整体面貌。 

 

12、《月光狂想曲》  

书名：月光狂想曲 

作者：（美）迈克尔·夏邦 著 孙璐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书评：小说叙述的是 1989 年，当德

国人欢呼着推倒柏林墙的时候，主人公飞

往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母亲家，陪伴患

有癌症的外公度过最后的时光。止痛药打破了外公少言寡语的习惯，

在接下来的一周，他不时回忆起自己一生的际遇，一点一点地揭开埋

藏已久的秘密。 

小说对祖父辈人生的追忆恣意绵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阴影

挥之不去，太空竞赛从狂热到落寞，月球的意象贯穿始终，象征着逃

离往昔痛苦的光辉和壮志未酬的晦暗。和《卡瓦利与克雷的神奇冒险》

《匹兹堡的秘密》与《奇迹小子》一样，《月光狂想曲》是又一部极

 



具夏邦特征的作品：建构在真相与记忆之上的不确定的叙述，喷薄而

出的独一无二与无拘无束的文字。 

迈克尔·夏邦，当代美国著名作家，被誉为“塞林格的接班人”。

集普利策小说奖得主，星云、雨果、轨迹、侧面四项科幻大奖得主，

好莱坞编剧于一身，曾任电影《蜘蛛侠 2》与《异星战场》的编剧。 

 

13、《重新生活》  

书名：重新生活 

作者：张平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书评：这是被誉为“人民作家”的张平时隔

十四年，继《十面埋伏》《抉择》《国家干部》

之后向广大读者奉献的又一现实主义力作。 

故事围绕着被纪委带走的市委书记魏宏刚的姐姐魏宏枝一家在他

落马后的遭遇展开，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现象和发人深省的时

代忧思，涉及了反腐斗争、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城市改造等老百姓

关心的话题。几位主人公短短数日的遭遇充分反映了人生百态，权力

与金钱织就的终归是虚幻的繁华，良知与贪婪交绘出人世冷暖，最终

唯有不忘初心、安分守己才能换得坦然自若。 

 



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言，当贪腐理念沉淀于文化之中时，反腐就是

一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殊死斗争，必然也是一场灵与肉、信仰与欲

望之间的存亡较量。 

14、《转念：从命令式吼叫到亲密陪伴》 

书名：转念：从命令式吼叫到亲密陪伴 

作者：泽爸（魏玮志）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书评：本书作者泽爸总结了一套父母面对

各种情景状况时的 SOP（标准作业程序），并

成功地从看见孩子犯了错就火冒三丈的父亲，

转型为网上转帖最多的亲子教育讲师，成了孩

子心中喜欢的父亲。 

在书中，泽爸以独创的“情景状况 SOP”的方式，举出许多生活

实例，并介绍了父母最好的表达方式。 

通过书中的每一个情景，你可以实际了解到底该怎么做、怎么说，

从而引导孩子的情绪，与孩子建立起密切的亲子关系，成为孩子最佳

的陪伴者与生命中最棒的老师。 

 

 

 

 



15、《小王子的领悟》 

书名：小王子的领悟作者：周保松 著  欧华欣 绘 

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 

 

书评：《小王子》是许多人热爱的文学经典，

但又不仅仅是一本文学经典。作者周保松在多次重

读《小王子》之后，对书中小王子的选择与行动，

又有新的感悟与思考。 

这是一本关于文学的哲学札记，是一个书迷与读者的阅读分享，

也是周保松写给五岁女儿的成长礼物。 

全书共十五章，周保松用他的哲思和童心，每章以小王子在不同

的成长阶段所面临的不同困境与际遇为切入点，结合当下的社会现实，

对驯服、梦想、生命、责任提出新的思考与解读，思索生活的意义与

美好，也重新审视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16、《天长地久》 

书名：天长地久：给美君的信 

作者：龙应台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书评：美君来自浙江。她二十岁爱上

的男子，来自湖南。他们走过的路，是万

里江山，满目烟尘。 

本书为龙应台首次采用复调结构，将

亲情与历史交织，完整呈现母亲美君以及

那个时代女性一生的作品。 

全书分为两个部分，有 19 封给母亲的

家信，以优美散文的形式呈现，笔触隽永，描写细腻，将对母亲愧疚

的爱，以及自己作为女儿、作为家长，对亲子关系进一步的思考，对

生命的感悟，全部写进了这 19 篇文字中；书中另一个重要的部分，

是龙应台从数千份历史材料中筛选出的“大河图文”。为了还原母亲

美君的一生，她选择了 35 篇具有代表性的文字，有当时抗战的历史

事件，也有美君自己的日记与家书；既可以将美君的颠沛生活用文字

拼图的形式展现出来，读者又能从中读出美君独立、坚强的性格。 

 

17、《彩云之南》  

书名：彩云之南 

作者：（美）比尔·波特 著 马宏伟  吕长清 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书评：美国著名旅行家比尔·波特独行中

国西南边陲，探寻生活之中最淳朴的本真片

段，发掘风景之后最神秘的人文脉络，见识

言语之外最浓郁的 民族风情。继《空 谷幽

兰》、《禅的行囊》、《黄河之旅》之后，

比尔·波特再次为读者奉上他眼中所见的中

国西南的独特魅力。 

本书以生动、幽默的语言记录了作者探

寻“彩云之南”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带我们领略西南边陲地区少数民

族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呈现了一次深度的心灵之旅、文化之旅。 

 

18、《年羹尧之死》 

书名：年羹尧之死 

作者：郑小悠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书评：本书围绕年羹尧与雍正君臣关系的

演变历程，全面回顾了年羹尧一生从得意到失

意的宦海浮沉：年少时科场高中，入仕后步步

高升，在胤禛继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立下

赫赫战功后位极人臣，但最终身死名裂。在此

叙述之中，作品从新颖的角度，立体而真实地展现了年羹尧性格的复

杂多面。 

 



全书还依托奏章、信件、皇帝朱批等原始资料，立足于对史实的

细致剖析，还原了雍正帝如何精心布下罗网，软硬兼施地分化甚至清

洗年羹尧的军政势力集团，并最终下狠手诛杀年羹尧。 

 

19、《士大夫的理想时代•宋》  

书名：士大夫的理想时代·宋 

作者：余蔚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书评：文强武弱的宋代堪称全面开放的

时代，又被认为是知识分子的理想时代。 

本书作者精研宋史多年，长于宋代政治

制度，又不为过去史学界一些“主流”观点

所束缚，具有广阔、新颖的视野。 

书中描绘了宋代的政治变迁、制度设计、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等

各个方面，以政治史为主，将宋代历史分成兴起、守成、争执、突变、

中兴、僵持和沉沦七个时期。 

书中对宋代历史上的许多重要问题，重新回到历史情境中进行同

情之理解，从宋代的历史和当时实际的效果中予以评析，可以为普通

读者提供新的看待历史的方式。 

 

 



20、《一的力量》 

书名：一的力量 

作者：（澳）布莱斯·考特尼 著  李维

拉 译 

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 

 

书评：他出生在南非，他既不是黑

人，也不是南非人，而是南非人的仇人

——“红脖子”英国人，因此处处受

到歧视。5 岁时进入寄宿学校，得到的第一个名字叫“尿尿鬼”，任

何人都可以踩他一脚。 

暴力与歧视可以说是他在学校唯一学到的事物，他靠着聪明机智，

找到了自卫和安全反击暴力的方式。在离开学校的归途火车上，他结

识了生平的第一个朋友哈皮，一名列车车长兼业余拳击手。哈皮让小

男孩明白：只要用脑子、用心，小也可博大，弱者也能具有震撼众人

的能力！从此，小男孩拥有了新的名字：皮凯，同时开启了人生的新

篇章，告别了哈皮之后，皮凯的人生中陆续遇到很多教他成长的贵人，

从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一的力量”：一，它最小，但最大，拥有最

大的力量。如果不是年龄提示，很难想象这些震撼人心的故事竟都发

生在一个孩子幼年时期。从 5 岁到 15 岁整整十年，一个小男孩以自

己独特的视角，书写了一部关于“一的力量”的传奇。 

 



布莱斯·考特尼（Bryce Courtenay），真实经历有如传奇的澳大

利亚头号国民作家。祖籍英国，生于南非，在澳大利亚从事广告业，

直到 55 岁才动笔写下第一本小说《一的力量》，结果这部带有半自

传色彩的历史成长小说马上成了天王级畅销书。它是澳大利亚史上最

畅销的书，本土销售超过 200 万册，全球总计销量超过 400 万册。 

 

21、《贾想Ⅰ：贾樟柯电影手记 1996-2008》  

书名：贾想Ⅰ：贾樟柯电影手记 1996-2008 

作者：贾樟柯  万佳欢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书评：该书是贾樟柯本人第一本有关电影创

作的著作，是对其十余年来导演生涯的梳理与总

结，全景纪录了这些年来其思考和活动的踪迹。 

书中收录了贾樟柯导演生涯各时期对电影艺

术孜孜不倦的探索和独特的思考，另有多篇与电影界、艺术界、媒体

等多领域关键人物的代表性访谈。 

全书以贾樟柯所拍电影为纲，所有收录文章以发表的时间顺序排

列，呈现出导演个人敏感而执着的心路历程。 

 

 



22、《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 

书名：旌旗万里：中国远征军在缅印 

作者：彭荆风 

出版社：云南人民出版社 

 

书评：本书是《挥戈落日--中国

远征军滇西大战》的姊妹篇，完整而

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远征军英勇顽强、

艰苦卓绝的征战历程。 

全书共分 15 章，从日军偷袭珍珠

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写起，到远东局势紧张，日军越过泰、缅边境危及

中缅公路；中国在美、英等国请求下组织中国远征军出兵缅甸，挫敌

于缅南。但因英军避战自保，导致中国远征军从胜转为大溃败，10 万

远征军有 6 万人惨死于野人山；1943 年秋冬，中国重新组建中国驻

印军在史迪威将军指挥下，从印、缅边境反攻，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

殊死的搏斗。 

 

23、《我的世界观》 

书名：我的世界观 

作者：（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著   方在庆 编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书评：本书以影响较大的 1953 年德文

版《我的世界观》为底本，收录了《观念与

见解》《爱因斯坦晚年文集》及散落别处的

相关文章，编译出一个独有的《我的世界观》

中文版。其中有 20 多篇珍贵文章此前从未

翻译成中文出版过。 

在书中爱因斯坦表达了自己对哥白尼、

伽利略、牛顿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科学家的看

法。读者通过爱因斯坦的双眼，回到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回溯 20 世

纪初的科学发展进程。书中讲述居里夫人、洛伦兹、玻尔等科学家在

当时环境下面临的压力，他们的抗争与奋斗；讲述爱因斯坦本人成长

和奋斗的历程，他作为一个犹太人的责任与思考、观点与态度，以及

他的科学研究之路。 

通过这本书，人们将会对爱因斯坦产生更加完整的认知——他不

仅是天才和伟大的科学家，还是思想家和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

他不受羁绊的独立人格，以及看待问题和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使他思

想深刻、见解独到。通过这本书我们将走近一个伟大的灵魂，认识一

位诙谐幽默、充满个性的爱因斯坦。 

 



24、《我的信念》 

书名：我的信念 

作者：（英）伯特兰·罗素 著 莫晓敏 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书评：伯特兰·罗素是 20 世纪英国哲

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历史学家、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分析哲学的主要创始人，是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老师。 

该书首版于 1925 年，此时罗素 53 岁，正值其学术生涯巅峰期，

而全书也仅有五篇，适合初读罗素者阅读。内容分别是“自然与人”、

“美好人生”、“道德准则”、“个人救赎与社会救赎”以及“科学

与幸福”。 

罗素在书中阐述了自己如何理解人在宇宙间的地位，在追求美好

人生方面有着怎样的可能性，不仅道出了他的恐惧，也吐露了他的希

望。他认为，人类目前还无法在天文学之外的领域预测未来；在人间

世事中既有能带来幸福的力量，也有能带来痛苦的力量，我们虽无从

知晓何者将会取胜，但要明智行事，任何一方都不可忽视。 

 

25、《文心雕虎全编》 

书名：文心雕虎全编：1999-2016 

 



作者：刘绪源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评：“文心雕虎”是儿童文学理论家

刘绪源在《中国儿童文学》杂志所开设的一

个极具特色的书评 专栏，一直广受读 者好

评。此次再版，保留了原版“雕虎之辑”的

精选之作，并增加了作者后期在《文学报》

等媒体上发表的新作，故称为“全编”。         

本书时间跨度自 1999 年至 2016 年，内容涵盖作者对童话、幻

想小说、动物小说、童诗等多种类型儿童文学的观察与批评。从中既

可领略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风云寒暖，也可汲取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

所奉献的理论精华。 

 

26、《人间花事》  

书名：人间花事：一个唯美主义者的植物

散文 

作者：谈瀛洲 

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书评：本书是被誉为“五角场玫瑰”

“复旦大学的都教授”的谈瀛洲的第一部

 



花事随笔集。谈瀛洲教授的家族、童年甚至爱情、家庭，都与种花、

养花有着不解之缘。岁月更迭、寒来暑往，生命中每一段或温暖或怅

然的记忆里，都有花事相伴；而始终守候的花儿，也于荣枯繁败中遍

尝人间情怀。 

全书以中国家庭中惯常养植的花草为脉络，共记述五十余种植物，

并配有画家孙良 44 幅古典水墨花卉画作，与相应的篇章交相辉映。

各篇从植物习性、往事亲情、文化品格等多重维度娓娓陈述人与花草

之间的多种情缘，花事典故和种花秘籍信手拈来，更与今人养花轶事

相映成趣；全书贯穿着关于生命、自然、文化以及家风传承的独特诠

释和温馨怀想，对花事与日常的摹写细致入微，让人在掩卷之余，享

受到另一种韵味深长的美好与感动。 

 

27、《考古的故事》 

书名：考古的故事 

作者：（美）埃里克·H·克莱因著 林华 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书评：本书是考古学界领军人物、“最受

欢迎的考古学图书奖”得主的倾力之作。内容

涵盖世界 20 余个主要的考古胜地以及重要的

考古发现，我们将看到埃及法老的黄金面具，

希腊帕提侬神庙里的大理石雕，墨西哥丛林中的祭献品……这些文物将

 



尽可能客观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祖先过着怎样的生活、创造过怎样的

文明，其中的一些文明又为何走向毁灭。 

书中还展示了不断进化的考古技术，比如空中勘察、激光雷达、

碳-14 测年法，它们让更多遗址被发现，也让文物说出更多故事。考

古的故事带领我们向人类历史的上游跋涉，并为我们带来关于未来的

启示。 

 

28、《守望的距离》 

书名：守望的距离 

作者：周国平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书评：《守望的距离》是周国平先生的

第一本散文集，是他从 1983 年至 1995 年

4 月所写散文的结集，收入了散文十四辑，

内容包含哲学思想、人文思想、人生寓言等，

其中充满了人生的智慧和哲学的魅力，融理

性与激情于一体，笔调清新自然，内涵睿智深刻。 

正因为如此，本书在今天仍不断收获新的知音，虽然它们都已是

上个世纪的作品，但今日读来，却依然具有触动人心的魅力，受到一

茬又一茬成长起来的青年读者的喜爱。 

  

 



29、《树犹如此》 

书名：树犹如此 

作者：白先勇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书评：《树犹如此》是白先勇的

散文自选集，主要收录他回忆个人经

历、与亲友交往的文章。书中作品多

成于白先勇“五十知天命”之后，董

桥曾“惊讶他已然像自在放下的老僧，任由一朵落花在他的掌心默默

散发瞬息灿烂”。 

 在这部散文集中，作者或怀人忆旧，或自述过往，或抒情感怀，

或谈文论艺，虽然写的是个人记忆，根子里其实写的是历史。留在白

先勇童年记忆底片里的是上海“最后的一抹繁华”，而“少小离家老

大回”的漫长过程闪回的是二十世纪中国人历史的流变沧桑。 

 

30、《给孩子讲时间简史》  

书名：给孩子讲时间简史 

作者：李淼 

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书评：这是物理学家李淼写给孩子的

关于时间的科普读物。 

霍金在畅销科普作品《时间简史》里

讲述了关于宇宙本质的知识。而在本书中，

作者以孩子容易理解的方式组织和诠释了

霍金的理论，用很多趣味的故事帮助孩子

重新理解时间：它并不像我们司空见惯的

那样寻常，而是藏着整个宇宙的奥秘。要

懂得很多前沿的物理学，才能真正理解，

为什么时间是有方向的，宇宙的起点是什么，所谓时间究竟是怎么一

回事。 

全书共分为“关于时间的历史”、“时间箭头是怎么回事”、“令

人生畏的暴涨”、“谁是宇宙中最长寿的”四个部分。 

 

31、《中国文化的性格》  

书名：中国文化的性格 

作者：梁晓声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书评：本书是梁晓声先生解读中国文

化的一部新作，是一部梳理传统文化的读

书笔记与思考心得。包括了中国历史、文

 



学、文艺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既有以时间为线索的宏观历史考察，也

有对文艺作品的微观解剖，力图从中整理出一条关于中国文化、中国

人精神气质的总结性的内容线索。 

作者站在当下社会现实的立场，对照世界文化特色底蕴，对中国

传统文化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再思考，角度新颖、行文辛辣、富于思辨

性。 

32、《言归正传》 

书名：言归正传：单田芳说单田芳 

作者：单田芳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书评：单田芳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继承人、著名评书艺术大师，一生都

在讲述别人的故事。如今大师已逝，这唯

一一本记录他自己人生故事的书就显得

尤为珍贵。 

书中单田芳对伪“满洲国”的童年、

内战期间举家逃亡、起于草根的评书世家

的辛酸和鼎盛、赴京探视被收监的父亲、家庭经历大裂变、“文革”

期间受批斗、落实政策、一波三折复出艺坛、赴京艰苦创业等人生重

要经历进行了全面披露和忠实再现。 

 



这是一部当代艺术大师用血和泪、热情和理性，将亲身参与的历

史忠实记录的平民化读本，更是一部中国人不可不读的励志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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