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读书，犹如大海寻珍。人类的书籍，就像
一个浩瀚的大海，蕴藏着无数的宝藏，而每一
本书，就像一叶张开风帆的小舟，只要你勤于
扬帆奋桨，定能在知识的海洋中，觅到奇珍异
宝，满载而归。

2

读书，犹如矿中采金。正如一位作家说
过：有些人是沙里淘金，读万卷书，小康而已；
有些人则是点石成金，随手翻翻便成巨富。
看来，读书不仅需要勤，还要善于读才成。

3

读书，犹如拾珠串链。不执笔就不要读
书，把那闪光的珍珠拾起来，制作成价值连城
的项链，这制作的成功与否，就要看你的眼光
的高下与创造智慧的多寡了。

4

读书，要善于心灵撞击。常言道：“与君
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们何不把读书变成
与智者的心灵对话？一些经典之作的作者，
常是些站在历史脊梁上的伟人，与之进行心
灵的撞击，定能擦出火花来。

5

读书，仿如交朋结友。孤独常常缠绕着
现代人的心，何不去书林中寻觅你素未谋
面的挚友？他们可以是文思泉涌的文学
家，可以是思辨滔滔的哲学家，可以是穿透
时间隧道的史学家，亦可以是洞察世纪风
云的社会学家，在人生路上有他们作伴，还
怕孤独么？

6

读书，要善于把书读厚和读薄。读厚者，
要善于把一句精辟之话，诠释成一本厚厚的
书；读薄者，要善于把一本厚厚的书，概括成
几句精辟的话。要做到这点，就得训练你演
绎和抽象的功力了。

7

读书，要善于通读和精读。对于那些闲
书和杂书，浏览一下，粗知一二便行；对于那
些经典之作，则要细细地品味，因为那都是些
历史淘下来的精品，只有反复地揣摩，才能透
彻领悟其内涵的深奥和技巧的精妙。

8

读书，犹如充电。久不读书，心灵的创新
智慧就会被掏空，不仅思想和行为跟不上潮
流，连语言也是陈旧的，在信息爆炸的社会
里，只有将知识和观念不断更新，才能成为一
个永不落伍的人。

9

读书，重在感悟人生。在宁折不弯的铮
铮铁汉身上读出独立的人格；在踏进人生沼
泽的忏悔者的人生轨迹里读出负疚的警省；
在纷繁复杂的炎凉世态的描绘中读出处世的
智慧；在世纪之交的风云开合的阐述中，听出
进击的鼓点。读书，一旦悟出人生的真谛，便
读出了真功夫。

10

读书，乐在读出享受。读一本令人拍案
叫绝的情感美文，就像听一首低吟浅唱的小
夜曲，令你心醉神迷；读一本迭宕迷离的科幻
小说，如闯险象横生的迷宫，让你既新奇又刺
激；读一本思辨色彩极浓的杂文，如沐思想的
河流，让你的灵魂接受一次清清爽爽的洗涤。

11

读书，贵在锲而不舍。我这个属猪的是
个懒人，但有一件事从不敢偷懒，就是读书。
读起来就忘了吃饭，忘了睡觉，忘了要追踪的
电视连续剧，一年四季乐此不疲。我想哪怕
每回只收获一星半点，将来也一定会成为一
个精神的富有者。

12

购书，是我最大的乐趣。平日最爱逛书店，
尤爱逛书市，那一架架一排排的书，仿如一条彩
色的河，那散发着淡淡墨香的每一本书，就像一
朵彩色的浪花。当我购回一摞心仪之书，其喜
悦的心境，就像渔夫网回一船银光闪闪的鱼。

13

藏书，是我的一大嗜好。爱藏各种经典
之作，爱藏各类辞书，爱藏一些精装的豪华
本。找一金石名家刻一枚藏书印，写上日期，
盖上章，再分门别类藏之书架。它们伴我挑
灯夜读和笔耕，伴我搬迁和漫步人生之路，成
了我除了房子之外的最大一笔财富。

14

赠书，文友所赠之书成了我藏书中的宠
儿。一则它们凝聚了故人笔耕的心血，二则
它们是催我奋发的鞭儿。我把它们放在书架
最醒目的位置上，经常拿来翻翻，像在跟友人
一起叙旧，一起研文，一起探索人生。

15

读书，喜欢翻翻书前的序和书后的跋，以
求对作者和文章有进一步的了解，没有它们总
觉得欠缺了点什么。然而，序与跋的精品并不
多，特别讨厌那些拉着名家为自己赝品贴金的
序和那些故作谦恭而实是自我吹擂的跋。文
章以真为美，此两者的文品与人品皆失于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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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体认领公告
钟运平，男，1965年11月26日

出生，身份证号：42010219651126X
XXX，户籍地址为广东省珠海市香
洲区狮山横街9号A房。2022年4
月27日6时05分在珠海禅诚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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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找到钟运平的亲属，望有关个人
见公告后及时与我单位联系。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天后，若仍无
人认领遗体，我单位将按照相关规
定办理遗体火化等手续。狮山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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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山街道办事处
2022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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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书至简大书至简
《中国的孩子》蕴含大情怀

□ 徐 剑
书海荡舟书海荡舟

□ 卢锡铭

本埠书评
读书笔记

投稿邮箱：zhuhaiwanyun@163.com

《中国的孩子》是一部以澳门孩子的国家认
同和爱国情怀为主题的儿童报告文学作品。内
地和澳门作家的联袂创作，让这部聚焦澳门的作
品独具特色，也体现了作家驾驭和把控这一题材
的能力。

成人作家向儿童文学的成功转型

曾平标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近年来在
主题出版方面认真耕耘，创作了获得精神文明建
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的《中国桥：港珠澳大桥
圆梦之路》等优秀作品。童书创作让人如履薄
冰，作为一位作家，如果缺乏童心，缺乏孩子的视
角，写孩子的故事是非常困难的。曾平标此次创
作《中国的孩子》，转向童书领域，同样写出了一
部优秀作品，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大而有度的优秀作品

爱国主义是一个宏大的题材，从澳门孩子的
视角，写中国孩子的爱国情怀，能不能写好，非常
考验作家的智慧。全书的故事可以概括为十个

“一”，在宏大题材和平衡细节上处理得非常好。
如全书一开始就写了“一封信”，写习爷爷和孩子
们的温暖互动；然后写“一面国旗”，写杜岚老奶
奶升起澳门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故事。这些都是
很小的事情，但又都和国家的大事紧密联系在一
起。接着写“一支歌”：《七子之歌——澳门》，一
对大熊猫，一场暴风雨，一支军队，一场戏。还有
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所学校”，写贵州一所学校在
澳门同胞的帮扶下发生的巨大变化。这十个

“一”在“中国的孩子”这个大主题下，立体而具体
地呈现故事，让人感到叙事宏大大而有度，把握
得非常好。

以小见大、举重若轻

报告文学也好，儿童文学也好，轻和重、大和
小、弱和强都不容易把握。面对大题材，很容易

以大写大，以重写重，无法举重若轻。但《中国的
孩子》并非如此，作者以小切口展开大视角，并且
在语言表达方面下了很大的力气，摒弃了以往创
作成人作品时稍显晦涩的语言，将全书写得非
常平实，比较适合孩子阅读。

如书中讲到的濠江中学校长杜岚缝制国旗的
故事就是如此。在1949年10月1日，还在葡萄牙
管制之下的澳门，能升起五星红旗来，是非常不容
易的。杜岚第一个在澳门升起五星红旗的故事，
体现了现实和历史的连接。这不由地让人想到，
如今走在澳门大街小巷，感到特别地踏实，老街有
些地方虽然破旧，但特别温馨，在每所学校都能看
到五星红旗飘扬，这与杜岚老奶奶那一代爱国传
统的传承都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另外，在故事的表现形式上，两位作者将诸多
故事、诸多情节细节如穿珍珠一般串起来，展现了
报告文学的魅力。如驻澳部队在台风来袭之后，
经授权帮助澳门人民救灾，澳门孩子学习粤剧
等。用这样一个一个的片断把书很好地串起来
了。只有举重若轻、以小见大，才能大而有度，有
风度，有风格，同时，又让孩子能够听懂故事，读懂
这本书。

大书至简，小故事蕴含大情怀

主题出版，特别是写给孩子们的书，如果没
有生动的、精彩的、特别的细节和故事，孩子们很
难读下去。比如书中讲到《七子之歌——澳门》
的传唱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闻一多的诗词创
作、李海鹰谱曲过程，以及两位小女孩二十多年
的不同演绎……通过这些小故事让读者感受和
记住有关家国情怀的大道理，将大的情怀完美呈
现出来，这是作者在报告文学写作上的突破。作
者在给儿童写作时，运用这样一种大书至简的笔
法、讲故事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写其他宏大题材
和主题出版类作品时，也是非常有益处的。

希望作者继续努力，写出更多适合孩子阅读
的独特的生动故事，写出能被孩子们口口相传的
经典。

（作者系当代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新华社维也纳5月9日电 主题为
“七彩云南·世界共享”的2022年维也
纳联合国中文日活动9日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
国代表团、云南省相关单位、维也纳联合
国中文会等共同主办，以视频方式举行，
通过多个主流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代表王群，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曾艳，联
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瓦利，国际原
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组织执行秘书弗洛伊德，联合国
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国吉浩，以及来
自俄罗斯、意大利、荷兰等国家和国际
组织的代表200余人出席活动开幕式。

王群在致辞时表示，当前和平与发
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人类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分
歧与隔阂，加强团结合作，促进文明和
谐共存。本次中文日活动旨在为世界
文明交流互鉴和民心相通注入新动力，
在特殊时期彰显世界多样和人类团结
的价值观。

王群说，作为本次活动主题的中国
云南，既有秀丽山川和多元文化之美，
又有绿色生态、和谐团结、开放包容之
美，是新时代中国的缩影，是中国梦的
云南篇章。

瓦利、格罗西、弗洛伊德、国吉浩等
先后致辞，热烈祝贺中文日活动开幕，
积极评价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减贫和
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取得的
巨大成就，高度赞赏以云南少数民族文
化为窗口展示出的中华文化的丰富和
深邃内涵，及其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
鉴和建设多彩世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开幕式演出环节，云南艺术家以
“云端”方式呈现了歌曲、民族舞蹈等精
彩节目。嘉宾们纷纷表示，演出展现了
云南经济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和
人民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中华文化的
深厚底蕴令人赞叹。

据悉，本次中文日活动将持续至
13日，其间还将举行多场文化展演。
作为本次中文日配套活动的云南专题
图片展日前在维也纳联合国城举办。

2022年维也纳联合国中文日活动拉开帷幕

多个主流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

2022年是西南联大建校85周年，
天地出版社日前推出《西南联大通识
课》纪念版本。包括《西南联大文学课》
《西南联大国史课》《西南联大哲学课》
《西南联大诗词课》《西南联大文化课》
《西南联大古文课》《西南联大国学课》
七本书，展现不同角度的西南联大，不
同角度的中国文化。

西南联大能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
奇迹，培养出杨振宁、李政道2位诺贝
尔物理学奖得主，朱光亚、赵九章等8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得主，170多位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与
西南联大所实行的通识教育密不可
分。清华大学校长、也是西南联大3位
常委之一的梅贻琦称：“重心所寄应在
通而不在专……通识之授受不足，为今
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所以西南联

大坚定地将通识教育作为基础理论，旨
在培养“通才”。杨振宁也曾说过：“西
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这个传
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西南联大通识课》收录西南联大
15位教授的讲义、文章，从文学、国史、
哲学、诗词、文化、古文、国学七个不同
的角度重现西南联大具有开拓性和系
统性的通识教育，以及西南联大各位教
授深厚的学术功底。该套丛书除了再
现西南联大的通识教育，也是一次对中
国文化的回望。在《西南联大通识课》
包含的七个角度中，可以看到西南联大
教师对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西南
联大教师和中国文化相互成就，他们保
护中国文化不会断绝，中国文化则将他
们化作精神符号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

（据新华网）

《西南联大通识课》推出纪念版本

新华社曼谷5月10日电 中国男
队10日在曼谷举行的羽毛球汤姆斯杯
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一局未失，以5∶0
击败阿尔及利亚队，迎来两连胜。

中国队赵俊鹏当日首先出场，在与
科·马迈里的对战中以21∶11和21∶15
轻松取胜。赵俊鹏赛后表示，两场比赛
下来自己总体来说打得越来越顺畅，比
赛中他更专注于找到自己的节奏。

接下来李诗沣以21∶7和21∶10直
落两局，轻松拿下贝拉尔比。在第二双
打比赛中，任翔宇/谭强以两个21∶4轻
取拉巴乌伊/乌切福恩，为中国队提前
锁定胜局。

最后两场比赛，小将翁泓阳以
21∶11 和21∶10战胜哈梅克，刘雨辰/
欧烜屹也以大比分2∶0击败马迈里/梅
德尔。

本次汤姆斯杯中国队与丹麦、阿尔
及利亚和法国队分在一组。11日，中
国队将在小组赛最后一轮中迎战丹麦
队，后者在10日的比赛中以5∶0战胜
法国队，同样取得两连胜。

汤姆斯杯：

中国队横扫阿尔及利亚队

5 月 10 日，中
国队组合刘雨辰
（右）/欧烜屹在男
双比赛中。他们以
2∶0 战胜阿尔及利
亚队组合马迈里/
梅德尔。

当日，在泰国
曼 谷 举 行 的 2022
汤姆斯杯羽毛球团
体赛小组赛中，中
国队以5∶0战胜阿
尔及利亚队。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