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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城

《第七天》之後，時隔八年，
余華全新長篇作品。小說講述一
個發生於清末民初的故事。這是
一個荒蠻的年代，顛沛起伏的人
生故事牽引出軍閥混戰、匪禍氾
濫的時代之殤，道出生命的脆弱
與堅韌……在溪鎮人最初的印象
裏，林祥福是一個身上披戴雪

花，頭髮和鬍子遮住臉龐的男人，有垂柳似的謙卑
和田地般的沉默寡言。哪怕後來成了木器社的主人，
他身上的謙卑和沉默依舊沒有變。他原本不屬於溪
鎮，他的家鄉在遙遠的北方。為了一個承諾，他帶
女兒，漂泊至此。往後的日子，他見識過溫暖赤誠的
心，也見識過冰冷無情的血。最終他客死異鄉，但許
多人的牽掛和眼淚都留在了他身上……余華以底層視
角、關注一般人「活」的壯美故事，從不同角度講
述林祥福、紀小美，以及出現在兩人生命中相濡以沫
的人們，他們的愛恨悲歡、顛沛流離，繼而引爆的時
代之殤。

作者：余華
出版：麥田出版社

書
介

世界讀書日上，由「樊登讀
書」App聯合快手共同主

辦的年度超級閱讀盛典——「知
識進化論」在上海東方體育中心
開講。影視演員黃聖依、九球天
后潘曉婷、脫口秀演員兼編劇思
文、復旦大學哲學教授徐英瑾以
書為媒，講述了愛情、職場故
事，及對人生的思考。「樊登讀
書」首席內容官樊登則用2個小
時，與現場6,000名觀眾一起回
顧了53本年度好書，內容包羅
育兒、創業等社會爆款話題。

釋放孩子內驅力
其中數本好書，均是治療育兒
焦慮的良方。樊登提到《不被父
母控制的人生》，此書核心是告
訴讀者，不成熟的父母最大特
點，就是把自己的需求、而不是
孩子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比如
說，孩子考試成績低，他覺得沒
臉參加家長會，為什麼？丟臉。
這種家長做的所有決策、言行舉
止，全部都是為了維護自己的感
受，而沒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
慮。」
托爾斯泰有句名言「幸福的家
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
各的不幸」，若細究幸福家庭的
相似點，在讀過很多書後，樊登
發現，所有幸福的家庭裏，都沒
有一個特別強迫性人格的人，任
何一個家只要有一個成員有強迫
性人格，別人必須按照他的來，
那就一定雞犬不寧。
「我們是孩子的『副駕駛』，
不是『主駕駛』，很多家庭之所
以累，是因為家長一直在開車，
家長開孩子的車，而自己的車
早就拋錨了，」他說，「如果你
不願意開自己的車，把車扔在一
邊，你覺得人生就這樣了，35歲
車就拋錨了，你上兒子的車，開
他的車周遊世界，最後兒子會
瘋，你也會瘋，你們還天天吵架
很累，這就是現狀。」

「我們身邊沒有長大的父母太
多了，很多父母活到70歲也沒
有長大，就是老想掌控孩子，老
想掌控別人的人生，老想替別人
開車，其實你的車也很好，不要
把它停在35歲，繼續開，跟你
孩子並駕齊驅，多好。」
《自驅型成長》一書中闡述了
這樣的觀點，為人父母最重要的
是充分釋放孩子的內驅力，樊登
頗以為然。當一個人在寬鬆、愉
快的環境中學習，他的大腦皮層
會很活躍，很快就能懂得自我掌
控，並獲得自驅力。「但現在大
量孩子，每天花了80%的精力，
應對父母的壞情緒，每天緊張我
爸什麼時候發飆，我媽什麼時候
發飆，他們一起發飆怎麼辦？發
飆沒有辦法讓孩子變好，而從大
腦構造的角度，一個人若承受很
大壓力，最終負責記憶的海馬體
會受到損害，所以吼孩子，孩子
成績會更差。」

怎樣的人可創業
樊登推薦的另一本書《穿越寒

冬》，則可視為「創業者手
冊」。作者霍夫曼船長在此書
中，探討了怎樣的人適合創業。
在其看來，適合創業的人就是愛
折騰。樊登這樣理解：「如果在
你的工作崗位上，讓你當一個二
把手副職，本來你每天上上班，
看看報紙，喝喝茶，日子也就混
過去了，但是你受不了，還是忍
不住要每天幹事，發起這個活
動，發起那個活動，儘管跟你沒
有半毛錢關係，你還是喜歡去
做，這就表明你擁有天生的內驅
力。」
但他提醒，創業雖好，還需懂

得止損，賣房創業更不可取。
「有一位創業的大哥，5個億的
現金被他折騰到500萬，跑來問
我應該怎麼辦？我說，你趕緊把
廠關了，關了還有500萬現金養
老。他說，關了就代表失敗了，

他有很多工人要養，自己還一直
是企業家形象。」
「創業不用那麼強悍，沒做

好，重新再來，停了，沒關係。
千萬不要為了面子創業，我們經
常被這種東西綁架，以至於不敢
真誠面對成功和失敗。我經常跟
創業者說，一定要聽一下我講的
那本書《低風險創業》，今天後
台的潘曉婷、思文也都在創業，
問我有什麼建議，我說別賣房就
行，創業千萬別賣房，中國第一
敗家行為就是賣房創業，房子比
上市公司賺錢。」
若是職場人士，樊登力推《跨
越式成長》一書。一份工作終老
一生的時代已經過去，隨移動
互聯網、5G、人工智能的發
展，一定要學會做π型人才（指
至少擁有兩種專業技能，並能將
多門知識融會貫通的高級複合型
人才），除了擁有一個和工作相
關的特長，也要有一個與愛好相
關的特長，如果哪天與工作相關
的特長做不了，與愛好相關的特
長或能力挽狂瀾。
面對外界質疑，樊登很是坦

然。「總有人提問，你為什麼會
敢於講課？你對你講的這些書都
特別有信心嗎？不，挺沒信心
的。所有敢於講課的人，都隨時
準備講錯，只有偽科學是永遠
正確的。我從來不覺得，我們過
去講過的書都對，甚至我以我們
能否定過去講過的書為榮。」
樊登表示，此前因剪輯問題導

致斷章取義，他的某些觀點在短
視頻中被誤讀，「我們不能抱怨
短視頻平台，一兩分鐘就只能這
樣，但是提醒大家，如果你每天
獲取知識，都只希望通過一兩分
鐘得到，那很有可能得到的都是
片面的東西，因為時間太短了，
如果你願意花50分鐘、一個小
時，來聽一本書，收穫完全不一
樣。」

1978年，我開始學寫詩，急於想尋找到一些新詩集來閱
讀。在新華書店裏，我發現了一本詩人李瑛的《難忘一九七
六》抒情詩集，便愛不釋手。裏面有六首長詩，全是緬懷毛主
席、周總理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政治抒情詩。讀了幾句，
我便被其深沉的情感、充沛的政治激情所感染，於是我決定買
下這本書。可一看定價：三角七分。而我口袋裏只有一角二分
錢，還差二角五分錢。
回到家裏，我向父母要錢。父母聽說我要買的不是老師讓買

的學習書，而是一本詩集時，便斷然拒絕了。他們認為，三角
七分錢可以買十一個半燒餅，夠全家六口人吃一頓早飯了，而
我用來買什麼詩集，無疑是把錢扔進了水。我知道，當時父母
的工資都不高，兩人每月合起來只有40多元，卻要負擔全家
老小六個人的生活，經濟上的拮据是可想而知的。一分錢都要
掰兩半兒花，哪有餘錢買閒書呢？要不到錢，買不成書，但我
仍然不死心。我就偷偷地將家裏所有的舊牙膏殼子拿到廢品商
店去賣，賣了一角二分錢，還不夠，又將家裏的所有舊報紙拿
去賣，這才湊足了買書的錢。當我將錢交到營業員手裏換回這
本書時，我的內心是多麼激動啊！
如今，這本書還珍藏在我的書櫃裏，儘管我已不再去讀它。
但在當時，它卻是一本讓我如此迷醉的書，一本引發我對文學
愛好的書，也是我課本以外唯獨的一本書。 文：徐永鵬

小站也有遠方

劉克襄最新創作，囊括10條
環島鐵道路線、52篇小站紀事，
書寫網絡google不到的鐵道風
景。在枋寮搭上和世界分手的列
車，在台北看見南轅北轍的命定
人生，在大華徜徉北台灣最華麗
的溪岸森林，在貢寮察覺老街未
來的曙光，在樹林飽食一碗家山

滋味的芋頭粥，在清水向少年揮手，在田中漫步錦緞
般的平原……唯有劉克襄，才能描繪出這麼多元，讓
人想像不到的鐵道風景。風景意欲成林，需要長時的
累積和呼應的因緣。作者的筆宛如神通廣大的濾鏡，
信手拈來，每一個車站都變成了怦然憧憬的遠方。這
一回，母親也透過繪圖踏上旅程。母子倆一文一圖，
各自的行旅在某個次元交會，跟火車奔馳在長年眷
念的家園。

作者：劉克襄
出版：遠流出版

貝納德的墮落

一生必讀的醫學驚悚小說。十
一歲的耶可夫在莫斯科街頭流浪
多年。某天，一對美國來的年輕
男女看上了耶可夫。他們說，他
們到俄國來，是為了尋找像他一
樣健康聰明的孩子，帶回美國送
給好人家收養……波士頓的貝賽
醫院有全美國最頂尖的心臟移植

小組。艾貝是一位靠貸款苦讀出身的年輕醫師。對她
來說，不可思議的美好前途突然降臨—才擔任兩年
住院醫師的她即將成為心臟移植小組的新成員，即將
參與第一次移植任務……器官等候名單上第一順位的
原本是一個十七歲的年輕人，沒想到，醫院卻臨時下
令將心臟移植給一位大富豪的夫人。在良知的驅使
下，艾貝違抗院方的命令，擅自將年輕人轉送他院，
並奪回了那顆心臟……沒多久，移植小組的核心成員
亞倫醫師卻離奇自殺……在這部布局嚴謹、情節錯綜
的懸疑小說中，作者泰斯．格里森將她曾任內科醫師
的執業經驗完美融入這本讓她成為眾所矚目的醫學懸
疑天后的驚悚大作。《貝納德的墮落》寫實地勾勒出
一位年輕女醫師勇敢挑戰醫界驚人的黑幕—一場貪
婪所引發的致命陰謀，以及隱藏在手術間明亮燈光下
菁英最終的墮落；精確逼真的情節，專業的手術過程
描述，佐以手術解剖刀般鋒利的角色性格設定，無怪
乎榮獲史蒂芬．金、哈蘭．科本、詹姆斯．派特森等
頂級暢銷名家一致推崇。

作者：泰斯．格里森
出版：春天出版國際文化有限公司

閱閱讀讀有有你你

本版現邀請讀者用不多於400字的篇幅，與我們一起分享自
己與書的小故事。可以是介紹最近心水的好書，回憶印象最深
的一次閱讀體驗，又或是關於書店與城市的獨家記憶。題材隨
意，風格不限，一經採用，小稿將獲刊登之餘，更有神秘禮物
送上！有興趣的讀者即日起請將小稿與聯絡方式電郵至bookw-
wp@gmail.com，主題請註明「閱讀有你」。

賣廢品的錢買來了詩集

鮑爾吉．原野是一位有趣的作
家，每次閱讀他的作品，我都會忍
不住從中尋找他的身影，這次讀
《烏蘭牧騎的孩子》也不例外，通
過書中一個細節，可以了解到本書
的故事背景是1965年，通過書的後
記，可以知道他的姥姥、媽媽、小
姨都是「烏蘭牧騎」的前身——文
工團的成員，由此就可以推測，本
書的男主角鐵木耳，有可能就是原
野本人，最起碼，鐵木耳在書中的
諸多經歷，來自於寫作者原野本
人。帶和作家一起走進1960年代
草原的視角，來閱讀本書，會額外
多一些趣味。
這麼說是因為，草原生活對於今
天生活在都市的人來說，還是太陌
生了，無論是成年人還是小孩子，
無論去沒去草原旅行過，原野筆下
的草原，都是遼闊、博大、深遠、
豐富的，他書寫的，是一個永久駐
紮在他記憶深處的草原，也就是屬
於他這個年齡段的人童年時期的草
原，他熱愛的，也是一個文化層面
的草原，通過靈動的文筆，他喊住
了風，叫停了雲，讓小草保持了傾
斜的身姿，還把流動的、正在向
草原上空散去的氣味，送到了讀者
的鼻息間，他會讓讀者忍不住讚
嘆：啊，草原原來是這個樣子的。

這是本少兒讀物，但卻擁有超高
的文學含金量，原野原本就有很富
裕的想像力，還有機智的語言表達
能力，用到少兒題材當中，更是如
魚得水，書裏的一些句子，讀來真
是讓人愛不釋手：比如他寫蘋果花
開的時候，「有的花枝高，大人們
把鼻子湊到花朵前閉眼嗅一嗅。有
的花低，接待小孩的鼻子」；自謙
不會講話的旗長，形容起「烏蘭牧
騎」的隊員來，用詞可謂天花亂
墜，「你們就是百靈鳥，在天空唱
婉轉的歌。你們就是梅花鹿，在
山坡上跳吉祥的舞……」；為了
安慰想要保護沙漠水坑裏小魚的金
桃，鐵木耳說：「讓天空降下來一
顆冰做的星星，落在紅嘎路沙漠
上，變成一湖水。」
這些優美的句子，再加上孩子們

在白銀花草原上跌宕起伏的經歷，
共同構成了《烏蘭牧騎的孩子》的
可看性。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恐
怕得是鐵木耳和夥伴們一起發現日
軍在草原留下的工事地址，得到了
解放軍王司令、劉司令的表彰與獎
勵，這一情節，不但讓孩子們的冒
險心與虛榮心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更重要的是，這是他們首次以「有
功之人」的姿態進入大人世界，從
司令手中親手接過獎品，享受只有

英雄才配得到的掌聲歡
迎，這對一個孩子的成
長，是有至關重要的
影響的。如果說《烏蘭牧騎的孩
子》是一本成長小說，那麼在有了
這一段經歷之後，幾名少年的生命
當中，會多了一些沉甸甸的成分。
在成長元素的安排與使用方面，

原野採取了潤物細無聲的表達方
式。在教育少年兒童面對挫折與苦
難，引導他們用樂觀精神來應對變
化時，作家的筆觸是輕鬆的、淡定
的、甚至帶點戲謔態度的，這與
草原人天生的性格有關，也與寫作
者的價值取向有關。對於非草原出
生與成長的少年兒童來說，閱讀本
書最大的收穫，恐怕就在於本書提
供了一個陌生化的生存場景，讀者
通過選擇一名人物進行角色代入，
和書中少年一起去發現、感受、成
長。尤其是對因學生與環境而感覺
到壓力的孩子們來說，本書提供了
一個可以讓他們大口呼吸的虛擬空
間，這個空間是文學層面的，也是
精神層面的。
「少年小說」的陌生化表達，是
這一創作領域面臨的新挑戰，對於
現代的少年讀者來說，因為他們接
觸的信息量很大，認知也遠遠高於
二三十年前的同齡人，所以這一代

少年讀者對讀物的要求會更
高，他們不希望在書中得到
重複與訓導的信息，而是願

意看到他們熟悉的生活中所缺少的
東西。那麼《烏蘭牧騎的孩子》這
本書，能提供的，恰好是放在任何
時代都能引起孩子們共鳴的情感：
比如童心、純真、幻想、歡樂等
等。而這些，放在草原文化的背景
下，發生得那麼自然，這引人沉
思。
深受少年讀者喜歡的作家儒勒．

凡爾納在他的小說《海底兩萬里》
寫道，「別害怕，我一直站在你的
身後，總在你呼喚時守在你左
右」，對於少年兒童來說，安全感
至關重要，因此，給予少年兒童足
夠的守護，會讓他們的生命底色足
夠沉穩，同時，允許甚至鼓勵他們
進行表演的冒險，也有助於他們拓
展自己的生命空間，掌握必須的生
存技能，明確自己的人生方向。而
這些，都能在《烏蘭牧騎的孩子》
一書中找到對應。
已經出版過數十部作品的原野，

近年將筆觸轉向少年題材寫作，純
熟的文字技巧，不減的童心，還有
這一新寫作領域對他靈感的激發，
讓一名「少兒文學作家」的新征
程，充滿了多種可能性。

《烏蘭牧騎的孩子》：
喊住風叫停雲，重新發現草原

文：韓浩月
書評

「「知識進化論知識進化論」」在滬開講在滬開講

如今如今「「雞娃雞娃」」成風成風，「，「虎媽虎媽」、「」、「狼爸狼爸」」者眾者眾，，不但孩子不但孩子365365天無休天無休，，父母也被父母也被「「綁綁

架架」，」，身陷囹圄苦不堪言身陷囹圄苦不堪言。。樊登日前在滬盤點年度精華書單樊登日前在滬盤點年度精華書單，，其中諸多育兒其中諸多育兒「「法法

門門」，」，或可為雞飛狗跳的家庭支招或可為雞飛狗跳的家庭支招。。他將人生旅程比作他將人生旅程比作「「開車開車」，」，奉勸家長開好自己奉勸家長開好自己

的的「「車車」，」，與孩子的與孩子的「「車車」」並駕齊驅並駕齊驅，「，「育兒不是一件困難的事育兒不是一件困難的事，，如果覺得困難如果覺得困難，，只只

有一個答案有一個答案，，就是你做錯了就是你做錯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章蘿蘭 上海報道上海報道

日前在上海舉行的內容
升級發布會上，「樊登讀
書」又正式推出三項新業
務——非凡精讀館、新父

母大學和企讀。「非凡精讀館」定位為
有深度、有溫度的好書名家精讀服務；
「新父母大學」則關注親子教育，用以
幫助家長提升做父母的能力；而「企
讀」針對B端企業市場，力打造「企
業讀書會」產品。
「樊登讀書」聯合創始人、董事長郭

俊傑表示，今年是「樊登讀書」創辦的
第8年，通過分布在全國的近3,000家
合作夥伴，累計影響了超過4,500萬的
用戶，在「樊登讀書」App上，講書產
品的累計播放量已經超過15億次，希
望通過此次升級，為用戶提供更加多元
的讀書產品。
其中，「非凡精讀館」將聯合余秋

雨、崔玉濤、葛劍雄等各領域名家一道
發力，針對生活場景中的典型困惑，提
供工具和思想資源。用戶可以在非凡精
讀館內，通過各種欄目和互動，與專家
深入交流。
「新父母大學」則匯聚家庭教育相關

領域權威學者，旨在幫助父母終身學
習、「持證」上崗。第一季計劃推出五
大通識必修課，打破功利化和唯認知論
的教育訴求。樊登還將親自講述《成就
孩子，12堂優秀父母養成大課》，新
教育實驗發起人朱永新教授會帶領大家
學習《帶孩子閱讀，就是帶孩子成為更
好的自己》；清華大學社會科學院院長
彭凱平教授的《給父母的積極心理
學》，賦能父母和孩子一起「活出心花
怒放的人生」。
「企讀」是「樊登讀書」針對企業市

場推出的一款讀書產品。當前企業培訓
已成為規模龐大的智力支持產業，未來
五年該領域將有近萬億的市場規模，且
這部分市場有更直觀的用戶基數、更具
象的學習意願及更持久的用戶粘性。

樊登盤點年度好書樊登盤點年度好書
支招家庭教育支招家庭教育

《《烏蘭牧騎的孩子烏蘭牧騎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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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登讀書正式推出三樊登讀書正式推出三
項新業務項新業務——非凡精讀非凡精讀
館館、、新父母大學和企新父母大學和企
讀讀。。

●樊登與現場樊登與現場60006000名觀眾一名觀眾一
起回顧了起回顧了5353本年度好書本年度好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