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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具一格的政治思想类读物
——读《说古论今话修养》

□ 陈 科

书现场

看书看人看世界

2014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于本月 13日至 19日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本届书展参展出版单位 500余
家，参展图书品种超过15万种，书展期间举办的各类阅读文化活动预计超过600场，近千位中外作家、学者和各界名
人汇聚上海。除了原有的“书香中国”阅读论坛、上海国际文学周系列活动、学术出版上海论坛等品牌活动，还增设了

“望道讲读会”系列学术讲座、爱尔兰文学翻译奖等一系列创新项目。

2014

□ 本报综合报道

不可错过的10本好书

《庆祝无意义》（米兰·昆德拉 著）

本届上海书展译文社推出的精品图书中，最值得
瞩目的是米兰·昆德拉在 85 岁高龄写就的最新小说

《庆祝无意义》。今年4月，这部小说在法国出版，此时
距离他上一部小说《无知》写成已有十余年。出版后短
短一个多月，该书在法国已重印 5次，销量超 10万册。
8 月 15 日下午，主会场中央大厅将举行该书首发及签
售式，该书译者、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翻译出版奖得
主马振骋先生将和读者见面。

《提堂》（希拉里·曼特尔 著）

英国文学重要奖项布克奖获奖小说《狼厅》的续集
《提堂》中文版这次也将在书展发布，和前作一样，《提
堂》同样获得了布克奖，国内读者可以说是对此书翘首
已久。8月17日下午在思南公馆，译者之一刘国枝和学
者江晓原、作家小白等，将就该书展开对话。

《奇山飘香》（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著）

普利策奖历史上罕见的获奖短篇小说集。越战以
后，一群越南小人物在美国南方落脚扎根。故事的主
角大部分是越南战争后流亡到美国南路易斯安纳州的
越南移民，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既有南越共和军上
校、越共政委、投机商人，亦有饭店服务员、酒吧女、普
通士兵和民众。故事以第一人称的手法，通过越南移
民自己的声音，叙说他们在美国的生活，虽然这里更舒
适，还有与家乡相似的片片稻田和头戴斗笠在田里劳
作的身影，但处处透露出战败的沮丧、国破人亡的遗
恨、挥之不去的乡愁、妻离子散的痛苦，以及文化身份
的困惑。

《蟠虺》（刘醒龙 著）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刘醒龙的最新力作，
围绕一件春秋战国时代精美绝伦的青铜重器曾侯乙尊
盘展开，大力呼唤人性的自净自省，对真的坚守，对良
心的忠诚，对欲望、利益的抵抗，对自身的超越，展现了
中国当代社会广阔而复杂的现实图卷，被评论家称为

“一部关于德行与国脉人气的小说”。

《亚当的苹果园》（罗伯特·哈斯 著）

《亚当的苹果园》是美国著名桂冠诗人罗伯特·哈
斯的首部简体中文版诗集，收录了哈斯已经出版的《野
外指南》、《赞美》、《人类的希望》、《树木下的太阳》、《时
与物》5部诗集的作品以及大量新诗的结集——其中包
括一系列哀歌，一连串讲故事类型的、笔记感想形式的
诗歌，一系列夏日抒情诗，两个纯叙述的实验——在暴
力世界里对人际关系的沉思，读起来像漂亮的小说。

“杜拉斯百年诞辰作品集”

在杜拉斯诞辰 100周年之时，译文社将推出“杜拉
斯百年诞辰作品集”，32部作品都附有杜拉斯不同时期
照片插页，结合杜拉斯作品从始至终的自传色彩、强烈
鲜明的个人风格，将使读者对作为一个女人、作为一个
作家、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杜拉斯有更全面的认识。同
时，中英法三语种对照版本的《情人》也将在书展上推
出。

《村上春树小说集》

此次书展，译文社还将推出全新修订的村上春树
小说集。此次修订，译者林少华润色文字，使之更加贴
切流畅；补充漏译，使译著成为名副其实的“全译本”；
纠正误译，使译著更加精准，符合时代的变迁。

《安部公房小说集》

大江健三郎非常推崇的日本著名小说家安部公房
小说集《砂女》、《燃烧的地图》、《他人的脸》（3种）也会
在本届书展上亮相。8 月 17 日 19：00——20：30，在书
展主会场第二活动区，评论家毛尖将和书评人章乐天
对谈，游走在安部公房的电影与小说世界。

《巴别塔诗典》

“巴别塔诗典”集合特拉克尔、荷尔德林、奈瓦尔和
耶麦四位诗歌大师的经典诗作。

《未完成的肖像》、《幸福假面》
（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
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阿加莎·克里斯蒂著作数
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因为她的推理小说，她也被
称为“推理女王”。

《砂女》
(日)安部公房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4月版
定价: 23.00元

《情人》
[法]玛格丽特·杜拉斯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5月版
定价: 25.00元

《庆祝无意义》
[法]米兰·昆德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7月版
定价: 30.00元

▶

《提堂》
[英] 希拉里·曼
特尔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6月版
定价: 53.00元

▶

《奇山飘香》
[美] 罗伯特·奥伦·巴特勒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年8月版
定价: 32.00元

《蟠虺》
刘醒龙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年4月版
定价: 35.00元

《亚当的苹果园》
[美]罗伯特•哈斯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4年8月版
定价: 36.00元

《未完成的肖像》
(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定价: 35.00元

《孤独者的秋天》
(奥)特拉克尔 林克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年8月版
定价: 36.00元

《村上春树小说集》
[日]村上春树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4月版
定价：486.00元

▶

▶

▶

▶

▶

▶

▶

▶

政治思想类读物最大的难
处在于如何克服枯燥、无味、缺
乏亲和力。近日，悉读黄样兴著

《说古论今话修养》一书，深有耳
目一新、豁然开朗之感。该书的
核心内容是探讨理想信念、高尚
人格的形成过程和实践路径，观
点鲜明，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
量，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同时，又
以独特的视角、平实的文笔与读
者娓娓道来，因而，兼具严肃性
和可读性。

切入角度特而佳是该书的
一个显著特点。从古到今，由远
及近，如同一个恢宏的镜头，从
苍茫的天际，渐渐拉近、切入，这
既有穷本溯源、追根究底的文化
意趣，也有为主要观点导引、铺
垫的作用，使人从遥远的遐思中
自然而然进入现实的场景和主
题。如书的第一章谈理想，就从
中国古代的志开始，再进入近现
代的理想，从个人理想到社会理
想，从中国古代的大同、小康到
未来及今天的共产主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中国梦，在这种由
远及近的叙述、论述中，把“理想
的特质是高尚”、“为崇高理想而
奋斗”等观点自然而又鲜明地亮
了出来。经过这样一个切入过
程，读者更容易、更愿意接受书
中的观点。

从公众的修养到党员、干
部的修养，由一般到个别，这是
该书论叙修养的又一特点。有
专家曾指出，精确研究党员干
部的修养，要从人、中国人、中
国共产党人、党的领导干部这
四个层面来展开。《说古论今话
修养》这种切入方式，既使书的
受众范围大大增加，又使党员
干部接受更加顺畅。如该书第
三章谈自律，第二节的“惜时如
金”、“艰苦奋斗”、“不骄不躁”、

“慎独”是中国人都推崇、都需
要的修养，而第三节则专谈组
织成员的自律，主要针对党员
干部这个特定群体，这既使党
性修养与一般的修身律己无缝
衔接，又使党员干部的修养要

求凸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与

红色基因交相辉映，是《说古论
今话修养》的一条主线。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是
深沉的精神追求，具有怡情养
性、涵养文明的重要功能。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斗
争中形成的光荣革命传统和在
革命、建设、改革中形成的伟大
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
神的集中体现，对激发人们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共
产党所倡导的价值观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是一脉相承
的。该书正是循着这条主线，发
掘优秀传统文化中尚志、仁爱、
民本等思想的时代价值，弘扬共
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铁的纪
律、无私奉献、为民务实清廉等
光荣传统，另外还吸纳西方文明
有益成果，使修养的养料极为丰
富，也使该书的内容更为厚重，
更具风韵，更显光彩。

该书作为一本专门的关于
修养的著作，对修养的内容作了
一个全面的构思和精当的安
排。全书分5章，核心是理想，求
真、自律、养心都围绕着理想而
铺开，信念则是实现理想的精神
手段，作为最后一章。在各章节
中，也是层层推进，辩理精微。
整书的构思体现出逻辑性、严谨
性、创造性和学理性。这既为人
们修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实践
路径，又为道德修养学的研究建
构了一个全新的、较为系统的学
理框架和体系。

“和高尚的人谈话”，是书中
关于修养的一个观点。我读完
该书，恰有此感。

领导干部读书推荐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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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老梁对清末民初至今
的风云人物一一讲述，涉及社
会方方面面，三教九流无所不
包，影视明星、文人墨客、音乐
体育、商人黑帮、四十六位各界
名流等。大腕、大侠、大佬、女
神，老梁携手与他们走到您身
边，讲述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背后的故事，抑或风光无限，抑
或辛酸苦甜。

生
活

绘
本

故事的主角——慢半拍
的小鹅，是鹅群中惹来最多抱
怨的一只，因为它的动作总是
慢吞吞，大家老是得等它一
个。但是，它有个慈爱的鹅妈
妈，和尽心负责全家安危的鹅
爸爸。而它自己，也终究凭着
最简单、纯正的意念，将自己
的缺点转化为优点，成就了不
凡的事迹。

《慢半拍的小鹅》
汉娜·约翰森文凯蒂·班德 著
漓江出版社 定价：22.80元

《老梁谈名流》梁宏达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定价：34.00元

台湾“女生路跑第一人”欧
阳靖以亲身经历，与万千读者
一起体验“跑步生活”新时尚。
这本双封四色图文跑步书中，
有针对女生的 47 个跑步疑难
杂症大解析、11 句跑者励志名
言、4 季跑服跑鞋运动内衣大
解析……

《嗨，一起跑步吧！》欧阳靖 著
现代出版社 定价：49.80元

每个人都曾有这样美好的体验：孤灯如豆，开卷神思，虽只一人立于一
室，但书籍却好像一叶木舟，带着我们的思绪漂向无限的远方。每年盛夏如
约而至的上海书展，正像是一艘远洋航行的豪华巨轮，载着无数写书、编书、
爱书之人，去拥抱整个世界。

上海书展走过的十年历程，辉煌历历在目。数字攀升，最能直观说明它
十年的飞跃：从 2004年至今，参展出版单位从 170多家增加到 600多家，文化
活动从170余项，发展到近600项，参加书展活动的海内外嘉宾、作者、学者和
文化名人从100多位增加到近千位，勒·克莱齐奥、迈克尔·苏立文、大卫·米切
尔、莫言、余华、易中天、王安忆、苏童等数不清的中外知名作家，共赴这场盛
夏的阅读嘉年华，为上海增添了浓郁的书香。难怪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
获得者莫言由衷地赞叹：“这个夏天，上海这座城市因阅读而成为全世界最美
的城市。”

今年的书展，首次提出“为价值搭台，向品
质致敬”的新宗旨。“价值”和“品质”寄托着主办
者的理想。“上海书展经过了十年的悉心养成和
培育，现在终于到了可以谈谈理想的时候。”刚从
贵州全国书博会考察回来的上海新闻出版局局
长徐炯说，作家王蒙在开幕式上的一段话令他印
象深刻。他说，办书展不仅要让大家读轻松愉快
的书，恐怕还要读一些难读之书。除了要尊重愉
快阅读轻松阅读，还要提倡“苦读”、“攻读”。“我
觉得他讲得很对，因为生活肯定不是永远轻松愉
快的，你需要更新知识、增长见识，提高修养。当
然，我们也理解现在大家生活得很紧张，需要放
松，但换一个角度，恐怕真正能够缓解压力的办
法正是努力去争取进步，不要让阅读停留在浅阅
读的层面。”

引导人们读好书 善读书
如何通过书展，引导人们读好书、善读书，是

书展功能趋向于纵深的一个必经之路。徐炯认
为，10 年前的上海书展，实体书店是人们买书的
唯一渠道，而吸引全国尽可能多的出版社参展、
汇集尽可能多的图书品种，从而弥补容量有限的
实体书店日常供应不足，是当时大型书展的主要
功能定位，读者来此享受淘书之乐，书展因此很
受欢迎。

但 10年过去了，网络售书迅速流行，网上淘
书足够便利，今天可以说，只要知道、只要想买，
买到书已大致不成问题，但日益凸显的新问题是
买什么书、从哪里了解新书的出版信息、发现好
书的内在价值？基于这样的思考，提出倡导“读
好书”，这就必须满足读者知晓好书的需求。再
进一步，倡导“善读书”，就是要帮助读者掌握和
完善读书方法。在书展上，也在平常的阅读推广
中，举办各种荐书、导读活动，是服务读者“读好
书”和“善读书”需求的载体。

近年来，上海书展日益注重举办活动和打造
活动品牌。据了解，今年举办的活动预计超过
600场，有近千位中外作家、学者和各界名人汇聚
上海、登台开讲，从目前情况来看，超过去年的人
数规模是肯定的。

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在更好更安静的环境中，
与作家交流、聆听各类讲座，今年上海书展将把
大部分的阅读活动移至主会场外。继思南公馆、
上海图书馆、长宁图书馆外，装修一新的科学会
堂也将作为多场论坛的主要举办地。

最重要的事情是“发现”
徐炯说，一个好的书展应该具有发现好书、

挖掘好作者的能力和眼光。比如，刘慈欣的科幻
小说《三体》系列已经出版好几年，越来越多的人
喜欢上了他的作品，知道了这个作家，这使我不
得不思考一件事，我们现在的荐书，更多的是从
比较有名的作者或作品中去推选，缺少在书展上
发现好书，发掘好作家的能力和眼光。上海书展
要进一步提升影响力，组织者恐怕还要主动地去
发现并帮助一些像当年的刘慈欣那样籍籍无名
的作者，使他们通过上海书展被公众认识和了
解。徐炯说:“我最近迷上了读刘慈欣的作品，他
借科幻小说的外壳，实际上是思考人性的善与
恶。”

另外，也希望书展能通过“发现”来倒逼学术
研究。国内出版目前比较缺少一种类型，就像

《大数据时代》、《世界是平的》那样研究现实问题
与发展趋势的书籍，这当然不能都怪出版界，因
为很多的学者似乎不怎么关注趋势性研究，即使
有书出版也是拼拼凑凑，缺乏开创性的见识和眼
光。出版界如果可以重视这类书的选题，倒是可
以反过来推动学者的研究，因为出版也是一种需
求。有一定量之后，说不定能从中冒出一些比较
高质量的选题。

现在书展推荐好书、导读这些活动，基本还
是基于在已有的书里去寻找，恐怕下一步要关注
的正是“书里的缺失”。通过与一些出版强国的
比较，我们要能发现我们缺的是什么，能不能通
过发现一些“偏门”，及时主动地发掘一些已零零
星星冒出来的好苗子。书展要对此有所提倡、有
所推动，当然，这是基于更高一步的要求。

徐炯说，他心目中理想的书展，要提高国际
化的程度。一方面希望国内的大社名社把他们
的新书带到上海书展来发布，另一方面希望有更
多国际上的大出版机构带着他们的新书来上海
书展。书展是“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很重要的一
方面”，非常乐意看到，一流名家、大家愿意到上
海来推广他们的书，把上海作为进入中国市场、
接触中国读者的起点。

上海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

书展10年，现在可谈谈理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