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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70年的阅读记忆

7个重庆人与7本书的故事
本报记者 黄琪奥

人物名片：2001 年出生于
重庆，清华大学大一新生。

推荐书目：《小王子》
推荐语摘录：这是亲子皆

宜的童话故事，适宜亲子共同
阅读，共同体会“爱”的真谛。

阅读故事：小时候，我就听
老师说过《小王子》。但真正开
始读《小王子》却是在2013年
的暑假。那时，父亲为了让我
能更好学习英文，在重庆书城
为我购买了一整套英文读物，
《小王子》就是其中之一。

虽然我生长于数字阅读快

速发展的时代，但相较于电子
书，纸质书内那精美的插图和
翻页时所产生的沙沙声无疑更
让我能体会阅读的快感。

这样的感觉在阅读《小王
子》时体现得淋漓尽致。随着
阅读的深入，我的内心愈加震
撼，圣埃克苏佩里用平实的笔
触，把我带入那个神奇的世
界，让我意识到我们把许多原
本很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了。
书中写道：“这就像花一样。如
果你爱上了一朵生长在一颗星
星上的花，那么夜间，你看着天

空就感到甜蜜愉快，所有的星
星上都好像开着花。”这段话
让我醍醐灌顶，以致于几年之
后再回味这本书时，我禁不住
自问，我是否变成了小王子口
中的大人？我是不是不知不
觉中成了那个童年时最不愿成
为的人？

00后刘昶：

更偏爱纸质书阅读

人物名片：1995 年出生于
重庆，沙坪坝实验小学语文教
师。

推荐书目：《人生的智慧》
推荐语摘录：每次读它时，

就像是一个人用哲学的篝火，
把天地万物与人生百年在你面
前燃尽，然后你看到了最诚恳
的自己与豁然的前路。

阅读故事：在我的中学时
代，Kindle等电子书就出现了，
网购图书也逐渐普及。

我从初中就开始加入读书
会。每次读书会的线下聚会，
我们除了讨论读书心得，还会
交换图书。而这本《人生的智

慧》就来源于其中一位书友的
馈赠。

在打开《人生的智慧》之
前，我认为哲学是一门比较晦
涩的学科。但《人生的智慧》却
改变了我对哲学的看法。每
次阅读《人生的智慧》，我都如
同看到叔本华用哲学的篝火，
把天地万物与人生百年在我
面前燃尽，进而让我看到了最
诚恳的自己。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人生的智慧》如同一支
调味剂，让我的整个高三不再
乏味。

在读此书之前，我认为内
容才是图书的核心。但通过阅

读《人生的智慧》，我认识到内
容固然重要，但好的表述方式
同样重要——无论是读书还是
工作，都不能墨守成规，需要尽
量从一种新的角度去阐释，进
而让受众产生不同的感受。我
现在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就会
通过结合道具和生活中的所见
所闻，对一些经典课例进行解
构，让我的学生有所收获。

90后樵冠宇：

初中时就加入了读书会

人物名片：1970 年 5 月出
生于重庆，重庆市作家协会副
主席。

推荐书目：《李自成》
推荐语摘录：少年时代极

度缺书，遇到什么读什么。父
亲买回来一套姚雪垠所著的

《李自成》。我在小学初中阶段
至少读了 10 遍。这本书给了
我最初的文学启蒙。

阅读故事：我的少年时代
是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初。彼时，随着改革开
放，让人们的物质水平有所提
高，但精神层面却相当匮乏。
简单来说，就是没什么好书

读。我记得当时有这样一则
新闻，1978年的五一劳动节，
一批老版中外名著正式重印
发行。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
开门前数小时，门前人山人
海，演化为几近“疯狂”的抢购
潮……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
可见当时人们对于知识的极
度渴求。

印象中的少年时代，受限于
交通和自身经济条件，去新华书
店买书对我来说是相当奢侈的
事情。大部分的时候，我书籍的
主要来源还是依靠满大街的租
书店。不过不同于新华书店，那
些租书店的书普遍质量一般，无

法满足我的阅读需求。
正因如此，当父亲把《李自

成》从新华书店买回，放在家里
的书架上时，年少的我眼前一
亮。在那几年的时间里，我至
少把这本书读了10遍。我那
时常躲在房间的角落里看这本
书，一遍又一遍，我完全被带入
到那个时代，并在潜移默化中
完成了文学启蒙。

70后小桥老树：

至少读了10遍《李自成》

人物名片：1963年出生于重庆，二
胡演奏家、国家一级演员。

推荐书目：《傅雷家书》
推荐语摘录：对于同样做艺术工

作的我，书中的每一封信都让我感触
和深思。傅雷所说的“知道国家的荣
辱，艺术的尊严”，让我深有感触。我
也希望今天的孩子们能够像傅聪一样
严格对待一切。

阅读故事：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
物质条件相当贫乏。那时家里没有什
么玩具玩，也没有影视节目可以看。

幸运的是，当时的我已经可以读
到诸如四大名著、梁上泉诗集在内的

一些书籍。尤其是当我从艺校毕业分
配到重庆曲艺团后，由于单位就在新
华书店附近，我就经常利用业余时间
到新华书店看书。

《傅雷家书》是在我考取艺校之
后，父亲送给我的礼物。对于当时只
有十多岁的我来说，初读《傅雷家书》，
自然无法理解书中傅雷和傅聪之间的
那种情感。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逐
渐被傅雷和傅聪的日常相处所打动。
我也渐渐领会到傅雷所说的“知道国
家的荣辱，艺术的尊严”背后的含义。
更重要的是，通过该书我还深刻认识
到，唯有对自己狠一点，才能克服种种
困难，进而取得成功。

《傅雷家书》对我的家庭观也产生
了影响。特别是在和儿子的相处中，
我总是会像《傅雷家书》中的傅雷一
样，狠下心来，对他严格要求，希望他
能做到先做人、后做事。如今，我的
儿子已经长大成人，受我影响，他对
自己的孩子也严格要求。《傅雷家书》
于我，不仅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
门，还对我的家庭教育观产生了深刻
的影响。

60后刘光宇：

常到新华书店免费看书

人物名片：1953 年 5 月出
生于重庆，重庆市地方史研究
会会长。

推荐书籍：《古文观止》
推荐语摘录：这是一部读

上一遍即可享用终身的范文，
更是一部可反复阅读、使你心
灵温润、学富五车的杰作。

阅读故事：在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读书是一件相当奢侈
的事情。故当1969年，父亲托
母亲之手把《古文观止》和《唐
诗三百首》送给我，并告知即将
去彭水农村的我要好好读书、
切勿荒废时光时，我的心情是
非常复杂的。

从1969年到1972年，我在
彭水待了近4年。诚然，对于彼

时只读过小学五年、初中一年
的我来说，这本由中华书局出
版的《古文观止》略显晦涩，但
这却并没有阻碍我读懂它的决
心。在那4年的时间里，白天
要干农活，晚上回到住所后，我
的身体和心灵都非常疲惫，但
我并没有放弃阅读。那几年，
这本书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
一次次的阅读不仅让我明白了
这本书背后所蕴含的深意，也让
我忘记了劳动带来的疲惫。更
重要的是，通过阅读此书，让我
真正走进中国古典文学的宝
库，并从中寻找到心灵的慰藉，
进而不再感到迷茫。

让我没想到的是，《古文观
止》对我的作用不仅于此。当

我1979年结束当兵生涯，走上
高考考场时，凭借读《古文观
止》打下的古文底子，面对语文
卷子上的文言文，我并没有像
其他考生那样感到茫然无措，
而是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态，
做完了整张语文卷子，并获得
了84分的高分，为我考入四川
大学历史系打下了基础。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古文观
止》，就没有我的大学，也没有
现在的我。

50后周勇：

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人物名片：1946 年 1 月出生于四
川资中，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重庆新
诗学会会长。

推荐书籍：《老人与海》
推荐语摘录：要像老人一样无所

畏惧，哪怕只有一丝微光，也始终保持
乐观，因为“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
能给打败”。

阅读故事：对于出生于上世纪40
年代的我来说，青少年时代别说读书，
就连温饱都是很大的问题。但幸运的
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不到18岁的我
被安排到农场工作，同行的伙伴中有

名老师刚好随身携带了几本诗集，没
做农活的时候，我就找他借书看，由此
开始了我和文学的接触。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我依然清
晰地记得当初我读的是梁上泉等人的
诗集，也正是在这些书籍的影响下，我
逐渐开始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

进一步坚定文学创作的决心，还
是在我读了《老人与海》后。那是在
1982年，刚到重庆出版社工作的我对
书籍非常渴求，每次去单位的图书室
总会借很多本书回家看。当时重庆出
版社的规矩是每次只能借一本书，担
任图书室管理员的谭老师最开始并
不允许我这样做。后来，她看到我对
图书的如饥似渴、对文学的热爱，就
经常悄悄地给我开“后门”，让我一次
读个够。

幸运的是，就在那段时间，我接触
到了《老人与海》。读完这本书后，我
的内心产生了极大的震撼。那时我已
经快40岁了，我被老人面对挫折时所
表现出的坚韧不拔所打动，进而坚定
了我诗歌创作的决心。

40后傅天琳：

快40岁时才读到《老人与海》

9月 19日，重庆图书馆举办的“70年 70本书
——我和新中国共成长”征集活动落下帷幕。

本次征集活动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为主题，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重

庆图书馆邀请70位不同
职业不同年龄的

重 庆 人 ，
各推荐

一本影响自己最深的青少儿读物，回顾新中国成立
70年来的阅读往事。

培根说：“书籍是横渡时间大海的航船。”高尔
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终生的伴侣，最诚挚
的朋友。”书籍使人内心充盈，给人向上的力量。书
籍也见证着个人的成长、城市的日新月异。

每个人本身就是一本书。这其间，有岁月的更
迭，有人生的启迪。

为此，我们以时间为轴，从70名荐书者中选出7
位分别出生于不同年代的推荐者，听他们讲述书籍
背后的阅读记忆。

7个人、7本书，串起的是70年
的时代变迁和城市
文明进步。

人物名片：1986 年 6 月出生于重
庆，婚礼策划师。

推荐书目：《撒哈拉的故事》
推荐语摘录：三毛用自己的心去适

应、关怀这片大沙漠，在她的笔下，那些
撒哈拉沙漠的人和物变得丰富多彩。

阅读故事：我大学毕业刚参加工
作时，经常在报纸上看到的新闻就是
某某书店落户重庆。2008年，我见证

了西西弗首家书店在重庆的开业。这
几年，随着方所、言又几等书店在重庆
的营业，更让喜爱读书的我如鱼得水。

今年5月，在策划一场沙漠婚礼
时，新娘告诉我她有沙漠情结，希望能
在婚礼中再现三毛与荷西的故事时。
我第一时间在方所买了一本《撒哈拉
的故事》。就着一杯热拿铁，我用一个
下午的时间读完了它，三毛的故事深
深震撼了我。

对于在今年年初才立志转行成为
一名婚礼策划师的我来说，初涉婚礼
策划领域，我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在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被三毛的勇敢、乐
观、坚韧所感染，有豁然开朗之感。特
别是她在书里所说“生命的过程，无论
是阳春白雪，青菜豆腐，我都得尝尝是
什么滋味，才不枉来走这么一遭啊”，更
是成为我的座右铭，让我坚定地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80后胡婷婷：

见证西西弗在重庆的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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