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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书架书架

（据《中国妇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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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诗人都是自己的传奇，每一首唐诗都有它的故事。李白、杜甫、
白居易、骆宾王、王勃、孟浩然…… 那些鲜衣怒马的少年，那些充满诗意
的别样灵魂，大唐诗空中这些璀璨夺目的星星，绘成了一轴展现盛世大
唐的风华与气象的精彩画卷。这是一部全景式展现大唐诗坛的集体传
记，记录了那些唐诗经典名篇里藏着的往事。

本书融时代背景、人物传记、诗歌鉴赏于一体，阐明了唐诗的总体发
展脉络，叙述了80多位诗人的人生轨迹，对百余首经典诗作进行了鉴赏
品读，力图完整真实地呈现唐代诗人的人生经历及历史背景，让读者在
唐诗中读懂诗人的人生，在诗人的快意人生中读懂唐诗。

出身名门，留学名校，姿容倾城，才华横溢，伉俪情深，胜友如云，儿
女双全，家国情怀……也许世间再没有比林徽因（1904—1955）更实至名
归的“民国女神”。然生而为人，没有谁的功课更容易，“大都好物不坚
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这样一个“一身诗意千寻瀑”的剔透女子，如何抵
挡人世间永无停歇的风刀霜剑，抵达她孜孜以求的至臻至美？

这是一本令人惊艳的林徽因传记，以更翔实的资料、更别致的视角、
更懂得的作者，用全新的手绘传记形式，诉尽林徽因一生的悲欢。

与古人的情感世界相遇
——谈《中华文化故事》中的情感教育

■袁光锋

方寸世界里的红色精神图谱方寸世界里的红色精神图谱
——读《邮票中的百年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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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被遗忘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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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 票 是 人 们 熟 知 的“ 国 家 名
片”。中国邮票伴随着红色政权的
孕育、开创和发展壮大一路走来，浩
瀚的方寸世界里，犹如一页页史书
清晰地记载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
来的重大事件，深刻铭记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和其间的
精神力量。

《邮票中的百年党史》是“中国好
书”作者李近朱的全新力作，本书以
小视角切入大主题，用小故事反映
大时代，以“邮”话“史”，勾勒出中国
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矢志不渝的
百年奋斗历程，展现了一幅绵延不
绝、气壮山河的红色精神图谱。该
书共分为 12 篇章，每一篇章均以毛
泽东经典诗词为题名，准确勾勒出
了百年党史的发展脉络。书中上千
枚具有特殊纪念意义和历史价值的
经典邮票，将万千景象融于其间，全
景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站
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宏伟壮举，
探寻百年大党从理念到行动、从经
验到制度的“成功密码”。

党史邮票包罗万象、异彩纷呈，
党的重要纪念地、党代会、党的领导
人、优秀党员模范人物、社会主义建
设辉煌成就等等内容，都曾以不同
形式出现在方寸邮票之间。每一枚
邮票都是一段历史的真实再现，从
不同侧面记录党的历史、展现党的
精神。多次出现在邮票和邮政用品
上的中共一大会址，见证了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
确方向，中国命运有了光明前景；一
枚洋溢着盎然春意的党的“十二大”
纪念邮票，呈现的是党的改革开放
国策为中国带来改天换地的新面
貌，昭示着春潮涌动的改革开放新
时代正在到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邮政发行的“中国梦”“丝绸之路”

“太空探秘”等特种邮票、纪念邮票
上记录的宏大图景，展现了党领导
全国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
科技、外交等领域取得的令全世界
瞩目的伟大成就，以及为世界和平
与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

党史邮票以其特有的文化属性、

艺术特色和传承方式，用一个个鲜明
具体的“标识”组成一部感天动地、气
壮山河的奋斗史诗，生动诠释了伟大
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在方寸天地竖
起一座座精神丰碑。七次登上“国家
名片”的“红船”，充分体现了“红船”
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上的重要地
位，彰显出“红船精神”在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道路上的重要
指引作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
利 70周年而发行的邮票上，红军指战
员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艰苦卓绝的
斗争精神跃然邮票之上，闪耀着精神
的光芒；“拓荒牛”是特区精神的象征
图像，其低头拱背、奋力向前的形象
先后出现于“经济特区”“改革开放四
十周年”等多套邮票上，给人以永远
向上的精神火焰。

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精准扶贫”纪念邮票闪映着摆
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农村新貌，展现
了“精准扶贫”的成就；“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邮票，将全国人民万众一
心、抗击疫情、夺取胜利的决心，凝

筑在方寸邮票纸上。此外，苏区精
神、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组成部
分，均以不同形式在邮票中得到呈
现，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和
全国人民锲而不舍、砥砺奋进。

人类的情感是天生的，也是社会
和文化塑造的。如果我们承认情感的
文化性和社会性，那么就会认可情感
教育在情感文化的形成中扮演的重要
角色。

情感教育有多种方式，例如，国家
通过教科书，传达一套情感规范，培
育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表达能力；
也可以通过特定的仪式，激发人们特
定的情感体验。家庭也是情感教育的
重要场所，人们在家中学会了情感语
言。除了这些具体的方式之外，文化
自身就发挥着情感教育的功能。文化
就是生活方式，“润物细无声”，浸透
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让我们习
得社会规范，学会分辨善恶美丑，掌
握情感表达的方式。

李晓愚新著《中华文化故事》，以
汉字、词语、诗词、古画、书法、风物为
媒介，向我们展现了传统社会人们丰
富的情感世界，一种和我们这个时代
既相似又有不同的情感文化。无论是
对于社会，还是对于孩子或成年人，这
套书都是重要的情感教育文本。我想
从三个维度来讨论这套书对于情感教
育的意义。

一
这套书名为《中华文化故事》，“故

事”二字告诉我们，作者无意于讨论
中华文化的抽象知识，而是将汉字、
词语、诗词、古画、书法、风物在传统
社会中的意义，通过一个个故事传达
出来。“故事”在人类社会中具有不可
忽视的价值。人们会将道德规范、价
值观念等信息编织成一个个故事。故
事是框架，它帮助人们辨析应当和不
应当的行为模式，促进社会规范的形

成，塑造人们的认知和行为。中华文
化的故事被李晓愚娓娓道来，一个
字、一个词、一幅画、一件书法，都因
为有了故事而变得和我们亲近。

在《风物的故事》中，李晓愚向我
们展示了节令、习俗、礼仪、物品背后
古人的生命情感。人们赋予山川、物
品以情感价值。以玉为例，古人并不
把玉视为一件普通的物品，而是与它
建立了一种深刻的情感连接。玉象征
着君子美德和温文尔雅的气质。在

《书法的故事》中李晓愚将每件作品
背后的情境和情感娓娓道来：《董美
人墓志》寄托了隋朝王子对早逝爱妃
的深深眷恋；杨凝式的《韭花帖》表达
了一个狂放不羁的五代士大夫对美食
的热爱、与友人的情谊；黄庭坚的《花
气熏人帖》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可
以为春天的花香、秋天的细雨而心
动，却不因生活艰难困顿而动摇的心
志”。李晓愚讲故事，有意识地在古
代故事和现代故事之间建立关联。在
这套书的许多文章中都可以看到她是
如何自如地穿梭在古今故事之间的。

“跨时间”的故事讲述，可以帮助读者
以最“省力”的方式感受到传统文化
的意义，将古人的情感故事作为自己
的“资源库”。

二
人类的情感主要是社会习得的产

物。我们接受各种情感教育，获得情
感的知识和技能，学会在特定场合如
何做出恰当的情感反应和表达。情感
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挖掘一个时代的
情感文化，丰富情感教育的方式。《中
华文化故事》细腻地描绘了古人在不
同情境下的情感体验，展示了当时的

人们如何处理自己的感受，让读者可
以学习古人处理情感的方式。读这套

《中华文化故事》，我们经常会心一
笑，因为看到古人也经历了我们的情
感。我们的喜悦、烦恼和困惑，古人
都曾有过，“吾道不孤也”。这种“情
感共通”对于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李
晓愚在序言中已有讲述：曾经失眠的
她看到古人的辗转反侧，“心中就会
滋生出无限的安慰”。此言虽带玩笑
之意，但恰当地点明了传统文化的情
感教育功能之一，即带给人们以“安
慰”，具有“情感抚慰”的功能。这套
书让我们与古人的情感世界相遇，借
此，我们可以与古人一道去感受、去
体验。我们也会更容易理解和“包
容”自身遇到的情感。在这套书中，
读者可以体验到非常丰富的情感：邂
逅的浪漫、等待的焦虑、思念的憔悴、
失去的痛苦、相爱的幸福。我们甚至
还可以跟着古人学习“快乐之道”。

学习古人的情感文化，还可以帮
助我们找回逐渐失落的情感体验。

“已凉天气未寒时”让我们感受到天
气变化的细微；“蓦然回首，那人却
在，灯火阑珊处”描绘了意料之外的
惊喜；“路上行人欲断魂”刻画了一种
迷茫、痛苦、悲伤的复杂情绪；“悲日
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道出了对
人世变动不居的感伤。

《中华文化故事》还向我们展现了
古人处理自己感受的方式。读者可以
从中学习到《汉广》中的男子如何面
对单相思，《摽有梅》中的大龄未嫁女
子如何表达急切盼望，《北门》中的男
子如何“吐槽”自己的辛酸。超然的
苏东坡教我们如何放下思念和彷徨，

“诗酒趁年华”。同样是他，也写下了
“不思量，自难忘”，展示了刻骨铭心
的爱。

三
情感表达对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和

人际关系的建立意义重大。我们通过
爱的表达，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我
们也会表达愤怒，拒绝和他人建立关
系。而人类的情感表达有多种方式，
比如身体姿势、面部表情、语言。其
中，语言比较关键。人类发明了许多
情感表达的词汇，它们是情感文化的
重要构成。李晓愚说，“每一种文明
的语言都与那种文明的思想方式、价
值理念和民族习俗密切相关。”每一
种文明都有着自己表达情感的语言体
系，它既反映了该文明中的情感文
化，也反过来塑造着人们的情感体
验。

时代的变迁会产生新的情感语
言，同时也会遗忘一些传统的情感语
言。李晓愚写作这套书，对语言的问
题有着清晰的认知，她在《词语的故
事》自序中讨论了词汇的问题：“流行
词汇的确创造了一种更直接、更率意
的表达方式，但也失去了文化中细
腻、幽微的一面”。李晓愚以诗词、词
语为载体，向我们呈现了古代语言在
表达情感上的动人之处，为我们提供
了丰富的情感表达语言。“当我们的
语言日渐枯燥贫瘠时，我们的感情和
思想也会变得枯燥贫瘠。”反过来，丰
富的情感语言也会让我们的情感世界
更富足。或许是源于这样的观念，李
晓愚用了大量笔墨来解释传统文化中
情感语言的细腻之处。

（据《光明日报》）

很多时候，成年人的快乐记忆都
会停留在小时候，工作的忙碌，生活的
压力，有时让我们喘不过气。不由自
主地就会想起小时候的快乐时光，让
人印象深刻的往往是那份纯真和对未
来的无限遐想。《山的风 大牛日记》中
收录了作者李尧在家创作和生活时的
趣闻趣事，内容搞笑，充满想象，最重
要的是激起了记忆深处的那份童真。

作者用画面叙述着每天在家赶稿
子的状态，刚刚画好的稿子被外星人抢

走了；这几天窗外总有个老太太喊豆
豆，这个叫豆豆的孩子真不听话，却偶
然得知豆豆是条狗；买了一些乱七八糟
的东西，最需要的笔却忘记买了。作者
是每日在家画画的职业画手，每日在家
潜心创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如果下楼，
都会在小区楼下迷路，碰到流浪狗都会
想象自己和它的眼神交流。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小时候，寒暑假在家做作业，
每天都会做很多无聊的事情，但是又很
有趣。快乐有时候离我们很近，只是缺

少发现它的眼睛。
这套漫画绘本不同于以往的绘

本，除了内容诙谐幽默，画风也十分熟
练，带有强烈的个人绘画特色，笔触流
畅又不失洒脱，色彩浓郁，又蕴含在色
调之中，翻开绘本，令观者无不感觉内
心之畅快。本书共分为三册，运用三
种不同的黄色调作为封面的主基调，
令三本图书在色彩上有一个区分。精
装的同时，在书脊处又做“牛”的印章，
三册设计互为独立，又是一个整体，缺

一不可。绘本有时候不只是给小孩子
看的，很多成年人在阅读绘本的过程
中也会对其中的故事和内容产生联想
和感叹，好的图书能够带给观者更多
的想象空间、记忆深处的某种印象以
及观看之后的回味无穷。

即便我们已经成长到不善于发现
趣事，打开这本书还是可以使人莞尔
一笑，内心充满温暖和希望。让我们
重拾那些被遗忘的快乐吧。

（据《天津日报》）

布衣暖，菜根香，唯有读书滋味长。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面向黄土背朝天的我，
在繁琐艰辛的日子里，与书为伴。

真正爱上读书是上初中的时候。有一
次，我去同学家玩，看到一本《山海经》杂
志，随便翻翻，便被美妙的神话故事吸引，
爱不释手地看得忘记了吃饭。同学的母亲
识文断字爱看书，经常买杂志回家。我每
到星期天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同学家看杂
志，久而久之，恋上了看书。

那个年月，读书是很奢侈的一件事。
课外读物很少，在学校偶尔能看到一本《少
年文艺》或是《作文通讯》，我遇到了，便如
获至宝。从那时起，我还养成写日记的习
惯，爱上了写作文。课外书读得多了，作文
写得好了，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作范文
在课堂上朗读，我小小的虚荣心得到极大
满足。

初中毕业我回家务农，依旧爱读书，烧
火做饭拉着风箱也看书。奶奶打趣说：“丫
头，书里是不是有‘馋虫’呀？”我说：“是，看
书解馋哩！”

十 八 岁 那 年 ，有 媒 人 开 始 给 我 说 对
象。母亲从衣兜里掏出来皱皱巴巴的三十
块钱，让我买件像样的衣服，相亲的时候
穿。我揣着钱没去供销社，而是直奔镇上
的 书 店 ，买 了 两 本 书 ，一 本《朱 自 清 散 文
集》，一本三毛的《梦里花落知多少》。我手
里捧着书，喜滋滋地奔到供销社买衣服时，
才发现钱不够了。回到家里，母亲问我买
的衣服呢？我怯生生地跟母亲说，买了两
本书，剩下的钱不够买衣服了。母亲很生
气，夺过我手里的两本书，摔在地上说：“看
书能当饭吃，能过日子吗？”我弯腰拾起散
发着油墨清香的两本书，用衣袖拂着书上
的尘土，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心里着实觉得
委屈。我想对娘说，我真的不稀罕新衣服。

后来，自己居家过日子，日子再紧，我
也得买书看。

每天重复着鸡鸣狗叫孩子闹的单调日子，书香是我寻常日月里
的调味品，是生活这道“菜”中最好的作料。书，在我的床头枕边伸
手可及，空闲时哪怕瞄上几眼，看上几行，心里也是温暖的。

书读多了，我有了写稿的冲动。我拿起搁置了二十多年的笔，
偷偷摸摸地写了一篇小文章，誊写了好多遍，邮寄给一家省报。没
想到很快见报了，这更激发了我的读书热情。

有人不理解我，一个庄稼院里的女人，舍不得花钱打扮自己，
却舍得买闲书读，读书能读出子丑寅卯？能读出麸子白面来？也
有人说我读书像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图个啥呢？我坦然一笑说：

“即便是一场空，起码我这个打过水的篮子变得干净了吧。”走自己
的路，让别人去说吧！

读书让我更好地了解外面的世界，我的视野开阔了。
几年前，我背井离乡大着胆子到北京打工。打工间隙我也不忘

读书，至少每个星期天去一次国家图书馆。我的工作是育婴师，一
天 24小时带孩子。每天晚上孩子睡下之后，夜阑更深，正是我最惬
意的读书好时光。累了一天，躺在被窝里，借助微弱的床头小灯，
读几页书，所有的疲惫一扫而空。

通过读书，我走出家门，接触到许多成功女性。我走入她们的
生活，书写她们的喜怒哀乐。

（据《西安日报》）

（据《内蒙古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