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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经典新编“麒麟中国新文学少年读本”出版

为少年读者精心编选

由资深媒体人舒晋瑜主编、
出版人郭锐策划的“ 麒麟中国新
文学少年读本”近日由济南出版
社推出。
麒麟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
一种瑞兽，它与凤、龟、 龙共称为
灵”，并居首位。 它是按中国
“四
人的思维方式所创造出来的一
种神物。 从其外部形态上看， 麒
麟有鹿角、 麋身、 牛尾、 鱼鳞皮。
这个造型是鹿、 牛、 鱼等吉祥动
物的集美组合体。 所谓“ 集美”，
通俗地说，是将一切美好的东西
集中在某一个体上。 人们把几种
动物的优点全部集中在麒麟这
一幻想的神兽身上， 充分体现了
中国人对它的喜爱。 “ 麒麟中国
新文学少年读本” 便是以此为理
论基石和选文标准， 由作家本人
或其后人为少年读者精心编选
的一套文学丛书。
在民间传说中， 麒麟与儒家
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着密切的
关系。 至今，在文庙、学宫中还以
“麟
吐玉书”的图案为装饰， 以示

有祥瑞降临，有圣贤诞生。 “麒麟
中国新文学少年读本” 取传说中
“麒
麟送书”的美好意愿， 将中国
新文学著名作家的那些最适合
少年阅读的经典作品， 结集呈献
给少年读者们。 这些作家， 既有
德高望重的耄耋长者， 也有当代
文坛的中流砥柱。 他们的作品或
简练传神， 或淡雅深邃， 或热烈
奔放，风格迥异， 异彩纷呈； 他们
的写作， 以匍匐于生活的姿态，
编织着属于自己， 更属于广大少
年读者的梦想。
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
后一个士大夫”的汪曾祺先生，离
开我们已经二十个年头了。 在汪
先生逝世二十周年推出《鹤舞少
年》一书，既是对先生最好的怀念，
也是对其文化情怀的一次薪传。
乃诗之本， 雅为诗之品”
“诚
是金代诗人元好问的诗句， 后来
郭绍虞先生将之总结为“ 诚” 和
“雅
”， 这
一点成为宗璞创作的一
贯追求。 她的作品， 细腻生动地
展现了其纯真的内心世界。 她的
散文作品， 文字简洁凝练， 学养
厚实， 既包含着深邃的哲理， 又
流淌着诗意的想象。
刘庆邦写小说， 给自己定下
四个标准： 看了还想看； 愿意带
在路上看； 愿意送给朋友看； 不
论从哪里看起， 都看得进去， 并
有所得。 我们能够从他的小说中
看到悠远的文脉、 自我审视及对
古老乡土的回望； 也能窥探到其
笔墨情趣和庖丁解牛般的神技。
似乎很难用一段简洁准确

的文字全面地概括肖复兴。 他的
散文朴实隽永， 有30 多篇作品
入选各大、中、小学教材。 他曾当
选“首届全国中小学生最喜爱的
十大当代作家”， 其作品还入选
加拿大大学中文教材。
写作对有些人来说也许是
一种追求时髦、 与时俱进的事
业， 而赵丽宏却始终认为， 这应
该是一件以不变应万变的事。 赵
丽宏这几年写的一些跟古典诗
词有关的短文， 其中有不少是童
年和青少年时代的阅读记忆， 是
他欣赏古诗的心得和联想。 因为
有这样的阅读经历， 他感到幸
运，这是做一个中国人的幸运。
黄蓓佳曾在不同场合说过
自己喜欢孩子， 喜欢那些小读者
的眼神， 甚至陶醉于孩子身上带
奶香的汗味。 她的小说不仅仅是
为孩子而写， 也是为孩子的父母
而写，她用流淌在笔尖的爱，来表
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爱恋、悲伤、
铭心刻骨的追思和温柔的批判。
对一套卷帙浩繁的文学读
本而言， 我们很难如数家珍般在
此将其一一陈述，但其却以不同于
少儿文学的文化视角，给予少年读
者以更厚重的关怀，更丰富的文学
滋养。真诚地希望少年读者朋友们
能喜爱这套丛书， 并因此爱上读
书，养成读书的好习惯，成为互联网
时
代
的
一
位读书人。 （据新华网）

健康与美和您同行
—
——

读《药草芬芳》

我想，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
会拒绝健康和美。 能够带来健康
和美的东西，一定很受欢迎。
草芬芳》 就是这样的一
《药
本书。
这本书用散文的语言展示
了中医药之美。 在作者管弦的笔
下， 每一味中草药儿， 都是有灵
性的。 她们“宛若精灵儿，盈着笑
脸， 唱着歌儿， 飘摇着， 款款而
来”。 管弦将她们的形态、 特点、

功效、文化、传说娓娓道来， 并把
自己对中医药的实践、 认知和感
触糅合进去，语言生动，让读者在
字里行间感受到中医药的价值和
优美，从而有利于身心健康。
于是， 我们看到： 蒲公英开
成一朵自由行走的花， 随风播撒
着清热解毒、 消痈散结的种子，
还有浓浓执着的情怀。 马齿苋立
在万紫千红的田间地头， 身负降
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防治心血
管疾病、 养肝护肝等功效， 传达
着切切柔暖的怜爱， 被李时珍
草纲目》称为“长命菜” 的她，
《本
让每一个日子， 无论贫富贵贱，
都过得生机盎然。
我们听到： 苍耳于“ 采采卷
耳”的吟诵中，行使着上通脑顶、
下行足膝、 外达皮肤的功能， 治
疗诸如风头寒痛、 牙龈痛肿、 鼻
渊流涕、眼目昏暗、 风湿挛痹、 瘰
疬疮疥、 遍身瘙痒等一切风症。
芍药也在多情女子的无语凝噎
中，表达了深长的情意，“ 君将离
去， 我心悠悠”， 她能够滋阴补
血、益气安神、解痉止痛、 镇静消

炎，还被称为“女科之花”。
我们闻到： 香樟树拥着奇特
的香绽放在高高的山坡上， 她还
因为“ 其木理多文章” 而大有文
章， 不但能够杀菌消毒消炎， 还
被寓意为避邪、 长寿和吉祥如意
的神树，自古就是人们祈福和表
达情义的地方。 那菠萝的香也从
顶端和底部两头传出， 直抵心口，
嗅到的那一瞬间，心，便像鲜花一
样绽放了。 菠萝还含有一种叫“菠
萝朊酶”的物质，能够分解蛋白质，
溶解阻塞于组织中的纤维蛋白
和血凝块，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稀释血脂，消除炎症和水肿。
是的， 草木和人一样， 都是
有情的。 所有健康的、 美好的都
是和着药草儿出现的， “ 她们原
本为一体。 仿佛几缕飞云， 悄然
生动；又犹如远方篷船里透出的
灯光， 隐约着许多温暖， 印记着
了无痕迹的瑰丽。 ”
那么， 来吧， 提一壶清酒， 遍
览药草，尽享芬芳。 健康和美，在
阳光正好的地方，等着我们。
（陈
子烟）

《在改变的时代改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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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目写给再
迷茫中渴望活得明
白的年轻人。 任何
时代， 总会有一些
迷茫期的年轻人在
人生路上有这样或
那样的困惑。 作者
用自己多年沉淀的
智慧， 以独具一格的风格， 新颖有趣的角度， 为当
下的年轻人提供了一个独到的看问题的视角， 并
以自己多年的经验， 给予他们在为人处世、 自我提
升、读懂人性等方面更多的指导和启发。
《头版》

作者： [ 美]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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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
·福
译者：赵奕
出版社：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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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时报》 是
《纽
具有世界级影响
力的权威媒体， 本
书讲述了该报“ 头
版” 新闻诞生背后
很多不为人知的
故事， 涉及采访背
后的运作、 媒体资
金的获取渠道、与其他新媒体的合作模式、新闻的
成形过程等。 并由此串联起一些深刻影响新闻业
格局的大事件，比如维基解密的出现、全球各地聚
合网的发展，对其进行了深刻解析。
《常想一二，不思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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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不如意
事十常八九”。我们
生命里面不如意的
事占了绝大部分，
但扣除八九成的不
如意， 至少还有一
二成是如意的、 快
乐的、欣慰的事情。
所以， 如果我们要
过欢喜人生， 就要常想那一二成的好事， 这样就会
感到庆幸、懂得珍惜。
（ 综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