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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别人生活中的一处风景，一
个过客。 我们都扮演着其他人生命的过
客， 带着使命陪伴彼此走完那段该走的
路，最后我们就该退场了。 不能把自己看
得太重要，也不要把别人想得太简单。

每次看大冰的书，都如沐浴阳光，通
过光合作用可以吸收更多养分。 很多个
故事都觉得在自己身边真真切切的存
在，是一种视觉和心灵的双重冲击。同时
又有无数个故事是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所
向往的。我自己也希望能够如书中所说，
平衡世界，多元生活，既可以朝九晚五，
又可以浪迹天涯。 我想分享我很喜欢的
一句话：“清醒时做事，糊涂时看书”。 希
望我们都能活得自洽。 推荐人：沉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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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 2013 年出版的
《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
自然缺失症儿童》， 虽然被
《波士顿环球报》推为“家长
的必读书目”， 但似乎从来
没有热销过， 也没被推荐
过。 这本书提出的问题，正
好是我，也应该是千万家长
面临的困惑： 我们的孩子，
已经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了。
一名小学生说道：“我更喜
欢在屋里玩，因为只有屋里才有电源插
头。 ”我们的孩子们已经被包围在钢筋
混凝土林立的城市建筑中，每天沉迷于
电视、电游、网络。当我特意带着儿子走

向田野，希望他能够欢快地
撒野， 他表现得相当冷淡。
很小的时候，他热衷于跟着
妈妈去游乐场， 直到有一
天，我带上他，行走在中国
北方的大地上，行走在游牧
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分界线
上，我担心地问他，好玩吗？
答案出乎意料， 他告诉我，
这样的旅行很有意思，以后
再也不想去游乐场玩了。可

见，孩子还是热爱自然的。 当然他还是
一如既往地热爱玩电脑，这也让我深深
困惑。 这样一本书，我自己就应该好好
阅读。 推荐人：黎叔

《夏日走过山
间》 是一本读过之
后会让人通体舒畅
的小书。 城市里的
夏日很少能再听见
自然的声响，蝉鸣、
蛙叫仅仅只是语文
课本里的一段短短
描述， 夜晚能听见
的只剩下广场舞的

喧嚣和空调的嗡嗡声。 真的很羡慕呢，缪
尔的夏日， 竟是约塞米蒂这片意为“灰
熊”的辽阔土地给予的梦境，遍布整个山
谷的针叶树是这夏梦优雅的背景， 他总
是不厌其烦的赞美着它们挺拔的树干和
优美的枝叶， 山间精灵般的动物中意外
害羞的灰熊是调皮的群演， 至于女主角
便是无数知名和不知名的花儿，耧斗菜、
熊莓、羽扇豆、翠雀属，还有当之无愧的
山中女王———百合。 夏日的约塞米蒂只
需要用它的一片山风， 一汪湖水就能抚
平人心中的焦躁。 这是本缀满艳丽宝石
的文字， 字里行间都浸透着这位国家公
园之父对自然纯真的爱恋与欣喜， 我想
这样质朴的感情在这个喧闹的社会里很
难寻得见了吧。

为什么会喜欢缪尔的文字， 明明只
是最直接简单的描述， 可能是因为他充
盈在文字里的热爱， 缪尔把他的一生都
献给了国家公园的建立， 献给了保护这
些美好的土地， 在他的眼中自然和野生
动物可比人类更加可爱。 所以，想要知道
神奇的约塞米蒂究竟是如何诱惑着缪
尔，让他痴迷如此吗？ 那就在这个夏日，
和缪尔一起走过山间吧。

推荐人：鱼鱼

苏东坡，我一直只知道他很好，到底有多好？
被贬黄州写下苍凉的寒食帖，以为是人生最惨，可是他

也能回首萧瑟处，归来，也无风雨也无晴。 后来，他被贬到惠
州，即使挥手告别闹世繁华惨淡远离，他却依旧坚持独且正
的立场，开开心心地邂逅了岭南的荔枝。别人被贬哭天呛地，
他却还写词怡然自得“白发萧萧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
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再贬，贬去了海南，天荒地
老，干脆去之前交代长子遗言。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是书中选
的最后一首苏诗。 他大多创作的极致，都在这流放的几个地方而出。 所以，他离世
前说，自己的平生功业，留在这三个州。 他其实，一直都是很苦的，可是，他永远能
诗酒醉年华，不抱怨不愤青，苦中作乐，热爱着点滴的所有琐碎；他快活得如同当
世神仙，他超脱了自己的世界，成了真正永生的灵魂。

推荐人：黄颖

刚入大学的第一年， 被生活推着
向前，每天各种事情围绕着自己，却不
知道自己应该走向何处。怀着对生活的

迷茫，我开始阅读
这本书，被书里的
一 句 话 突 然 惊
醒———“贫穷的生
活并不是你想要
的，但是贫穷不一
定会悲伤，有些贫
穷的生活是因为

你感到悲伤而过得悲伤，每个人都有把
生活过得快乐的能力，只是取决于你的
心态。 ”大学生活里，常常羡慕那些把生

活过得像小说一样的人，但我却从来没
想过，生活是自己的，其实你也可以活
得这么漂亮，活得不迷茫。 因此当你感
到迷茫的时候，回头看看，就会看到那
个站在回忆里的自己，就会知道选择哪
一条道路。

穷有穷的好，富有富的好，以前我
一直对富裕怀有憧憬，想成为一个有钱
人。但是我现在觉得做一个有趣的人比
有钱的人更难，而我更想成为一个有趣
的人，成为一个让自己满意的人，每天
快乐地活着，不为困苦悲伤，不为挫折
难过。

推荐人：王姣

从龙应台的
《野火集》看到她的
《目送》， 十多年过
去了， 这个曾经的
女战士仿佛卸下了
浑身的装备， 成为
和我们一样的普通
人。 她俨然成为一
位邻家大姐， 为我

们讲述着父母的老去、孩子的远行、朋友
的离开……十年的时间， 当我们不再愤
青， 不再倔强， 脱离了稚气慢慢变得成
熟；我们面对生活的不容易，开始不再愤
怒而是学会了坦然面对。 或许这就是成
长的一部分， 我们时刻都在和熟悉的事
告别，和熟悉的人告别，做以前从来不会
做的事。 这或许是成长的副作用，无论我
们看到任何人的分开都不会觉得奇怪。
然而换个角度，这也是成长的正作用，当
我们离开自己心爱的人时， 我们依然能
够微笑着面对明天。 无关乎好坏，这是成
长必经之路。

推荐人：陈十七

为什么想要
推荐这本书？因为
美人，诗经里的美
人。“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 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 溯
洄从之， 道阻且
长。 溯游从之，宛
在水中央。 ”白露
为霜，是秋天。 秋

天本来就经常用来抒情， 各种情愫都在
这个季节释放。 比如柳永的《雨铃霖》，他
在里面大叫：那堪冷落清秋节！ 好比现代
人发朋友圈说：天气冷了抱对象，没对象
的咱加件衣服！ 蒹葭里面，不同。 主人公
有喜欢的人，甚至在追求她。 可望，不可
及，哪怕一切毫无意义，但是这种让人不
屈不挠，又魂牵梦绕的美好存在本身，就
是一种幸福。 因为他还有追求，追求灯塔
也好，追求伊人也罢，他都在追求他认为
的美好。 你呢，你有吗？

推荐人：旭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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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岁那年，我接触了人生第一本书———《红楼梦》（注音版）。 十二岁那年，我遇到了我的历史老师，他带我进入了历史的世界，真
正感受到了阅读的美好，爱上了阅读。 十六岁那年，我拿着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办了人生第一张借书卡，开始了每个周末图书馆阅

读之旅，以一种久经干旱的旅人终于进入绿洲的喜悦般奔向了书海中。 十七岁那年，班主任没收了我的书，说“高考拿了前十还给你”，但我现在还没有拿回来，就如
同我的阅读一起被抛在了脑后，迷失在大学的自由里。十九岁那年，因为《挪威的森林》，我重拾了阅读，但目的再也没有十六岁那年纯粹了。人生如逆旅，但是阅读却
经久不变，以一种历史的韵味围绕着我们。 暑假的炎热总是带着西瓜的香气，但在艳阳天里阅读《一个人的好天气》，是否突然感觉到了夏天的风呢？

本期荐书，我们邀请了几位读者，分享他们读过的好书。在这个书单推荐人里有大学生，有书店经营者，有博物馆解说员，有自媒体运营者还有甜点师。在他们的
分享理由中，希望能够有一段文字与你产生共鸣。

你坏
作者：大冰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几本书值得你去“品尝”

扫一扫 为你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