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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实习生 胡雨彤

大暑不可避，微凉安所寻。
在烈日炎炎的大暑节气里，“百本
好书送你读”活动第五期推荐的
10本送读图书今天新鲜出炉。
这其中，有以草木灵性润泽人心
的《人间草木》、描绘人工智能新
世界样貌的《AI·未来》、享有世
界声誉的儿童文学作品《绿野仙
踪》等等。

何以销烦暑，书中寻清风。
不妨择几本“消夏书”“清凉书”细
细品读，在书中感受清凉世界吧！

《黑天鹅：如何应对不可预
知的未来》
作者：[美]纳西姆·尼古拉
斯·塔勒布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绿野仙踪》
作者：[美]莱曼·弗兰克·
鲍姆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给孩子讲宇宙》
作者：李淼、王爽
出版社：湖南科技出版社

《古代人的日常生活》
作者：讲历史的王老师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趣味讲述古人日常生活

本书作者发挥幽默天赋，把每一个问题都写成一
个段子，让读者一边捧腹大笑，一边观察真实的古人生
活细节。翻开本书，可以满足你对古人日常生活的诸
多好奇。作者还在抖音App上拥有110多万粉丝，讲
述历史的短视频作品受到网友热捧。

荐书人说

任竞（重庆图书馆馆长）：
关于古人，你是否有许多问号？这本历史科普休闲

读物以独特的视角，风趣、浅白的语言将丰满、生动且真
实的小历史还原。书中包罗了我们所想知道的古代日
常，大到风俗习惯，小到锅碗瓢盆，诸多闻所未闻的小细
节、冷知识，能让我们以更广的视角了解古人的生活。

历史的发展不是没有基石的空中楼阁，历史书中
也不应仅有王侯将相、英雄豪杰，更应有普罗大众的琐
碎生活、芸芸众生的柴米油盐。看多了朝堂之上的挥
斥方遒，关注下寻常百姓的起居日常也许更能将历史
窥探一二。也正是这些细碎、点滴的沉淀，才构成了中
国人重要的文化基因。

引人入胜的儿童文学经典

这是一部影响了几代青少年，享有世界声誉的儿
童文学作品。故事讲述的是堪萨斯大草原善良的小姑
娘多萝茜的故事。这本书语言浅显，情节曲折，故事动
人。故事所表现出来的对友谊的珍视以及对幸福、智
慧、爱心和勇气的追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荐书人说

钟代华（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这是一个充满快乐、惊险、奇妙的魔法故事，美国

“童话之父”莱曼·弗兰克·鲍姆的成名作。故事中，善
良的小姑娘多萝茜被一场龙卷风刮到了一个陌生而神
奇的国度——奥兹国，并迷失了回家的路，遇到了许多
稀奇古怪的事情：没脑子的稻草人、没爱心的铁皮人、胆
小的狮子等，他们互相帮助，历尽艰险，最终如愿以偿。

《绿野仙踪》的故事一直以歌剧、话剧、电影、动画
片等多种形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故事引人入胜，不
仅让孩子懂得善良，不怕挫折和艰险，而且蕴含着童
趣、神秘、想象等审美价值。孩子长大成人了，依然会
读出全新感受。

为孩子打开探索科学之门

地球是什么样的？宇宙是什么样的？宇宙是怎
么起源的？宇宙会不会有末日？该书是著名物理学
家李淼等写给孩子的宇宙学普及读物。书中配有艺
术插画和珍贵宇宙图片，小读者们能张开想象的翅
膀，在神秘又迷人的宇宙翱翔。

荐书人说

黄锐（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
这是一本科教书，更是一本风趣的故事书。翻开

这本书，仿佛引领我们进入了一个奇幻变化的世界，
吸引着我们前去探索和钻研。书中，宇宙的起源和发
展，宇宙中各种现象发生的原因，人们对宇宙的认知
等知识都用故事性的口吻展现给读者，可以启迪孩子
的想象力。

《给孩子讲宇宙》为孩子打开了探索科学之门。
精彩的故事、新奇的知识、浅显的文字，让孩子了解关
于地球、宇宙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对神秘的宇宙心生
向往和敬畏。

在不确定的未来里抢占先机

“所有天鹅都是白的。”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每个欧
洲人都对此坚信不疑。直到1697年，探险家第一次看到
了一只黑色的天鹅。此后，“黑天鹅”便象征着几乎不可
能发生的事情。该书深入介绍了“黑天鹅”事件的本质
和规律，曾连续一年多入选《纽约时报》畅销书榜，并以
31种语言出版。

荐书人说

郑劲松（西南大学档案馆副馆长）：
什么是黑天鹅事件？简单来说，就是从天而降的倒霉、

重大、稀有事件，诸如金融危机、大地震、泰坦尼克号沉
没……这种事情无法避免且无法预测，但带来的变化却是
翻天覆地的。黑天鹅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领域，值得我们保
持十二分专注力。可以说，本书是一本风险预测启示录。

作者塔勒布本身就是风险管理理论学者、纽约大学理工
学院教授，当过营业厅独立交易员，在纽约和伦敦交易多种
金融商品。本书通过大量金融、商业、生活的微观分析，启发
人们如何认知小概率事件的影响、如何采取有效策略防范未
知风险，在不确定的未来里抢占先机，掌握自己的命运。

《人间词话》
作者：王国维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词话著作

王国维是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
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
的学术巨子。《人间词话》是他的代表作，也
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在中
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地位。书中，
王国维以简隽明晰、深入浅出的条分缕析，
讲透了中国古典美学精髓。

荐书人说

唐利春（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璀璨文明中，古典诗

词散发着熠熠光芒。《人间词话》无疑是打开
中国古诗词这扇厚重之门的一把金钥匙。
他以传统词话的形式，将西方哲学、美学思
想和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哲学、美学融合，提
出了诗词创作的“境界说”，令人能更加透彻
地感受诗词之美。

人生意境，在坎坷挫折中历练。王国维精
妙地以三句话道破人生之路：“昨夜西风凋碧
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三境界，三首词，出
自不同时代，不同词人之手，却能穿越时空，气
脉相通，浑然一体，用诗意的凝聚道出人生至
理，也激励后人经历奋斗与磨练收获智慧。

《双城记》
作者：[英]查尔斯·狄更斯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引发时代思索的世界文学经典

《双城记》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
的长篇历史小说，是世界文学经典名著之
一。故事将巴黎、伦敦两个大城市连结起
来，围绕着曼马内特医生一家和以德法日夫
妇为首的圣安东尼区展开。小说主要传达
了“鲜血无法洗去仇恨，更不能替代爱”的主
旨——贵族的暴虐对平民造成的伤痛不会
因为鲜血而愈合，平民对贵族的仇恨也无法
替代对已逝亲人的爱。

荐书人说

吴佳骏（《红岩》杂志编辑部主任）：

有些优秀的书跟优秀的人一样，是不容
错过的。读这样的书，不但能给你美和智慧
的启迪，更重要的是还能提升你的人格圆满
度。《双城记》就是这样一部书。我至今难以
忘怀那个经典式开篇：“那是最好的年代，那
是最坏的年代……”这个开头让我永远对狄
更斯心存敬意。无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人
道主义作家。借由这部小说，他深刻揭露了
法国大革命背景下的社会动荡局面，强烈地
抨击贵族阶级的荒淫残暴，并对下层人民的
苦难给予深切的同情，书里交织着善良与仇
恨，正直与丑恶的博弈。

读过此书的人，或多或少都能引发对时
代和人性的思索，并激发起心底对和平、正
义和慈爱的呼唤。

《人间草木》
作者：汪曾祺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感受草木清新与人性暖光

《人间草木》记录了汪曾祺从上世纪40
年代至90年代的数十个生活片段。其间，
战火的轰炸浇不灭他对美食的品味，繁重的
劳动耗不掉他对绘画的志趣。书中，他用极
简的笔，极淡的墨写出了草木山川、花鸟虫
鱼的人味，写出了乡情民俗、凡人小事温润
的乡土味，读后余味悠长。

荐书人说

彭鑫（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汪曾祺先生是文学家，亦是生活家。品

读他的这本小品文集，既可以领略文学之
美，又可以感悟生活艺术。

他以草木的灵性，来润泽人心。他
的笔下有滚着露珠的白缅桂花，有香气
浓得化不开的栀子花，有清新绝俗的昆
明雨，有空灵的山光水色……细细翻阅，
字里行间仿佛有一阵阵草木清风，扑鼻
而来；他擅长书写人间烟火气，并以此抚
慰人心。乡情民俗与凡人小事中的人性
暖光，在书中时常闪烁，读来令人倍感温
馨。

睁开童真之眼，种下闲适之心，感受生
活之美，过好一生。或许，这就是《人间草
木》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

《谈修养》
作者：朱光潜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引导人生趋往丰盈的著作

本书系著名美学家、文艺理论家、教育
家、翻译家朱光潜先生阐发人生修养途径
的著作。作者在该书中说：“这些文章大半
是在匆迫中写成的。我每天要到校办公、
上课、开会、和同事同学们搬唇舌、写信、预
备功课。到晚来精疲力竭走回来，和妻子、
女孩、女仆挤在一间卧室兼书房里，谈笑了
一阵后，已是八九点钟，家人都去睡了，我
才开始做我的工作，看书或是作文。这些
文章就是这样在深夜里听着妻女打呼鼾写
成的。”

荐书人说

蒋永万（重庆新华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
修养无止境，修养是人一生要做的事

情。孟子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良好的个人修养，可以让人花最少的精力做
好重要的事情，让人更容易与外界和谐相
处，使人保持一种内外平衡的状态。

此书由30篇主题小文章汇集而成，谈立志、谈
读书、谈交友、谈青年与恋爱结婚、谈消遣、谈美感
教育等等，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者以其心理
学的专长和思想文化的观察，分析人的种种心性
困惑和社会蔽障，道出做人的道理，阐发人生修养
途径，是一本引导人生趋往康庄与丰盈的著作。

《思维版图》
作者：[美]理查德·尼斯贝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揭示东西方人群思维模式差异

为何中国人长于算术而几何偏弱，而欧
几里德时代的希腊人却相反？为何西方人
学起名词来比学动词要快，而东亚人却截然
不同？东西方的思式是如此迥异，如何在沟
通中想他人所想，本书将为你提供方法。

荐书人说

华勇（资深媒体人）：
乍一看书名，很多人会以为本书是写思

维导图的书籍，实际上《思维版图》研究的，
是东西方人群认知思维模式的种种差
异——一个小孩数学不好，西方人会认为他

没有数学天赋，而东方人则认为他不够努力。
在该书中，作者就像一个外科医生，精

准地展示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思维差异，
对于其中的思维缺陷，确定手术方案并毫不
犹豫挥动手术刀。这是我认为最有价值的
地方，如果我们可以接受自己思维的局限和
缺陷，那么就可以通过特定目标的训练，来
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当然，这绝对是一本
妙趣横生的书。不摆架子，没有让你晕头转
向的专业术语。

世界正在成为命运共同体，思维变革正
在融合东西方的思维差异。当人类的思维
版图可以划定共同的边界之际，文明的冲突
也就不复存在。这样的愿景，关乎每一个你
和我，也取决于每一个你和我。

《AI·未来》
作者：李开复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描绘人工智能新世界样貌

迎来“深度学习”这项重大技术突破后，
人工智能已经从发明的年代步入了实干的
年代。在本书中，李开复凭借对全球科技业
与人工智能行业的深入了解，为读者描绘了
人工智能新世界的样貌、未来人工智能对社
会的冲击以及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应对
策略。

荐书人说

米加德（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
人工智能已经或正在改变人们的工作、

学习和生活方式，开创了人类美好生活的无
限空间。无人机、智能电视、智能汽车等新
鲜事物，随处可见，触手可及。但是，什么是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与生活有什么关系？
世界人工智能发展格局怎样？发展趋势如
何？是否牵涉伦理道德？诸如此类的问题，
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人工智能专业人士，均
是不得不面对、不得不思考的。《AI·未来》
会告诉你答案：人工智能带来的不止是繁
荣，同时也伴随着危机与挑战。

科技，正在越来越深刻地改变你我。未
来生活的景象，今人恐难窥之全貌。然而，
与智能离得越近，越要看得远一点，清醒防
范风险，勇敢拥抱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