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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6 月版遥
这本书的作者大吾是日本知名

的野读心师冶袁精通能够读懂和操纵
人心的读心术袁 是日本多家电视节
目的常驻嘉宾遥在职场上袁你有没有
连续加班尧意志涣散的苦恼钥在放假
归来后袁是否无心工作钥 在事业上袁
有些人得了野懒癌晚期冶袁拖延症无
可救药噎噎那么你可能需要读读大
吾的这本书了遥 作者提出 野时间密
度冶的概念袁讲述了操控自己专注力
的 3 个规则尧 发挥超强专注力的 7
大引擎尧 消除疲劳的 3 种恢复方法
以及自动提高专注力的 5 个时间管
理法等内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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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语文卷里
藏着的那些好书

阴韦衍行

在高考语文试题中袁文本类阅读中均
选择了名家之作袁 而且取材颇为多样院既
有乡村的嬉笑怒骂袁 还有古城的诗意栖
居曰既能与海明威在欧洲越野滑雪袁也可
和沈从文共赏西南漆器噎噎今天袁来看看
在阅读题里都野藏冶着哪些好书吧遥

全国 I卷 海明威叶越野滑雪曳

提到海明威袁 大家通常想到的是中
篇小说叶老人与海曳和长篇小说叶太阳照
常升起曳袁其实他的短篇小说同样成就不
俗遥 许多考生对本次被选为全国 I 卷阅
读材料的叶越野滑雪曳中的主人公尼克窑
亚当斯印象深刻遥 除了叶越野滑雪曳之外袁
尼克还是海明威众多短篇小说中的主人
公袁 也被认为是海明威笔下最接近作者
本人的角色袁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遥 在海
明威的笔下袁 尼克成长于美国西部大湖
区袁从一名少年到战后的老兵袁他的成长
过程使人感觉到了战争期间人们的焦虑
和不安遥

此外袁 这个角色相关的系列短篇小说
并非野一气呵成冶袁因此可以从尼克不同阶
段的故事袁感受到海明威本人不同人生阶
段的想法与生活遥

全国 II卷 葛亮叶书匠曳

全国 II 卷选用的阅读材料 叶书匠曳是
作家葛亮的作品袁作者借用了野修复古籍冶
这样一个在历史长河中逐渐消弭的职业袁
以古今尧中西两种文脉渊源进行跨度化的
对照遥

对文化的承继以及中西精神的碰撞
一向是葛亮小说中的主题袁 如 2015 年颇
受好评的叶北鸢曳袁小说中随处可见葛亮对
绘画尧戏曲的熟稔袁他将野民国冶视为历史
叙述与文化发掘的主体背景遥知名学者聂
华苓曾评价说袁野叶北鸢曳令我惊艳遥许久没
读到这么精彩的小说了遥葛亮所写的那个
时代袁正是我生活过的噎噎感谢这部作品
将我带回我最怀念的岁月遥 冶

全国 III卷 蒋子龙叶记忆里的光曳

蒋子龙的短篇小说 叶记忆里的光曳被
选为了全国 III 卷的阅读材料袁 作者在文
中探讨了普通劳动者对信仰的追求遥新时
期文学中袁蒋子龙将工业题材的创作和改
革的主题结合在一起袁呈现了新的时代风
貌和艺术光彩遥

短篇小说叶机电局长的一天曳是蒋子
龙的代表作之一袁主人公霍大道的野抓生
产冶 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无休无止的政
治运动的抵触情绪袁同时也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冶的历史轨
道实现了对接袁 因而成为过渡年代里的
一篇颇具先声的过渡小说遥 1979 年的短
篇小说叶乔厂长上任记曳影响更大袁塑造
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袁 被认为是
野改革文学冶的开山之作袁也使野蒋子龙冶
这三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史册
上遥

初夏袁傍晚遥一群热爱
着红色事业的人聚在一
起袁 为一位多年呕心沥血
于党史研究的老专家捧出
的新著 叶求索集要要要发自
红色故都的审视和追问曳袁
畅所欲言遥

叶求索集曳进入我的案
头袁洋洋百万言袁质朴而厚
重遥封面是黄的底色袁叶坪
烈士纪念塔照片为图案袁
整部书甚至不那么追求设
计感袁 只为将厚实的文字
内容呈现于世遥一位老人袁
在退休之后袁 仍然将目光
投注于中共党史尧 苏区史
和地方文化袁 仍然没有停
止思索和笔耕袁 仍然在各
种报刊尧 学术书刊中发表
成果袁 这无论如何值得世
人敬重遥

曹春荣老人袁 用几十
年如一日的热情袁 贯注于
他所热爱的党史研究事业
中遥从叶跋涉集要要要源自红
色故都的思考曳 到 叶求索
集要要要发自红色故都的审
视和追问曳袁他一步一个脚
印袁深耕细作袁始终将根须
深深地扎进瑞金这片红色
的厚土上袁 为之思袁 为之
辩袁为之荣遥他用几十年的
时间袁持续追问历史袁追问
事件袁追问真相袁形成了自
己独一无二的研究成果遥

中央苏区时期袁 一大
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瑞金
战斗和生活过袁 留下了许
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与细
节袁 也留下了诸多思想的
光芒遥这些袁都需要研究人
员深入了解袁实地踏看袁缜
密分析袁才能结合史实袁提
炼出真知灼见遥

曹春荣是一个有着自
身操守和追求的研究者袁

篇篇文章袁皆融入了自己独到的观点遥 譬如开篇叶对
长征研究与宣传中的几个问题的反思曳袁文章甫一开
头袁就对红军长征原因的普遍说法提出了质疑袁而后
引经据典袁逐一夯实自己的论据遥 从文中可知袁他为
了寻找问题的真相袁翻阅了大量史书袁获得了许多有
力的论证遥 在接下来的关于长征计划的保密中袁他
又深刻阐释了基于环境的险恶和安全的考虑等种种
因素袁以致红军长征不允许大张旗鼓进行宣传动员遥
其中许多史实袁并不为众人皆知袁可知作者是花费了
功夫的遥 对人物的功过评判袁也并不是非褒即贬袁而
是充满了辩证色彩遥 正如文中所言院野问题是我们如
何历史地尧唯物辩证地尧设身处地地看待它遥 冶通读
争鸣篇部分袁每一个篇目都站立在历史的高度袁思辨
而客观看待问题遥

纵观全书袁论说篇内容最为丰富袁也最容易陷入
枯燥论述的窠臼遥 但曹春荣始终着意于撇开惯常的
思路和风格袁开拓新颖的角度与方法遥 譬如叶中央苏
区党组织是怎样管党治党的曳一文袁他用抓来源尧抓
思想尧抓教育尧抓作风尧抓基础尧抓干部尧抓典型尧抓制
度尧抓纪律尧抓监督十个野抓冶字精准地进行了概括袁
使读者提纲挈领袁迅速进入文本内容袁读来毫不费
劲遥而钩沉篇则为读者奉上了许多珍贵的传奇故事袁
那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尧人物形象尧历史转折袁无不在
作者笔下重新获得了生机遥

在阅读这部书之前袁我曾多次在会议上聆听过
曹春荣的发言袁知道他习惯实事求是袁进入人性的内
部去评说人物功过遥 真正的党史研究正应如此袁带
着体温袁带着追问袁并永不屈从于权威遥 曹春荣以毕
生之求索袁终成思想之精华袁可敬可叹也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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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美冤凯窑彼得森尧戴维窑库伯著袁
中信出版社 2020 年 5 月版遥

成为 野终身学习者冶 是通往快
乐尧成功尧自我实现的秘诀遥 面对数
字化时代的浪潮袁野终身学习冶 是应
对挑战的不二法则遥凯窑彼得森和戴
维窑库伯为读者提供了一套专业的
学习工具遥 书中界定了九种学习方
式袁 指导你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风
格遥体验式学习给你一个工具袁这个
工具能够帮助你提高自己的表现袁
不断学习新知识尧新事物袁并实现你
的人生目标遥在本书中袁你将会了解
完整的学习周期和学习步骤袁 以及
明晰你独特的学习方式是自我成长
的关键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