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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们熟悉的许多星光璀璨的名著和名家广为流传，影响和改变了数代人。
“市民修身书单”以“七十年、七十书”为今年书单主题，全年将向市民推荐70本经典佳作。

日前，2019年第一季度“市民修身书单”发布，向市民推荐了15本经典读物。本季书单经过专家学者筛选，
从浩瀚书海中选出了15本贯穿中西，具有代表性的经典读物，唤起人们心灵的追忆。

首季首季““市民修身书单市民修身书单””聚焦建国聚焦建国7070周年周年

《边城》是沈从文颇负盛名的小

说代表作，荣登“20 世纪中文小说

100强”第2名。

故事发生在川湘交界的边城

小镇茶峒，讲述了15岁的船家少女

翠翠的爱情故事。作者用最干净

的文字塑造出的那个不染世俗尘

埃的湘西世界，每一节都是优美的

散文诗，每一句都是浓淡的水墨

画。作者以诗般的恬静与浪漫，尽

显湘西迷人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

人性之美，“边城”已成为万千文艺

青年的心灵圣地。

《平凡的世界》是作家路遥创作

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这是一部全

景式表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

长篇小说，全书共3部。

该书以中国二十世纪70年代中

期到 80 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景，通

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和孙

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

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劳动

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乐、

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地交

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

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

折的道路。该书在1991年获中国第

三届茅盾文学奖。

《红岩》是现代作家罗广斌、杨

益言所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

作品描写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

南的形势下，重庆的国民党当局疯

狂镇压共产党领导的地下革命斗

争。着重表现齐晓轩、许云峰、江雪

琴等共产党人在狱中进行的英勇战

斗，他们虽然最后惨遭屠杀，但却充

分显示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大无

畏英雄气概。

本书结构错综复杂又富于变

化，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和烘托

气氛，语言朴实，笔调悲壮。

这本诗集收录了舒婷抒情短诗

47首。自然、社会、人，是作者注目

的对象和歌咏不尽的题材。诗中有

祖国的恋歌、人生的赞美、青春的旋

律，也有青年的沉思和追求。这些

诗作，构思新颖，富有浓郁的抒情特

色，语言精美，具有鲜明的个人风

格。

其中，《双桅船》是舒婷于1979

年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这是一首朦

胧诗，共两节：第一节蕴藉着诗人无

限的人生辛酸与感慨，象征爱的短

暂和飘零；第二节写诗人对爱的短

暂和飘零感伤情绪的超越。

《尘埃落定》是藏族作家阿来的

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描写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

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

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

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

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

度兴衰的见证人。小说故事精彩曲

折动人，作者以饱含激情的笔墨，超

然物外的审视目光，展现了浓郁的

民族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

本书曾在2000年获第五届茅盾

文学奖。

《岛人笔记》描述的是作者在崇

明岛插队落户时的那段知青岁月。

赵丽宏在书中从不同角度反映了那

个特殊时代的生活，既展现了政治

运动给人带来的严重摧残，又描绘

出一幅农村生活朴实而优美的图

卷，真实而细腻地反映了作家早期

的心路历程。

在泥泞中书写情怀，在孤独中

书写希望，在黑暗中书写光明，在沉

沦中书写人性的灿烂……那些来自

荒唐时代的痛彻回忆，在作家心中，

哀而不伤、怨而不怒。作者用追求

和希望编织出一条抒怀之途，字里

行间真情流露。

《白鹿原》是陈忠实的代表作，

这部长篇小说共 50 余万字，历时 6

年创作完成。

该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

上白鹿村为缩影，以白嘉轩为叙事

核心，白鹿两家矛盾纠葛组织情节，

以反映白嘉轩所代表的宗法家族制

度及儒家伦理道德，在时代变迁与

政治运动中的坚守与颓败为叙事线

索，讲述了白鹿原村里两大家族白

家和鹿家之间的故事，表现了从清

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长达

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化。

它是一部渭河平原的雄奇史诗，

也是一幅中国农村的斑斓画卷。

在人类文学史上，《巴黎圣母

院》让美与丑、善与恶产生极端的碰

撞，是震撼灵魂的命运交响曲，浪漫

主义文学的代表作。

作品以离奇和对比手法写了一

个发生在15世纪法国的故事：巴黎

圣母院副主教克罗德道貌岸然、蛇

蝎心肠，先爱后恨，迫害吉ト赛女郎

埃斯梅拉达。面目丑陋、心地善良

的敲钟人卡西莫多为救女郎舍身。

小说揭露了宗教的虚伪，宣告禁欲

主义的破产，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

的善良、友爱、舍己为人，反映了雨

果的人道主义思想。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所

著的长篇小说，获第七届茅盾文学

奖。小说以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

族最后一位酋长女人的自述口吻，

讲述了一个弱小民族顽强的抗争和

优美的爱情。

小说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

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他

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

殊死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

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然而，一

代又一代的爱恨情仇，一代又一代

的独特民风，一代又一代的生死传

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及其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

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在总结

前五版的成功经验，并广泛征求各

方面意见的基础上，综合考虑时代

的发展和青少年读者的实际需要，

将全书分为三大板块共 18 个分册：

（1）基础板块：数学、物理、化学、天

文、地球、生命；（2）专题板块：动物、

植物、古生物、医学、建筑与交通、电

子与信息；（3）热点板块：大脑与认

知、海洋、能源与环境、武器与国防、

航天与航空、灾难与防护。新版更

加注重思考过程，提倡科学精神，引

导创造探索，通过“微问题”“微博

士”“实验场”“关键词”等小栏目激

发青少年的好奇心和探究心理。

《我与地坛》是史铁生的经典散

文集。2010年12月31日，史铁生离

世后，该书出版。此后几年中，这本

书以每年近 30 万册的数量持续畅

销。千千万万读者从书中认识史铁

生、怀念史铁生。

本书也是史铁生文学作品中，

充满哲思又极为人性化的代表作

之一。该书总共分为三部分：第一

部分写自己在地坛中得到的生命

启迪和人生的感悟；第二部分写自

己对母亲的后悔和无尽的思念；第

三部分写自己与地坛不可分割的

情感。

《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

创作的诗集，它包括 325 首清丽的

无标题小诗，首次出版于 1916 年。

这些诗的基本题材多为极其常见

事物，如小草、落叶、飞鸟、星辰、河

流等。诗人以抒情之笔，写下了他

对自然、宇宙和人生的哲理思索，

引 领 世 人 探 寻 真 理 和 智 慧 的 源

泉。

诗集中绝大多数的诗只有一

两行，或者捕捉一个自然景观，或

者述说一个事理。每首小诗都像珍

珠一般闪耀着深邃的光芒，唤起人

们对一切美好事物的热爱，启示人

们执着于对现实人生理想的追求，

让整个人生充满希望与光明。

《林家铺子》是茅盾1932年7月

创作的短篇小说，原名《倒闭》。故

事以1932年“一二八”事变前后为时

代背景，讲述的是当时江南杭嘉湖

地区一个小店铺的主人林老板，在

时局动荡、经济萧条的社会背景下，

虽再三苦苦挣扎，但在黑暗势力的

盘剥下终于破产的故事。

这个短篇没有宏大的叙事，却

透过一个小店铺、一户小人家的悲

剧命运，反映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民

不聊生，政治腐败，战乱频仍的社会

现状。

《四世同堂》是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也是老

舍先生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小说以北平城内“小羊圈胡同”

中的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

描写了抗战期间处于沦陷区的北平

人民的悲惨遭遇和艰苦抗争，生动

地刻画了他们从日本侵略者兵临城

下时的惶惑不安，到在铁蹄下忍辱

偷生，最终逐渐觉醒、奋起反抗的全

过程，既辛辣地讽刺和抨击了投降

派的为虎作伥，更史诗般地展现和

歌颂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

神和坚贞高尚的民族气节。它是一

部“笔端蘸着民族的和作家的血写

成的‘痛史’和‘愤史’”。

《流浪地球》
刘慈欣 著

《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

《红岩》
罗广斌
杨益言 著

《白鹿原》
陈忠实 著

《巴黎圣母院》
雨果 著

《额尔古纳河
右岸》
迟子建 著

《十万个为什么》
韩启德、李大潜、沈文庆、吴启迪

《我与地坛》
史铁生 著

《飞鸟集》
泰戈尔 著

《林家铺子》
茅盾 著

《四世同堂》
老舍 著

《边城》
沈从文 著

《双桅船》
舒婷 著

《尘埃落定》
阿来 著

《岛人笔记》
赵丽宏 著

《流浪地球》是一部短篇科

幻小说，主要介绍了在未来的地

球上，人们发现了太阳氦闪会引

导太阳膨胀成为红巨星，这一过

程中伴随着太阳的膨胀，地球会

被 太 阳 吞 噬 ，整 个 人 类 会 被 灭

绝。面对这一灾难，人类团结一

体，建立地球联合政府，研究出重

元素聚合，利用这项技术发明了

地球推动器，用以把整个地球推

移出太阳系，飞到临近的人马座

上，成为人马座一颗恒星的卫星，

到那时人类文明便将恢复往日的

荣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