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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来到—猪年来到，，演八戒的马德华老师也演八戒的马德华老师也出了本自传出了本自传，，值得一值得一
看看；；英国女作家笔下的奇幻故事英国女作家笔下的奇幻故事，，很适合在夜间的床头很适合在夜间的床头，，静静捧读静静捧读。

《悟能》

作者：马德华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
【简介】 这本书是马德华唯一一本自传，书中讲述了他与《西

游记》结缘的前后。马德华早年学习京剧、昆曲，后来凭借在电视连
续剧《西游记》中塑造的猪八戒一角，被观众们所熟知。

马德华说，早在《西游记》热播之际，就有出版社的人来找他写
书。当时他一口回绝了，觉得那时候还太早，自己还没有太多人生
方面的感悟。“写书都是教人的对不对？你给人带沟里可不行，所以
一直就没写，到现在过了70岁了，我一算，可以把前半辈子的事写
一写了。”

【节选】 当人们讲到勤奋时，总爱说个词儿，叫闻鸡起舞。练
武术的人更不例外，每天天还没亮，随着一声鸡鸣，父亲便拎着我
起床练武了。我虽然不情愿，但也不敢拒绝，只得乖乖地去练武。

父亲把我叫醒之后，便到厨房里帮母亲忙活家里早点铺子的
营生了。母亲熟练地转动磨豆浆的磨盘，父亲把和面的盆子磕得叮
当响，准备好炸油条、油饼的面团。把面团往烧滚的油锅里一扔，只
听接连几声“啦～”的声响，满屋瞬间全是油酥的香气。

等炸油饼、油条、豆浆、杏仁茶全预备好了，还不到五点，家里
的早点摊子也就准备营业了。

我的生活每天基本都是如此，从四点半练到六点半，两个钟头
后才能吃上早点，紧接着就要去上学。我练武的地点在家门口的一
个宽绰的地方，从打拳、踢腿，再到刀、棍、枪、护手双钩，兵器拳脚
一样都不能落下。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到我们家来吃早点，一是冲着父亲信
奉的“真材实料”这个生意经，另外一点则是喜欢来看我练武。

其中的道理有点像天桥撂地艺人惯使的“圆黏儿”（就是用一
些特殊手段招揽观众的意思），大家可能觉得这是我们家的一个特
点：一边吃着早点，一边还能看我练武术，时不时地还能叫个好。可
我只能饿着肚子，看着他们嚼着金黄的油条，就上一口豆浆，心里
这个馋劲儿就别提了。

《世界诞生于午夜》

【英】珍·坎贝尔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1月
【简介】 我感觉英国是一个盛产擅长写奇幻文学的作家的地

方。我很喜欢的安吉拉·卡特与尼尔·盖曼，都是英国人。他们的想
象力和故事，精灵又诡异，文字间有种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幽暗之
光，非常迷人。

这本书的作者珍·坎贝尔，和安吉拉·卡特应该也是一个类型
的女作家。她在英格兰东北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长大，借《书店怪
问》和《书店之书》成为《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畅销作者，2013年获
简·马丁诗歌奖，2016年获埃里克·格里高利诗歌奖。

在这本《世界诞生于午夜》中，你会看到12个奇幻穿行于现实
之间的故事：在网上购买动物心脏、放进爱妻空洞胸腔的男人；号
称拥有灵异能力，在荒僻孤岛上经营棺材旅馆的女孩；担心姐姐拥
有两个灵魂，而向天气预报员写信求助的小男孩；在午夜时分改写
世界历史的一对夫妇……久远的魔法、古老的迷信，世事的暗黑、
人情的疏离，在这里轮番上演。

【节选】 它是和我的生活用品一起在早上被运来的，装在一
个纸盒里，四周有红色渗出。他们沿着盒子边系了一个松松垮垮的
蝴蝶结，还附了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客户满意度的承诺，以及为期
三十天的质量保证。

我把心脏取出来时，它像章鱼一样在我手掌中摊开。我挠了挠
它。一张浸透了血的纸片贴在盒底，我读了读上面的字：这颗心脏
来自一只天鹅。

我伸出一根手指轻抚它，还用口哨吹了一段鸟鸣声。
能看出它平静下来了。
重要的事情要先说。你要像对待宠物一样对待心脏，我母亲对

这类事情比较在行。你先用满满的爱浇灌那颗心，然后收手。这一
收很重要：你要等到那颗心变得绝望，等到它以为你几乎忘记了
它。然后，只有到这时，你才能再次用爱意与深情令它窒息。

我把这颗天鹅之心装进我的心容器，将它藏在了毛衣下面，感
受到我的心脏和天鹅心脏在一起跳动，步调有点不一致。爱的温
度、节奏和可靠性都需要调教。要是有人说不是这样，你可别信他
们的话。 （文/维拉）

享生活

过年不想出门
就在家看几本闲书

最近这几天，
感觉上下班高峰期
的路都不怎么堵
了。到这个周末，更
多人应该都已踏上
了回家的路。

除去走亲访友
和聚会团年，七天
春节假期，总还是
有一些时间要留给
自己，舒舒服服宅
在家里，追追剧，看
看书，总之轻松愉
快就好。

本期读书，大
周末为你精心挑选
了6本很适合这个
假期的、好看的“闲
书”。

———春节打开朋友圈—春节打开朋友圈，，一定会看到去各地旅游的人在刷一定会看到去各地旅游的人在刷
屏屏。。没关系没关系，，就算足不出户就算足不出户，，下面两本书也能带你心游万里下面两本书也能带你心游万里。。

《南极之南》

作者：毕淑敏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7月
【简介】“做自己喜欢的事，永远不晚。”
走过80个国家与地区的毕淑敏，对世界仍保有少年般的

好奇和激情。66岁这一年，她远行17052公里，前往南极，开启
了与企鹅、海豚、虎鲸和信天翁亲密接触的神奇旅程。

【节选】 登上“欧神诺娃号”的第一天，探险队的中外领
队就极为严肃地宣布了南极纪律：

1.南极是地球上最大的原始地区，还没有受到大规模的
人类干扰。请所有到访者保持它的原貌，保留这块净土。

2.不得把任何垃圾留在南极陆地。也禁止燃烧任何
物品。

3.不得以任何方式污染南极的海域和湖泊、溪流等，不
得放置任何金属物品于海水中。

4.不要在石头或任何建筑上刻写自己的名字及涂鸦。
5.不得带走南极的任何动植物及人造物品。包括：遗骨、

蛋、化石、石头或建筑物内的任何容器、物件、研究考察之仪
器、设备等。

6.不得任意破坏有人居住或无人居住的建筑物及紧急
避难所。

条款听起来复杂，实则简明扼要。南极现在不属于任何
一个国家，它属于全人类。你是人类的一员，但南极的东西，
你什么也不能带走；除了你自己制造的垃圾和记忆。你什么
也不能留下，除了你的脚印和仰天长叹。

《最危险的厕所与最美丽的星空》

【日】石田裕辅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01月
【简介】 石田裕辅出生于1969年，今年刚好满50岁。前

些年比较流行的“满世界穷游”，说起来，这位老兄绝对是先
行者之一。早在1995年，人家就骑着自行车去环球旅行了（当
时这样做的日本人还真不少）。他探访了87个国家，爆胎184
次，骑程约9万5千公里，在2002年除夕回到故乡。

花了七年半，完成自行车环游世界一周，而启程时只打
算用三年半，但他后来发现：“这个世界远比我想象的更为辽
阔，也许是我踩自行车的步调太悠哉了。”

在这本书之前，他还写了一本《不去会死》，算是他的成
名作，我也看过。个人更喜欢这本《最危险的厕所与最美丽的
星空》。两本书的内容其实差别不大。

旅程结束后，他去各地演讲，听众常问的问题固定有几
种。“哪个地方最棒？”“哪里的东西最好吃？”

虽然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把国家、人民或文化
拿来比较、排序，本身就是一件荒谬的事。”但他理解这种“想
排出第一名”的心情，于是有了这本很主观感受的书，很幽默
很好看。

【节选】 我们自行车骑士的宿敌和最大的威胁，不是野
兽，反而是最普通的——狗。

它们不但随处可见，还经常攻击旅行者。在它们眼中，堆
满行李的自行车似乎非常诡异，一看到就攻击，简直像条件
反射。追逐我们的都是看门狗，毫无例外。野狗没有任何必须
守护的东西，对自行车骑士自然视若无睹。

我刚踏上旅程那阵子，遇到狗就只知道逃命。自行车的
时速最多只有四五十公里，无法彻底摆脱它们。看到这些龇
牙咧嘴的看门狗猛冲过来，大家的反应都大同小异吧？

然而这样做非常愚蠢，越是拼命逃跑，就越容易刺激它
们，让它们更加亢奋。因此，我琢磨出一个空前的作战方法，
就是“以退为进战术”。

若遇上狗儿死命追赶，那么就在它们快要追上时，突然
踩刹车，因为见到对手猛地慢了下来，狗儿攻击的气势也会
随之烟消云散。一旦从亢奋状态镇静下来，狗儿也就不再吠
叫，接着慢慢走开。

要是狗儿依旧固执地大叫，那就继续慢慢往前骑，同时
注视它的眼睛，露出和善的微笑，带着友爱之情说：“乖——
狗狗乖”。这一招屡试不爽（但在土耳其却不管用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香甜的香甜的
睡眠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难睡眠似乎正变得越来越难；；而单身女性而单身女性
们的生活则过得愈加从容不迫们的生活则过得愈加从容不迫。。

《秒睡：幸福人生的睡眠秘诀》

作者：刘毅君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9年1月
【简介】 刘毅君作为有医学和心

理学专业背景的睡眠专家，他新出版的
《秒睡：幸福人生的睡眠秘诀》一书，用
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睡眠知识，提供专
业的睡眠方案。

刘毅君是一名省级三甲医院的精
神科副主任医师。在与各种病人打交
道的过程中，他发现，在扭曲和拧巴的
冲突中，患者和家属都容易处于无法睡
眠、精神紧张的状态下。

他思索如何更好地帮助这些病人，
并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帮助更多的
人改善睡眠，这些人的生活也从此发生
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节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
的经验，就是当你正熟睡的时候，如果
突然被弄醒了，其实是非常不舒服的，
还有些人在周末的早上想睡懒觉，一觉
睡到中午，但是起来的时候居然还觉得
累。这到底是为什么？原因在于你没有

在对的睡眠阶段醒来。
人的每一个睡眠周期结束时，人体

的生理状态和清醒时的状态最接近，因
此，我们如果能在这个阶段醒过来，就
会觉得比较清爽。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实
际情况来调整合适的睡醒时间。

《我的孤单，我的自我——
单身女性的时代》

【美】丽贝卡·伯特雷斯特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5月
【简介】 作为一个女性阅读者，我

私心猜测，在每个长长的假期里，愿意
找个安静的角落（无论在自己家还是在
某个咖啡馆）好好读书的，应该是女性
居多——只是我个人感觉啊。

再进一步，其实我觉得大多数都市
里的单身女性都会喜欢读书的。所以，
今天特意推荐这本书给大家。作者是位
女记者，在结婚前过了14年的独身生
活。在单身的那些年里，她从未感觉自
己的生活多么孤独。“我有我的朋友、我
的家人、我的城市、我的事业——更有
我自己。”她写道。

以美国为例，2009年，已婚女性的
比例已降至50%以下。单身女性的数量
（包括无婚史的、丧夫的、离异的和分居

的）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已婚女
性。对于年轻女性来说，不结婚和结婚
头一回都成了正常现象，尽管在人们的
意识里还未必如此。

【节选】 我从书中得知，莎士比亚
的喜剧多以结婚为结局，悲剧则以死亡
为结局。莎翁赋予了结婚和死亡同样的
叙事效果，恰好证实了我童年的直觉
——两者都有让故事结束的作用。

母亲是一位教授莎翁文学的老师，
她总是不无伤感地对我说，莎翁笔下那
些争强好胜、能说会道的女主人公，在
一场轰轰烈烈的婚礼后便没有了台词。

难道所有有趣的女主人公都要一
长大就结婚吗？很小的时候我就在思考
这个问题。

在我步入成年的那几年，美国女性
已经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模式：她们
不是用婚姻来开启自己的成人生活，而
是先让自己过上几年独立的未婚生活，
许多人甚至终身不婚。

这些独立的女性不再像以前那样
受人苛责。社会的改变同样带来了婚姻
的变革，而这场革命的受益者又将进一
步改变这个国家：他们将重新计算女性
的平均寿命，重新定义婚姻和家庭的概
念，重新描绘为人妻母的生活内涵。

睡个好觉睡个好觉 享受单身享受单身

八戒自传八戒自传 英伦奇幻英伦奇幻
人不出门人不出门 心心游游万里万里

看世界

寻趣味

我从书中得知，莎
士比亚的喜剧多以结婚
为结局，悲剧则以死亡
为结局——两者都有让
故事结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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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下列人员于2019年2月
11日上午 9:00到航天路 36号
楼（四楼会议室）报到上班，
逾期按相关规定处理： 朱颖、
李树华、戢丽君、王亚昆、

刘园园、何军、何春明、
龙跃聪、陈安民、梁清华、
雷有洪、廖红梅、翟利梅、
杨长勇、施笃彬、毛志强、
白涛卫、陈波、蔡世明、郝毅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
心四川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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