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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天终于过完了，而后就是长长长长的苦夏，食欲不振、
睡眠不佳、心烦意乱，都是常有的事儿。而且，今年 
的伏天会格外的长，40 天，是一个“大三伏”！！  
在这个烈日              躁动的季节，想要拥 
有一段内心              安静的时光，或许只有 
读书了。午              后，静下心来，打开一本 
小清新的书，            享受夏日的悠闲时光。 

夏天已经            开始了，且看书去～～～～ 

一打开这本书，扑面而 

来的就是江南的无尽绿意， 

漂亮的摄影作品之外，你还 

能在作者气质卓然的文字 

中走进江南，仿佛亲见江南 

的芦竹、桑田、枫杨、水 

杉…… 

这本讲述江南风物的 

散文集就像一块凉糕，清爽 

适口，余味甘甜，用来做炎

夏傍晚的小点心，绝佳。而且，这本书里实实在

在讲了很多吃食，清明果、梅子酱、木莲豆腐、

乌糯米饭……好看又好吃。古人何以有“莼鲈之

思”，盖因江南实在好看又好吃，怎能不起乡思？ 
 

软式冰淇淋、意式格拉图、 

印度考飞，或者以色列冰淇淋， 

在世界各地的餐厅里，或是自 

家的冰箱里，你总能找到其中 

一款。 

你知道美式冰淇淋和意式 

冰淇淋有什么区别吗？日本的 

冰淇淋又有什么特点呢？在 

《吃的全球史：冰淇淋》中， 

劳拉•韦斯带领我们走入冰淇淋 

绚丽的历史之旅，从古代中国到现代东京，让你领略

这一美味绝伦的饮品走向全球美食的精彩历程和动人

故事，让你在冰淇淋小贩欢快的叫卖声陪伴下流连忘

返，让你等不及看完本书，就想吃冰淇淋～～ 

 

《人间草木》是汪曾祺优秀的散文集。 

——西瓜以绳络悬于井中，下午剖食，一刀下去，

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 

——紫苏叶子上的红色呵，暑假快过去了。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类还挂着

露 水 ( 细 蛛 网 上 也 挂 着 露

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

篇。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 

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 

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 

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 

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 

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这部书的内容如同家常日子，家常的东西都是好

的。它最适合被放在枕边，闲闲地一段一段看下去，

用平和的心态度这些文字，便会觉得平实生活中的让

人头疼的压力和烦扰悄然而散… 

——夏季夜色迷人。皓月当空 

时自不待言，即使黑夜，还有 

群萤乱飞，银光闪烁；就连夜 

雨，也颇有情趣。 

——夏夜短，睡也没来得及睡 

便到天亮，也是有情趣的。冬 

夜长，一同很深的埋在被窝， 

卧听远钟，也是有意思的。 

——雪花飘在水晶念珠，紫藤 

花，梅花上，漂亮的婴儿在吃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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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里快节奏和高压力的生活是否已经让你疲惫不堪？连日的闷热是否让 

你更加窒息、烦躁不安？那就读读奥田英朗吧。得了手机依赖症的中学生、 
出现持续勃起症的公司白领，都市生活的压力使人们得了形形色色的城市 
病。精神科医生伊良部虽然是个幼稚、贪玩、不靠谱的胖子，却用他稀奇 
古怪的、匪夷所思的处方让人们不药而愈。 总之，这是一部读完让人心情 
大好的书。 推荐给忙忙碌碌、忘记笑容、身心疲惫的人。人生是需要刺激 

的，只往返于公司和家之间，就会十分乏味。              来体味一下“伊良部精 
神科”里的奇特经历，找回自由自在的生                 活方式吧。与其唉声叹气， 
不如翻开这本书，你看过后，会觉得书比              药还管用。 
 

这是一本丰子恺的散文漫画作品集，全        书收录数十篇丰子恺最为经典的散文漫画代表作品。
一本书阅尽丰子恺散文精华。在复杂的世界里,做一个简单的人。人生真正的美好在于：你有一颗澄明的心。
只有让自己内心丰盛充盈，才能从容抵御                   世间所有的不安与喧嚣，成就美好的人生！ 
丰子恺 ，现代著名画家、散文家、艺术                  教育家、翻译家。早年就读于浙江省立第一
师范学校，从李叔同学习音乐、  绘画，                  从夏丏尊学习国文。他取中西画之长创作漫
画，幽默风趣，画风纯真、内     涵深                   刻，深受人们的喜爱。 他的散文风格恬淡率
真、意味隽永，写人、忆事、    状物                    无不饱含人间深情。著有《子恺漫画》 
《护生画集》《缘缘堂随笔》                             《缘缘堂再笔》《率真集》等。 
——当你失意沮丧时，翻看本书，它会                    带给你温暖和勇气。 
——当你在人生顺境时 ，翻阅本书，它                   会让你不忘初心，坚守内心的 

平静与安宁。 
 

僻静的街道旁有一家杂货店，只要写下烦恼投进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    奶箱里

得到回答…… 

因男友身患绝症，年轻女孩静子在爱情与梦想间徘徊；克郎为了音乐梦想离家漂 

泊，却在现实中寸步难行；少年浩介面临家庭      巨变，挣扎在亲情与未来的迷茫 

中……他们将困惑写成信投进杂货店，随即奇      妙的事情竟不断发生。 

生命中的一次偶然交会，将如何演绎             出截然不同的人生？ 

这本书就是东野圭吾给我们的一封牛            奶箱回信，温柔地告诉我们人 

生的滋味。因为它的抬头写着：TO YOU。 

如今回顾写作过程，我发现自己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人究竟应该怎么做？我希

望读者能在掩卷时喃喃自语：我从未读过这样的小说。——东野圭吾 
 在外人眼中，她们得到过一切，她们是民国美人、才女、传奇；而在书中，作者剥 

去她们的层层光环，她们的人生就这样真实的展现在我们眼前：张幼仪、林徽因、唐 
瑛、胡蝶、宋美龄……纵有万般才情，也需经受生活的打磨，在跟你我相同的人生境 
遇里，她们更懂得经营自己，永远如珍宝般对待自己，做一辈子的美人。愿她们的人 
生能给你启迪，给夏日带来一丝香气…… 
林徽因：女神是轻松做得的吗？花在饱读诗书上的时间不比保持                身 
材短，用在规划人生上的功夫不比梳妆打扮少。生的孩子，都必            须是漂 
亮而有教养的。每一个女神，都活得很努力。 
宋霭龄：自始至终清醒地生活在现实世界，有着最理智的金钱观，          却也相 
信爱情，相信得一人而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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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森村诚一：日本推理小说、时代小说作家。一九六七年以小说《大都会》正式出道，一 

九六九年凭借《高层的死角》获得第十五届江户川乱步奖，开始转向推理    小说的创 
作。一九七七年，以代表作《人性的证明》被改编成电影为契机，一跃成    为畅销作 
家。主要作品有《腐蚀的构造》《恶魔的饱食》以及“证明三部曲”等。二〇〇四年，因 
其对日本推理文坛的卓越贡献，获颁第七届日本推理文学大奖。 

警视厅搜查一课的刑警栋居弘一良来到京都洛东的哲学小道，寻找          一张 
自己喜爱的风景照，却意外得知照片中一对看似幸福的男女，已经在两地      分别身 
亡；从大学时代起便一同登山的好友，竟是妻子的出轨对象，得知此事的村井怒火中烧， 
便意图伪造一起山难；面临强拆的樱花庄不断遭到搔扰，一个深夜遇刺的小混混与一只 
被车撞飞的猫，似乎能改变它的命运…… 

一个人，一杯茶，一本推理小说，可以度过一段非常不错的时光～～ 

远古的文明，失落的宝藏，神秘莫测的古墓。 一
本主人公家中传下来的秘书残卷为引，三位当代摸
金校尉，在离奇诡异的地下世界中，揭开一层层远
古的神秘面纱。 昆仑山大冰川下的九层妖楼，这里
究竟是什么？藏着消失的古代魔国君王陵寝，诡异
殉葬沟，神秘云母，地下九层“金”字高塔，堆满
奇特古装的干枯骨骸。这里又有那些未知生物？ 
发丘印，摸金符，搬山卸岭寻龙诀； 
人点烛，鬼吹灯，勘舆倒斗觅星峰； 
水银斑，养明器，龙楼宝殿去无数； 
窨沉棺，青铜椁，八字不硬莫近前。 
竖葬坑，匣子坟，搬山卸岭绕着走； 
赤衣凶，笑面尸，鬼笑莫如听鬼哭。 
 
 

《鬼吹灯 1 精绝古城》 

《鬼吹灯 2 龙岭迷窟》 

《鬼吹灯 3 云南虫谷》 

《鬼吹灯 4 昆仑神宫》 

《鬼吹灯 5 黄皮子坟》 

《鬼吹灯 6 南海归墟》 

《鬼吹灯 7 怒晴湘西》 

《鬼吹灯 8 巫峡棺山》 “人点烛，鬼吹灯” 

初雪的夜晚，小男孩从噩梦中醒来，惊觉妈妈不见踪影，院子里凭空出现一个不 
知是谁堆起的雪人。他当圣诞礼物送给妈妈的粉色围巾，就围在雪人的脖子上，一排 
由黑色卵石组成的眼睛和嘴巴在月光下闪烁，雪人凝视着屋子，仿佛在微笑…… 

一封署名“雪人”的匿名信，开启了警探哈利•霍勒对新近女性失踪案的调查，观 
察力敏锐、又略显神秘的女警卡翠娜也加入了调查小组。接连失踪的那些女人似乎有 
着奇怪的共同点。是什么隐秘的动机在驱使罪犯连续作案？以“雪人”为杀人记号的 
冷血犯人究竟是谁？总是徘徊在酒醉与清醒之间的哈利沉迷于扑朔迷离的案情，越来 
越无法自拔，几欲疯狂。就在他即将揭开“雪人”真面目的当口，前女友萝凯也被卷 
入这场致命的追缉。哈利必须牺牲自己，才能救回爱人…… 

贯串始终的肃杀气氛让你直冒冷汗。一口气看完，还会觉得热么？ 
 

《瓦尔登湖》是梭罗独居瓦尔登湖畔的记录，描绘了他两年多时间里的所见、所闻和所 

思。这本书由 18 篇散文组成，在四季循环更替的过程中，详细记录了梭罗内心的渴望、 

冲突、失望和自我调整，以及调整过后再次渴望的复杂的心路历程，几经循环，直到最 

终实现为止。读这本书，能引领人进入一个澄明、恬美、素雅的世界。 

——“我愿意深深地扎入生活，吮尽生活的骨髓，过得扎实，简单，把一切不属于生 

活的内容剔除得干净利落，把生活逼到绝处，用最基本的形式，简单，简单，再简单。” 

——“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 

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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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纷乱的尘世中，我们渴望寻得宁静，渴望倾听自然的声音，渴望给心灵找到安 
稳的                 归宿。面对现代文明的恶之花，我们深深怀念曾经广布的人间 
天                     堂，甚至怀念清澈的河流、静默的繁星、温润的雏菊。幸运 
的                      是，这个世界上曾有梭罗、缪尔、李奥帕德这些愿意舍掉舒 
适、                     忘情自然的人，他们用文字，还我们一片心灵净土。 
缪尔                    在文字中更是表现出了大师级的文采，在他的描写对象中， 
不管                  是冷杉、云彩、石头还是溪水，在每一天的笔下都绝不相同， 
他表现出精确的观察能力和丰富的运笔能力，文采飞扬，毫不枯燥。 

他的考察充满了激情与勇敢的精神，在山中，缪尔会经常连续几日漫步于群峰、湖 
泊、峡谷、草甸之中，只带着极少的面包，那种在荒野中的怡然自乐以及与自然和谐相 
处的态度，让人感叹，已不是今天破坏荒野的“驴友”、“背包族”们所能企及的。《夏日走过山间》整本
书自始至终，没有表露出一句对艰苦或原野的抱怨，荒野对他来说就是天堂，每天，他总是以极大的激情
去迎接黎明的开始，去大自然中朝圣。 
 

这是杨绛先生的一本散文集。茶是                     孟婆茶，《将饮茶》是老之将 

至，微妙的生命体验，人老了一                        切都只剩温暖的回忆。世态 

人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                       可作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 

描摹，戏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               究竟只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倘 

是天真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以更深刻的 

效益，更奇妙的娱乐。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而不是面对 

观众的艺术表演。 

——故人笑比中庭树，一日秋风一日疏。” 

——彩云易散，乌云也何尝能永远占领天空。乌云蔽天的岁月是不堪回首的，可是停留在我记忆里不易磨

灭的，倒是那一道含蕴着光和热的金边。 
 ——至死不复；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漂零他乡，悲切动人。 
——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 

神仙矣。 
——世事茫茫，光阴有限，                    算来何必奔忙！人生碌碌，竞短论长， 
却不道荣枯有数，得失难量。                  看那秋风金谷，夜月乌江，阿房宫 
冷，铜雀台荒。荣华花上露，                  富贵草头霜。机关参透，万虑皆忘。 
夸什么龙楼凤阁，说什么利锁名缰。闲来静处，                且将诗酒猖狂。唱一 
曲归来未晚，歌一调湖海茫茫。逢时遇景，                     拾翠寻芳，约几个 
知心密友，到野外溪旁。或琴棋适性，或曲水            流觞，或说些善因果报， 
或论些今古兴亡。看花枝堆锦绣，听鸟语弄笙簧。一任他人情反复，世态炎凉。优游闲岁月，潇洒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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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语言精妙，以简约之美写活了一群鲜为人知、有血有肉的鄂温克人。 
《额尔古纳河右岸》充盈着丰厚的生态意蕴：对大自然的热爱与敬畏，对生灵的关爱 
与体贴，对人的自然天性的礼赞与颂扬，对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困境的忧虑与不安，对 
宇宙生态平衡秩序和谐的祈盼与畅想。 
——“我的故事说给谁听呢……那么就让雨和火来听我的故事吧。” 
——“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 

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