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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职工工书书屋屋代代言言人人
送送上上这这份份书书单单

本报讯 （记者 白莹） 在4
月23日 “世界读书日” 来临之
际， 话剧 《书店》 在清华大学
新清华学堂正式公演。 这是一
部以书店为题材， 视角独特、
从普通百姓角度出发， 跨越40
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变迁来讲述
时代精神的话剧作品。

《书店》 讲述了 “同生书
店 ” 在近四年跌宕起伏的故
事 ， 它经历了冲破禁区 、 繁
荣发展、 遇冷衰落及重新崛起
的过程， 既有人为的原因， 也
有科学技术发展以及时代进步
的冲击， 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
义题材作品。

《书店》 的故事发生在上
个世纪80年代， 这样一个特殊
的大环境下， 从同生书店利用
四个书架办特色沙龙讲起， 描
述了以追逐梦想而放弃大学教
职的美好前途， 甘心去书店做
临时职工的方晴朗为代表的对
知 识 文 化 的 坚 守 者 ； 一 个
子 承父业踏实经营 ， 却在改
革的浪潮下超越底线而误入歧
途的原书店店长范希园为代表
的迷茫者； 一个思维简单， 不
顾一切追逐利益及爱情的美丽
店员吴友莉为代表的平庸者，
以及辛大地、 丁云鹤、 林珍、
侯三等一群对知识渴望、 以阅
读为本的书店读者的众生相，
诠释了本剧 “读一流书， 做一
流人， 成就一流社会” 的主旨
立意。

据介绍， 《书店》 选择小
角度， 小人物作为叙事主体，
通过一个书店的沉浮， 谱写时
代精神的变迁， 通过几个普通
人的故事， 写出一部中关村的
精神史。 主人翁方晴朗对理想
信念的坚守， 以及在坚守中遇
到的各种挑战 ， 不是他个人
的， 而是整个国家在改革探索
中必须经历和面对的， 也是当
下进一步深化改革必须解决
的。 同生书店的兴衰成败， 展
现了我国70年来的发展变化。
保守与开放、 欲望与坚守、 放
纵与道德、 迷茫与清醒、 觉悟
与失败， 反思与重建……话剧
《书店》 的现实意义深远， 在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叙事
大合唱中， 无疑是一部有特质
的作品。

《书店》 首演结束后有观
众评价， 全剧故事主题鲜明，
内容紧凑， 情节跌宕起伏、 扣
人心弦。

据了解， 本剧由著名作家
叶宏奇编剧， 北京人艺导演刘
小蓉执导， 由国家话剧院、 北
京人艺及北京电影学院多名演
员倾情出演。

■文化资讯

话剧《书店》
讲述时代精神

《忠诚党的事业 竭诚服务
职工》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
书记对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作出
了系列重要论述。 2019年4月刚
刚出版的这本书， 代表了现阶段
工会系统学习贯彻重要论述的最
高水平 。 内容专业 、 权威 、 全
面， 既有高度和深度， 也有力度
和温度， 是工会干部和职工群众
理论学习的必备用书。

《动力变革》
历史走到今天， 我们正经历

着经济发展进入时代新阶段、 需
要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
阶段。 这本以 “动力变革” 为切
入点的研究报告， 研究的是改革
新 阶 段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 历 史
跨 越 的若干重大课题 。 看似高
深， 却正是我们每一位职工、 每
一个公民深度参与改革的方法
论。 产业工人多读这样的书， 眼
光、 视野、 思想将会自觉上升到
新的层次。

《今日简史》
《今日简史》 是尤瓦尔·赫

拉利 “简史” 系列最后一本收官
之作。 在这本书里， 作者以一种
全新的历史研究视角与叙事方
式， 对人类的过往历史、 现实状
况与未来趋势给予了重新梳理。
这本书告诉我们， 务必建立共同
的全球性认知， 以应对未来人类
共同的挑战。其中，作者提到必须
应用的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
能、基因技术等，如今已深深介入
了我们的生活。 所以， 这是一本
告诉我们如何通向未来的书。

《万物与花同： 24堂人文自
然课》

天地万物， 各美其美； 融入
万物， 自在生活。 一月的种子和
雪， 二月的梅， 三月的野花， 四
月的落樱和虫 ， 五月月季的秘
密， 六月的奇云和骤雨， 七月的
荷塘， 八月的流星， 九月路亚寻
钓， 十月吃柑橘， 十一月赏枫，
十二月给植物起名……这本书，
如此清新雅致地给我们讲授了24

堂人文自然课， 让人沉迷。 这正
是爱美的女人喜欢的生活 ， 以
及， 喜欢的书！

《如何阅读一本书》
这是一本阅读指南， 一本指

导人们如何阅读的名作。 书中介
绍了阅读的方法、 技巧， 阅读所
应具备的广阔视野。 捧着这本阅
读指南， 让我们走进职工书屋，
多阅读、 多学习、 共成长！

《中国好家风》
家是最小国， 国是千万家。

家风是世代相传的朴素沉淀， 家
风蕴含着丰富的时代特征。 中华
民族的家庭美德和良好家风是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中的最
直观体现。 《中国好家风》 以中
华传统美德为基石， 对中国好家
风的历史渊源和当代意义给予涵
泳， 表达出对传统文化传承的思
考和情怀。

《咱们为什么要入会》
巨晓林是一位从农民工成长

起来的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从农
村到城市， 我们究竟要走多久？
初到城市， 农民工迷茫、 彷徨。
巨晓林主席这本书用十二封信的
形式， 以他的亲身成长经历， 发
自肺腑地告诉我们什么是工会，
为什么要加入工会。 读着他的这
十二封信， 感觉到巨主席与我们
的心灵对话， 让在城市漂泊的我
们， 内心充满温馨与踏实。

《习近平在正定》
1982年至1985年， 习近平同

志在河北省正定工作了3年多 。
这本书是对他工作经历的采访实
录， 通过受访者的口述， 生动再
现了习近平同志在正定的奋斗轨
迹， 真实展现了一位对党忠诚、
善政为民、 锐意进取、 勇于担当
的优秀年轻干部形象。 这本书也
成为激励新时代领导干部特别是
年轻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活教材。

《从工人到工匠》
技术工人想了解的一切， 都

在这里： 从练就技能绝活儿到积
极挖潜增效； 从培养创新思维到

进行发明创造； 从解析国家政策
到参与技能大赛； 从坚持终身学
习到参与团队合作。 一本让技术
工人离大国工匠更近一步的动力
之书。

《解放》
这本书全景披露了中国第一

个汽车品牌———解放的前世今
生。 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 真实
呈现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创业历
程 ， 挖掘岁月角落里的光影人
生， 让工匠精神得以延续……

《故宫》
2010年 ， 大型经典纪录片

《故宫》 在央视播出， 引起巨大
轰动。 近十年过去， 人们对故宫
文化风靡不减。 这本书集合了央
视与故宫博物院两大权威机构十
数位专家之力， 用四色图文及有
声技术， 对故宫历史及传统文化
进行了新的梳理。 它的出版不仅
仅是原有纪录片文字形式的转
换， 更是故宫文化另一种形式的
生命拓展！

昨天是世界读书日， 第三届 “阅读经典好书 争当时代工匠” 全国工会职工书屋主题阅读交流活
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仪式上，郭明义、巨晓林、高凤林、 罗昭强、 梁晓声、 萨日娜、 苏红、 高亚麟、李
红、罗振宇、雷海等11位全国工会职工书屋公益代言人向全国职工推荐了11本经典好书， 包括《习近平
在正定》《忠诚党的事业 竭诚服务职工———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
要论述》 《咱们为什么要入会———写给农民工的十二封信》 《从工人到工匠》 《动力变革》 《中国好
家风》 《万物与花同： 24堂人文自然课》 《如何阅读一本书》 《解放》 《故宫》 《今日简史》 等。

世世界界读读书书日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