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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精品‘云课程’不仅
出自名家，内容精彩，而且可
以反复回放，让你看个明白。”

“坐在家里用手机点开‘云课
堂’，就能近距离学习高雅艺
术，修身养性。”最近，来自黑
龙江省戏剧、舞蹈、美术、摄
影、书法、杂技、民间手工艺等
各文艺门类的 12 位艺术家，
精心录制的 38场公益课程正
在“线上”陆续播出，受到热烈
欢迎，得到不少受众的好评。
据悉，这是黑龙江省文联精心
推出的“我们的中国梦”——
文化进万家“云”艺公益课堂
活动。

据了解，在 2021 年春节
临近之际，为了把艺术、欢乐
和温暖奉献给龙江人民，践
行文艺志愿服务精神，黑龙
江省文联组织省内知名艺术
家录制课程，通过“黑龙江省
文联”微信公众号开设的“云
艺生活空间”展播平台，向广
大群众免费开放文艺培训

“云课堂”。

黑龙江省舞蹈家协会名
誉主席王举，通过“云课堂”，
从自身实践感悟出发，进行
了舞蹈编导的解析；黑龙江
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
主任王明，在“云课堂”上带
领广大观众临摹张华岩、任
伯年、恽南田、王雪涛的代表
画作；黑龙江省杂技家协会
副主席么广民和省杂技家协
会理事李忠喜，则分别进行
了精彩的魔术表演与教学；
黑龙江省戏剧家协会理事张
欢,以传统京剧《悦来店》为
例，讲解了京剧的唱腔板式、
代表性身段、表演特点等内
容；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
会理事傅清超进行了剪纸教
学，并通过特写镜头演示了
剪纸“绝活儿”；黑龙江省文
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刘东颖解
析《诗经》爱情中的情与礼；
黑龙江省舞蹈家协会流行舞
委员会秘书长张喆，以理论
结合动作示范的方式，展现
了街舞的动作分解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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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主任王明正在录制
“云课堂”课程。

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傅清超“线上”
示范剪纸“绝活儿”。

日前，黑龙江省图书
馆 2020 年度阅读报告近
日出炉！《薛兆丰经济学
讲义》《广西寻宝记》《穿
过迷雾：巴菲特投资与经
营思想之我见》《通赏中
国古诗》等书籍，名列
2020 年度省图书馆图书
借阅排行榜前列。

读者的青睐和喜爱，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一本
书最好的认可。在排行
榜前20名的书籍中，既有
看起来深奥实则有趣易
读的《薛兆丰经济学讲
义》，让你对自己身处的
经济时代有更深刻的理
解；也有由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精心打造的大型原
创动漫品牌图书“大中华
寻宝系列”中的《广西寻
宝记》等，带领小读者体
验“足尖上的中国”，来一
趟纸上旅游……

莎士比亚说：“书籍
是全人类的营养品。”无
论何时，何地，书籍，对于
我们都是良师，是益友；
是寒冷冬日的一盏热茶，
是炎炎夏日的一抹清
凉。特别在抗疫期间我
们不能在户外畅游的时
节，在暖意融融的家中，
打开一本心仪的书籍，让
热闹或喧嚣的心慢慢沉
寂下来，走进一片神奇的
世界，的确是人生的一段
惬意时光。

《薛兆丰经济学讲义》
薛兆丰老师善于把

复杂的现象用简单直接
的方式说清楚。这本书
讲解了生活中不可能绕
过的经济学核心概念，比
如稀缺、成本、价格、交
易、信息不对称、收入等
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
知识。通过大量真实案
例的经济学分析，更实
际、更有趣、更深入和彻
底地将经济学思维运用
于各种实际场景，帮你绕
过经济学花招，理解现象
背后的经济逻辑，从而启
发你将同样的思维运用
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去。

《米小圈• 漫画成语》
该书选取了小学生常用的成语，用每个成语演

绎出多格漫画，加上简明易懂的文字释义、趣味造
句、成语游戏、成语近义词和反义词等多重功能。

作者同时也是一位资深动画编剧，为这套书的
漫画和文字赋予了超强的画面感，别具阅读趣味。

该系列为小学生理解成语、学习成语提供了一
套新鲜有趣的读本。

《广西寻宝记》
该书是“大中华寻宝

系列”之一。“大中华寻宝
系列”是由二十一世纪出
版社精心打造的一套大
型原创动漫品牌图书，主
题明确，规模宏大，不仅
富有教育意义，而且兼备
娱乐与学习作用。它以
精彩逗趣的漫画为表现
形式，以紧张刺激的寻宝
故事为线索，将中国各地
丰富多样的地理风貌、历
史遗迹、文化艺术、物产
资源等知识内容巧妙地
融进故事情节中。

该书在每个章节后，
均附有简明的各地地理、
历史、文化概况，内容丰
富，生动有趣，能拓展孩
子的视野，相信对孩子在
地理、历史，以及中国文
化方面的学习会有所帮
助。此书系画面精致，行
文活泼，亲和而有感染
力，可作为小读者认识、
了解中华大地的入门书
籍。

《东北讲武堂》
东北讲武堂是我国近代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云南讲武堂、黄埔军校并列的四大军校之一，不仅
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在世界军事教育史上也
占有一席之地。《东北讲武堂》从清末我国军事教育
概况、清末东北三省陆军讲武堂的开设、民国初期
东北三省陆军讲武堂的续办、张作霖时期的东北讲
武堂、张学良时期的东北讲武堂、东北讲武堂中的
日籍教官、抗日战争中的东北讲武堂毕业生等七个
方面对东北讲武堂进行了考察，厘清了以往相关研
究中尚未形成统一意见的一些问题，在该研究领域
具有填补学术空白的意义。

《穿过迷雾：巴菲特投资与经营思
想之我见》

该书系统梳理和解读了巴菲特的投
资与经营思想，其定位是：一本介绍加解
读式的读物。基于这样一个定位，作者
主要做了以下三件事情：

（1）以 1977年—2015年巴菲特致股
东信为基础，将巴菲特的投资与经营思
想解构为 86个既相互联系又互为独立
的部分。希望可以达到如下目的：不管
你是一个证券投资者，还是公司经营者，
或是某项生意的所有者、债权人，当你拿
起本书时，都能够很快且较为系统地找
到你所需要的内容。

（2）将笔者搜集到的所有涉及巴菲
特投资与经营思想（主要为 1977 年—
2015年巴菲特致股东信）的中文译文（被
本书摘录）全部进行了英文核对和重译。

（3）该书还提供了大量的解读和辅
读性资料，主要有三：第一，提供必要的
背景资料，方便读者学习与理解；第二，
对那些不太了解巴菲特的读者给出一些
笔者的解读；第三，通过这些资料，凸显
巴菲特是一个价值投资的集大成者。

《科学实验王7 人体的奥秘》
柯有学老师展开因材施教的

个人训练，但是唯独对范小宇没有
安排任何计划，让他非常不满。究
竟柯老师是放弃范小宇，还是暗中
进行什么秘密？另一方面，心怡和
艾利克越走越近，为此深受打击的
范小宇，决定跟艾利克比一场实验
竞赛……人体器官是世界上最精
密的运作系统，需要靠均衡的营养
来维持，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吧！

《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忠诚的
流浪狗》

马小跳、唐飞、张达和毛超永
远能玩得花样翻新，这会儿，他们
又迷上了最炫最酷的越野型平衡
车，四个小伙伴相约去“试驾”，却
目击了一场车祸：一只金毛犬被一
辆摩托车撞伤，摩托车逃跑了，四
个小伙伴把遗弃在路边的狗狗送
回家，狗狗的主人却认定是他们撞
伤了狗狗。背负着重重质疑和深
深的冤屈，马小跳他们勇敢地担负
起救治狗狗、照顾狗狗的责任。这
只名叫金子的流浪狗终于恢复了
健康，四个男孩子也在悄然成长：
淘气的马小跳越来越有男子汉的
担当；自私自利的唐飞在奉献中收
获快乐；粗狂的张达变得细心起
来；小肚鸡肠的毛超也有慷慨大方
的时候。

为您推荐黑龙江省图书馆2020年借阅排行榜居前列的好书——

有书相伴 了时光

《通赏中国古诗》
《通赏中国古诗》从“通赏”角度，对中

国古代诗歌进行分题材赏析，在赏析过程
中不局限于这类作品本身，还把相关的作
家生平、创作趣事、后人评价、影响等等，
凡是对这类作品欣赏有关的东西都拓展
进来，增加文章的可读性，而且大量背景
知识的介绍也有助于对作品的深入理
解。是一部有别于其他唐诗鉴赏的著作。

□本报记者 董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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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图里面的小读者。 本报记者 张澍摄

读者在使用自助图书
杀菌机。

本报记者 张澍摄

王明 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主任

华岩小写意花鸟、任伯年坡石锦鸡图、恽南田红山果

图、王雪涛桃花八哥图绘画临摹张欢 黑龙江省戏剧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演员

京剧《悦来店》赏析与教学，背景介绍、戏剧基本功

法、唱词唱功等
傅清超 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
剪纸教学及作品赏析王举 黑龙江省舞蹈家协名誉主席
舞蹈编导解析张喆 黑龙江省舞蹈家协会流行舞委员会秘书长

街舞动作分解教程么广民 黑龙江省杂技家协会副主席
魔术表演与教学李忠喜 黑龙江省杂技家协会理事
魔术表演与教学周亮 黑龙江省书法家协理事

《黄州寒食帖》临摹刘东颖 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诗经》爱情中的情与礼，包括诗经总集简介、重点章

节解读等
高方 黑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乾坤大义与和谐中国肖向昕 黑龙江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无人机使用教程王占莺 肇东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临习米芾书法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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