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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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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读书”已有数载，
大有起色。培养了不少读书
人，功莫大焉。当然推广读书
的大业是个慢功夫，任重而道
远。今年高考结束后，我调研
了几个高中生高考后的暑期计
划，遗憾的是没有一个计划读
书的。孩子们与书的亲近关系
依然很难建立，我们要与游
戏、短视频争夺孩子，要意识
到任务的艰巨性。

各行各业都在升级，阅读
推广也需要升级，使之更有
效、更精准。下面就阅读升级
所涉猎的几个问题，与大家交
流一下我的思考。

务必激活阅读主体。阅读
主体没有觉醒前，阅读者就没
有有效的阅读，也不会有有效
的阅读积累。真正的好作品，
一定会有吸纳阅读主体深度参
与的强大蓄能，也一定是在欣
赏者、阅读者的参与下最终共
同完成的。阅读或欣赏活动的
真正开始就是主体的觉醒，主
体觉醒的标志，就是深度参与
了作品的最终完成。

例如我们的国画，在绘画
主体部分的强大调动下，大量
的留白是有生命的，留白部分
由欣赏者在欣赏过程中自己填
上，那是天空，那是水面，那
是风在吹，那是船在动。好书
也是这样，大量的留白内容由
阅读者自己完成。如果阅读主
体没有觉醒，阅读主人翁没有
真正介入，作品就没有被激
活，其实质是作品没有最终的
完成。所有酣畅淋漓的阅读，
莫不是有深入的情感及思想投
入，而不是僵化呆板地单向接
受。主体觉醒以后，才能有效
阅读，从而开启主体的自我建
构。随着阅读的深入和积累，
阅读主体才逐渐丰满。

激活主体后，阅读指导过
程当中要最大程度尊重阅读者
的主体个性，减少追求标准答
案。因为刻意追求标准答案，
最容易伤了阅读“胃口”，也
难以建立自主的阅读生态。我
们应该允许个性化的解读，只
要能自圆其说。这个过程中，
最好是有个辩论的氛围。如果
阅读理解有明显硬伤，在辩论
过程当中就不能自圆其说，自
会自我修正。我们日常读的很
多书，一开始读的时候都认为
理解是正确的，但随着我们的
成长、成熟，不断发现自己的
理解有误，会自我修正。总
之，整个阅读过程中真正的主
角是阅读主体，而不仅是作
品，主要任务是阅读主体的成
长变化。这叫得鱼忘筌。

戒“玩物丧志”。北宋年
间谢上蔡先生，就是谢良佐，
去拜会程颢。谢良佐已经是中
进士了，跟程颢交流的过程
中，用着哪一段经典，哪一段
圣贤的话，即顺口背出，熟练
记诵经典，可谓才华横溢。程
颢说你这叫玩物丧志啊，上蔡
先生听了当时汗流浃背。程颢
的话点中上蔡的要害。记诵之
学为小道，求道才是根本。现
实中这种玩物丧志是不是更严
重？程颢接着又说了一句话：
你还是有恻隐之心。这段话
里，程颢先生说了两个概念，
一个是志，一个是心。志者，
求道之志，读书要有求道之
志。游离于道外的读书，就是
显摆一下记忆力好、博学，这
就是玩物丧志；另外读书人要
有恻隐之心，就是与天地万物
一体为仁的胸怀。谢良佐先生
从 此 拜 程 颢 为 师 ， 终 生 克

“矜”，“矜”是他的心魔。
我们难道内心没有魔障

吗？消除心魔最好的方式就是
读书，因为心事儿大多是自己
偷偷解决的事儿，别人很难介
入。人一辈子读过很多书，也
悄悄化解了自己内心的诸多纠
缠、矛盾、疙瘩，达到仁和畅
达的状态。每个人都要安顿好
自己的心灵，读书，与智者对
话，这本身是个求道的过程。
历史上和现实中其实有更严重
的读书丧志。

警惕“越读越傻”。王夫
之在《读通鉴论》中提到有一
位读书亡国的皇上——梁元
帝，读书万卷，但“义不能
振，机不能乘”，所读之书，
不得其要领，“得纤曲而忘大
义，迷影迹而失微言”，“无高
明之量以持其大体，无斟酌之
权以审于独知，则读书万卷，
止以导迷，顾不如不学无术者
之尚全其朴也”。当然这是个
案。对于阅读者而言，读书就

是入局。过去古人读“四书五
经”，就是入儒家所谓圣人之
道的局；读佛老，就是入修行
的局，读书者最好的状态就是

“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的
澄明状态，既要有学习之心，
又始终要有反观、修正之心。
尽信书不如无书。无论如何读
书不能入应试的局。

南宋陆九渊提过一个命
题，尧舜之时何书可读，尧舜
作为圣人，当时有啥书可读？
不也成为圣人了吗？他说这话
当然有点抬杠，是为了反驳朱
熹只有读圣贤书方可践行圣人
之道的说法。我们今天思考陆
九渊提出的这个命题，不是为
了反对读书，而是为了我们更
好的阅读。大家可以思考，像
慧能又读过何书呢？与读书同
样重要的是求索之心、独立之
意志。如果阅读者能求尧舜之
德，有慧能之悟，岂不善之善
者也！

我们在阅读推广的过程当
中，谨防把读书玄圣化，不要
灌输一读什么都有的观念。要
建立正确的阅读观，切忌急功
近利，须建立长线思维。

好读书不求甚解——但求
会意。“好读书不求甚解”源
于魏晋风度，竹林七贤中的嵇
康和好友吕安都主张好读书，
不求甚解，得意而忘言。后来
陶渊明说“好读书，不求甚
解 ； 每 有 会 意 ， 便 欣 然 忘
食”，这里的“甚解”，我们可
以理解为过度解读，或读书便
必须对字词句详尽解释。今
天，有些读书指导课但求“甚
解”，是否“会意”却管不了
那么多。有“甚解”，便不会
有 “ 会 意 ” 后 的 “ 欣 然 忘
食”，严重的，导致读书味同
嚼蜡。要防止培养寻章摘句、
无一字无来处的腐儒。读书如
与高人交流，最高境界不是得
到知识，而是得到醍醐灌顶、恍
然大悟的格调升级，这注定是
灵魂的碰撞、心灵之交流，方是
读书的根本所求。

归根结底，读书有个入门
上道的问题。尝不到读书的乐
趣，就建立不起与书的亲密关
系。终生与书相伴的人，才是
真正的读书人，一路走一路有
高人指点。作为指导老师，激
发阅读兴趣，让学生亲近书
本；及时给予阅读台阶，让学
生不知不觉登上阅读的高坡，
这才是有效的指导。如果没有
足够的耐心和智慧去设计这种
台阶，阅读指导就无从谈起。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拥
有书这个终生挚友。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常务
副总编辑，本文根据作者在
“2022阅读行动研讨会”开幕
式上的致辞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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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鲁迅走近鲁迅,,师师生共寻突破之路生共寻突破之路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要
下慢功夫、细功夫、苦功夫。”11月16
日，在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国教育报联合主
办的“为中国未来而读——2022阅读行
动研讨会”上，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
行董事顾青如是说。商务印书馆2012年
成立阅读推广中心，自2013年起联合全
国中语会、中国教育报共同举办每年一届
的“为中国未来而读——阅读行动研讨
会”，至今已走过10年历程。

中国教育报常务副总编辑张圣华在致
辞中指出，全民阅读活动已有数载，起色不
小，让不少人捧起了书本，培养了大量的读
书人口。当下阶段，阅读与游戏、短视频争
夺时空，这让阅读推广更加任重而道远。
他认为，阅读指导也需要升级，而升级必须
打通几个关口，其中最重要的是唤醒阅读

主体，只有阅读主体觉醒，才能进行更有效
的阅读积累，才能开启阅读者的自我建构。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
会原理事长苏立康回顾了阅读推广中心的
成立过程和阅读行动研讨会十年来走过的
非凡历程。她说，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语
文学习任务群的实现困难重重，很多语文
教师还没有掌握新的教学方式，这是摆在
我们面前亟须解决的问题。希望阅读活动
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在新形势下把语文教
师培训工作开展起来，把阅读推广活动继
续开展下去。

据介绍，“为中国未来而读——阅读行
动研讨会”先后在安徽、青海、河南、四川、
陕西、宁夏、吉林、北京、贵州举办，在全国
各地播撒阅读的种子，传递着“阅读行动”
的理念。针对语文教学实际情况和中小学

教师的需求，研讨会邀请王宁、顾德希、温
儒敏、李山、苏新春、蒋重跃、刘兵、蔡天新、
章启群、吴国盛、杨振宇、刘华杰等各领域
的专家学者作主题演讲，开阔教师们的视
野；开设一线骨干教师公开课，为各地参会
教师传授新鲜的教学实践；关注乡村贫困
地区，为更多教师提供学习机会。

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长期关注校园阅
读，新著《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讲析
了26位作家40多部（篇）代表作，旨在
为广大读者，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大学生
提供阅读指导。本届研讨会邀请朱永新、
聂震宁、孙绍振、刘勇、陈平原、吴义
勤、陈晓明、李洱、王本朝、陈国恩等文
学界、教育界专家学者，围绕“让校园阅
读有趣有效”“现代文学传统与当代文学
生活”等话题，对《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

篇》一书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这本书具有将文学研

究、文学教育和文学生活统合起来的枢纽
意义。温儒敏教授首倡“文学生活”研
究，带动学界探索研究范式的转换，又将
文学研究、文学教育的心得体会融入无所
不在的文学生活中。书中选篇都是现代文
学史上重要的经典篇目，细读文本但不堆
砌文献，不故作高深立论，将学术之论、感
悟之真、语言之美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阅
读的经典化，实现对文学经典的普及与化
育，是学术研究走向普通读者的典范之作。

据悉，商务印书馆阅读推广中心近期
将以“总结十年阅读行动成果，推动新时
代阅读行动稳步前行”为主题，举办“为
中国未来而读，阅读行动这十年”系列公
益活动。

“阅读行动”十周年 凝心聚力助推广
“为中国未来而读——2022阅读行动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记者 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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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观潮

“鲁迅精神的内核不管在什
么时代，都会被不断地传承下
去：他是爱国的、战斗的、顽强
的，但其实还应该有更丰富的内
涵。”在日前举行的中国鲁迅研
究会基础教育分会2022年会暨

“鲁迅文学经典研读与教学”学
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教
育部统编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
温儒敏认为，我们的中小学语文
教学对于鲁迅精神怎么普及和传
递，还比较空，单讲爱国主义是
不够的。

无论是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还是当
代中国人，鲁迅都是一份珍贵的精神遗
产。温儒敏说，我理解的鲁迅，他是精神
界之战士，是反传统的、反专制的、反庸
众的；他是独立的、“不合作”的、“不合
群”的，所以鲁迅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学
习鲁迅最宝贵的东西，应该是独立的思
考、敢于质疑、敢于批判和韧性的战斗精
神。国民对鲁迅的了解，主要是通过学
生时代教科书中的十几篇课文，奠定了
对鲁迅的基本认识。所以要想办法提高
教师对鲁迅作品的认识，教师就是种子，
然后影响学生。有水平的教师会多读
书，关注鲁迅研究的进展，再把那些研究
成果转化为教学，这里有一个选择和平
衡问题。“不要满足于陈陈相因、固定的
解读方法，老师要有一桶水，才能舀出去
一两碗水，你不能现炒现卖。”

具体到阅读教学，温儒敏认为，教师
对鲁迅精神的内核应该有一个基本把
握，不要死抠思想意义，现在普遍讲得比
较死板。比如初中一年级的《从百草园
到三味书屋》，学生们非常喜欢。但这并
不是鲁迅专门为孩子写的，而是他在经
历了人生的各种坎坷历练之后对自己童
年的眷顾，其实是写了成年人的感伤和
无奈。这一点学生可能难以理解，教师
在教学中不一定要导向成年人的那种感
受，可以在基本的教学之外开个“口子”，

慢慢地让孩子们理解。等他们长大以后，回
想这个作品，就能够了解其中的深味了。“所
以我主张学生自己多读，老师不要做很多的
解释，我称之为‘裸读’。如果读了以后有什
么问题，老师再做引导。”

然而，想要真正走进鲁迅并非易事，他的
用词和文风可能会让现在的青少年产生一些
距离感。在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文贵良看来，
现代文学中的白描艺术没有超过鲁迅的。白
描是伟大作家的秘诀之一，它可以直接呈现
人物或者事物的外形特征，看似简单，但要做
到传神而精练并不简单。而且鲁迅笔下的人
物语言独具个性、议论抒情含蓄深沉、运用虚
词出神入化、语句反复而层层推新、善于运用
反语夸张等进行讽刺、运用标点符号精准达
意，他建议读鲁迅作品时，要注意“我”与对象
的均衡，还要注意鲁迅思想中冷与热的结合，
以及从绝望到希望的转化。

“理解鲁迅杂文，对于深入理解鲁迅的
思想与文学观念都有重要意义。”中国人民
大学教授张洁宇表示，在鲁迅自己多样的写
作实践中，杂文是不可替代的主角，比起小
说、散文等其他类型，杂文是他写作时间最
长、数量最大、影响最巨大的部分。鲁迅杂
文以其“诗史”的雄心、“有情”的姿态、洞察
并执滞于世事的“杂”与“真”，和“锋利而切
实”的“骨力”，实现了为“我们活在这样的地
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且介亭杂
文〉附记》）“作证”的目标。

不要满足于陈陈相因的解读

如何突破中学鲁迅作品的教学困
境，以学生为主体，探寻适合学生接受
和理解的阅读路径，构建鲁迅与当代中
学生的精神通道？许多学校进行了有益
探索。在11月5日举行的中国鲁迅研
究会2022年会暨“鲁迅研究的历史回
顾与范式推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特
别增设了“中学鲁迅语文教学”分会
场，来自全国各地的24位一线教师进
行了展示和交流。

深圳市翠园中学教师肖佳认为，打
通鲁迅与当代中学生的精神通道的第一
步，是教师在教法上摒弃过往模式化的
教学方式，给予学生足够的耐心，让他
们去阅读文本，获得真情实感，让他们
去做“思考题”，将课堂主场交还给学
生。她曾在《祝福》的最后一节课，尝
试让学生自由言说鲁迅，并写下文学短
评。让她感动的是，学生的理解力与感
悟力比我们成人想象得要高，他们的书
写有一种对鲁迅思想的回应。一个学生
写道：“如果说鲁镇人们的冷漠与麻木
是当时封建思想和时代的产物，那么为
什么今天时代翻天覆地变化了，我们周
围却仍有这样一批人，他们对许多道听
途说的人与事在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品
头论足当做笑话或者话梗，同样的冷酷
与麻木？想起鲁迅曾说过，无穷的远
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学完了
《祝福》，我感到以后哪怕不能做到时时
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也绝不能做一个
冷漠无聊的看客。”

成都金苹果锦城第一中学教师朱莉
介绍了学校以“12年一贯”“三位一
体”“四位一体”的方式，构建鲁迅作
品阅读体系的实践。其中“三位一体”
是以教材教学内容为依托，将课外阅读
纳入教学计划，并结合不同学段学情特
征进行鲁迅作品阅读和教学体系的整体
规划和设计，即小学阶段主要培养兴
趣，触摸鲁迅生命的底色；初中阶段习
得方法，领会文字背后的思想；高中阶
段唤醒觉悟，传递鲁迅精神的炬火。学

校通过构建鲁迅作品阅读的“全景”场
域，从更大视角和更高层面上构筑鲁迅精
神滋养的沃土，从外源性的阅读要求，逐
步走向内生的阅读和思考，引导学生在多
维度时空的阅读中，体验、感悟、内化和
传播鲁迅思想，从鲁迅精神的受益者，成
长为鲁迅精神的赓续者。

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活跃着一支
传播鲁迅思想的学生讲解和研究团队。校
内的八道湾鲁迅纪念馆原是一所三进四合
院 （八道湾十一号），1919 年 11 月至
1923年8月鲁迅和家人在此居住，并创
作了《故乡》《阿Q正传》等传世名篇。
该馆历经四年的布置展陈于2018年对外
开放，为此，学校通过学生招募、面试选
拔成立了“立人讲研团”，服务于八道湾
鲁迅纪念馆参观讲解，也是学校立人课程
的组成部分。

八道湾鲁迅纪念馆研究员杨宗蓉介
绍，“立人讲研团”的培训课程由特聘鲁
迅研究专家、北京鲁迅博物馆专业讲解师
和本校教师进行指导，还会定期举办读书
分享活动，围绕“读鲁迅的书和读鲁迅读
过的书”主题举行阅读分享会，组织学生
自选鲁迅经典著译篇目进行朗读，自编、
自导、自演短剧，并针对感兴趣的话题进
行深入阅读和研究。学生们设计、完成了
《八道湾胡同研究》《自然科学对鲁迅创作
的影响》《由铁屋子说起》等课题，其中罗奕
伟的《八道湾胡同研究》获得第十二届“中
国少年科学院小院士”全国展示交流一等
奖，侯欣媛的论文《鲁迅在日本的影响开端
刍议》在《鲁迅研究月刊》发表。如今，“立
人讲研团”已形成老团员带新团员、高年
级带低年级、初一招募六年一贯这种传帮
带的传统，弦歌不辍、薪火相传。

“在今天的中国，在国际局势风云变
幻的时代，我们如何清晰而又坚定地作出
自己的选择？是随波逐流崇洋媚外，还是
在批判反思中推进国家的发展，这是青少
年学生面临的问题。”杨宗蓉说，“立人讲
研团”的团员们既有青春理想，又有家国
情怀，他们是这个时代里的一束光。

构建鲁迅与当代中学生的精神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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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鲁迅作品总被赋予难读难
教的标签。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特级教
师黄荣华认为，现在鲁迅作品教学有三大
难点，一是学生心中早已有一个被意识形
态化的鲁迅，情感上有所排拒；二是鲁迅作
品情感与思想的沉重和陌生，学生不愿也
无力与鲁迅一同背负；三是鲁迅作品多数
是语言迷宫（语义的丰富性与绝对性而非
单一性与随意性，所呈现出来的艺术的必
然性与唯一性而非偶然性与多解性），学
生的知识积累与艺术修养还没有达到可以
轻易出入这种语言迷宫的高度。在他看
来，无论哪一类鲁迅作品，都有强烈的生
命意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文章的“共性
知识”中走出，走进作家鲁迅的真实生命
中，认识、理解、欣赏鲁迅，并内化于学
生自身的生命品格。

湖南省长沙市明德中学教师马臻也表
示，如何引导学生从“旁观者”“审视者”“俯
瞰者”的外在视野，走向“与我有关”乃至

“我在其中”的阅读，“由此开出反省的道
路”，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只有这样，
我们与经典才能交融一体，我们的课堂才
是真诚地面向心灵、直击心灵的课堂，而不

是外在的文本解读和知识传授。
回忆起自己研读《祝福》的过程，北京

市牛栏山一中高二学生马希妍感慨地说：
“每次都能够在人物中找到自己，剥开自己，
与或冷漠或残忍的自己搏斗，不说实现，至
少是走到了自我救赎的路上。”在她看来，读
鲁迅文章的真正目的是将其照进现实。

北京市三里屯一中特级教师毕于阳
20多年来一直指导学生阅读鲁迅作品，进
行极富创造性的教学探索，比如组织学生
办手抄报专号、与备课组老师一起引领学生
全员阅读、进行基于学情的“问题教学”、编
写校本课程等。学生们非常投入，初读《祝
福》就提了1000多个问题。让毕于阳惊喜
的是，好多问题以前是老师精心设计的，现
在学生竟自己提出来了，而且有的问题是老
师从未发现或注意的，这也给老师很多启
发。一个学生十读《祝福》写了1.8万多字，
另一个学生在十六读后这样写道：“积累了
近两个月的这16篇阅读体会，将是我阅读
其他书籍时取之不尽的一笔财富，也许对于
别人，它们一文不值，但对于我自己来说，这
一趟《祝福》研读之旅，字字金玉。”

“鲁迅的思想是通过富有特色的文章

引领学生在鲁迅作品中多走几个来回

体式和别致独特的语言来体现的，如果
离开了对语言的揣摩品味，那么学生们
在接受的时候就会打很多折扣，所以教
师应引领学生在鲁迅作品中多走几个来
回。”毕于阳认为，独立深入地解读文
本是一线语文教师的基本功和核心竞争
力。教师应该成为经典文本作者的知
音，应该带着自己的阅读史走进课堂，

只有这样，在课堂上才能有底气，才能得
心应手、左右逢源。鲁迅终生从事“立
人”事业。实际上，培养一代雄健的国
民，需要三五代教师持续“站立”的姿
态，用鲁迅作品的铁质营养学生的血液，
用鲁迅精神的钙质强壮学生的骨骼，让孩
子们的精神家园和汉语家园永远郁郁葱
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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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道湾鲁迅纪念馆内的《阿Q正传》创作室。

▼“立人讲研团”团员为高一新生讲解鲁迅与新文化运动。

杨宗蓉杨宗蓉 摄摄

吴静瑾吴静瑾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