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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语文 教 学
似乎没有大事，
说到最后就是
多 读 和 多 写 ；
语文教学似乎
没有小事， 谁
都承认它关乎
人的精神成长，
有无用之大用。
《小大由之———
语文教学访谈
录》（李节 编
著 华东师范
大 学 出 版 社
2014年3月） 汇
集 了 钱 理 群 、
于永正、 陈平
原、 赵园、 魏
书生、 李镇西
等 20多位在中
国文化、 语文
教育、 儿童教
育等方面颇有
研 究 的 名 家 、
名师有关语文
教学与阅读的
访谈。 该书作
者、 商务印书
馆编辑李节说，
写这本书的目
的是发现语文
教学的传统和
新意， 发现那
些尚未被意识
到的价值， 同
时也是对语文
教学中阅读真
意的探索。 本
文是她在编写
此书时对语文
与阅读的思考。

在语文教学中发现阅读的真意

■李节

1930年11月，上海青年会发起“读书运
动大会”。 大会确定了三个题目———为什么
读书， 怎样读书和读什么书———邀请学者
演讲。王云五、胡适、陈钟凡等皆受邀。主办
方请胡适讲的是“为什么读书”这个题目。

在胡适的演讲稿里， 我读到这样一句
话：“第一个题目无法讲，为什么读书，连小
孩子都知道，讲起来很难为情，而且也讲不
好。”他说，讲为什么读书，不免要侵犯其余
两个题目的范围。

话虽这么说， 胡适还是就为什么读书
讲了三点：一、书是过去的知识、学问和经
验的记录， 要通过读书接受这份人类的遗
产；二、为读书而读书，读了书便可以多读
书；三、读书可以帮我们解决困难、应对环
境，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所谓开卷有益的
道理，胡适都概括出来了。

而很多人耳熟能详的“书中自有千钟
粟， 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
是从通过读书踏入仕途获得高官厚禄的角
度说的， 散发着功利主义的腐朽味， 把古
人读书所恪守的“明明德， 新民， 止于至
善” 的为学之道抛于脑后。 古人说致知、
格物“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要探讨阅读
的真意， 不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立论。 胡
适演讲的主旨即是此。

语文课与阅读的关系最密切， 因而在
语文学习的语境中谈“阅读的意义”也最顺
理成章。 然而，也最容易落入窠臼，甚至有
跌进泥淖的危险。 没有人否认， 要学好语
文， 说到最后就是多读和多写。 如果问一
句，怎样算是学好语文？排在第一位的仍然
是能考出好成绩。当下“学习”二字的含义，
离“觉悟所未知者”渐远，几乎成为应对考
试、帮助升学的代名词。

在语文教学中，多读、多写常常演化成

做题的应试训练， 读的不知是何人的八股
文章， 读起来总牵挂着分段、 归纳段落大
意、总结中心思想。这种阅读败坏了学生的
兴趣，害莫大焉。 因此，只有忘记学语文的
功利目的， 才有助于我们看清语文学习中
阅读的意义。

形成良好的阅读品位与习惯

“以阅读开启想象， 以阅读滋养心
性”， 这是我做某语文教学杂志编辑时采
访社科院研究员赵园先生所用的访谈稿标
题， 也是赵园先生的原话。 对赵园先生来
说， 早年阅读的意义， 主要在于开启了她
的想象空间， 她说她推敲文字的习惯得益
于语文课， 更得益于课外读物———范围广
泛的中外名著。

语文课程标准规定， 义务教育阶段阅
读量不少于400万字， 高中阶段阅读量不
少于150万字。 而实际教学的情形却是，学
生普遍没有时间读书， 没有养成阅读的兴
趣和习惯。

在当下的许多语文课堂上， 教师讲授
占了绝大部分时间。 讲什么呢？ 教师备课
前，参考最多的是教参和名师教案，视野不
能说宽广； 教法上， 在细枝末节上过于用
力，绞尽脑汁设计问题，而非引导学生自己
思考、自己提问。

吕思勉在写于1921年的《答程鹭于
书》一文中指出：“学生之学国文，令其自己
读书为第一义。”中小学阶段是阅读的启蒙
期，也是阅读的黄金期。早期阅读的品种宜
杂、范围宜广。不必逼着学生一上来就读经
典名著。按照吕思勉先生的意思，学生自己
最好之书，即自己最宜读之书。 因为“盖必
好之，然后能多读，然后能有悟入处”。只要
学生感兴趣的就可以读，读得越多越好。读
来读去，学生便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同时

也培养起了鉴别力。怕就怕在只读坏书，不
读好书。那些说经典难读的人，多半是人云
亦云，并没有真正收起一颗浮躁驿动的心，
在晨起或者夜幕降临的空闲时光打开一本
经典读一读。 如果读了《诗经》、《红楼梦》、
《野草》，再去读二三流小说家写的小说，再
去读那些强说愁的诗句，自然能看出高下，
阅读自然会越来越有品位。

中小学阶段的阅读， 还有更重要的一
点，就是培养阅读习惯。 胡适认为，读书习
惯的培养重于方法。他说读书无捷径，也无
简便省力的方法可言，读书习惯在于三点：
一是勤，二是慎，三是谦。勤苦耐劳，谨慎小
心，好读书，甚至也要养成好买书的习惯。

在阅读中完成人格塑造

赵振江先生，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西
班牙语文学翻译家，西班牙文版《红楼梦》
的翻译者。 2011年的春末夏初，在北大东
门外的醒客咖啡， 我曾跟赵先生探讨过中
学生到底该读什么的问题。 虽然赵先生的
专业是外国文学翻译， 但他坚持认为学生
还是要多读本国传统的文化经典。

赵先生的中学时代正逢语文教学改
革，语文课实行汉语、文学分科教学。 当时
的文学课本，是从《诗经》一直选到明清小
说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一路学下来，赵先生
不仅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 而且让他接
受了传统道德的熏陶。

70多岁的赵先生，在我面前脱口而出
的是“愿车马衣裘， 与朋友共， 敝之而无
憾”，“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
忧，回也不改其志”（《论语》），“夫人有德于
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于人，愿公
子忘之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他说，这些中华优秀文化经典，对学生
人格塑造和语言能力的作用如春风化雨。

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认
为，养成阅读的兴趣与习惯，是发掘学生学
习主动性与创造性的最重要途径。 阅读本
身就是“终生受益的好品位”，是“一种可以
不断完善自我人格的生活方式”。我国儒家
有为学“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
子《劝学》）的传统，通过阅读完成人格塑
造，是教育的应有之义。

我国历代典籍中含有丰富的读书思想
和方法， 有心的教师一定有所体悟。 影响
最深远的， 莫若 《朱子语类》 中的读书
法， 为历代书生倾毕生精力勤勉笃行。 朱
子读书法概括为二十四个字： “居敬持
志、 循序渐进、 熟读精思、 虚心涵泳、 切
己体察、 着紧用力。” 古人读书为学， 把

“敬”、 “持志” 放在第一， 敬以自持， 心
不可放入无所有之乡， 讲究的是应事时，
敬于应事； 读书时， 敬于读书。 心要专静
纯一， 思虑方可精明。 读书也是养心。

程端礼的《读书分年日程》，即是朱子
读书法的具体落实。八岁前读性理字训；八
岁入学后读小学书、四书正文；十五岁以后
读四书注，看史，读文，读楚辞；直到二十三
四岁应举之前，开始学作科举文字之法。该
日程细细条列了古人读书为学的次第。 尤
其是，整部日程中，贯彻始终的是朱子读书
法的精神核心———“注重为己实学，不以一
毫计功谋利之心乱之。则敬义立，存养省察
之功密。 则学者终身之大本植”。 这样的见
识， 是不是足以令那些以应试训练为学校
教育唯一鹄者汗颜？

在阅读中实现职业认同

这些年， 教育界从上到下都在提教师
专业化发展。“专业”二字让人联想到“专
家”，“专家”又让人联想到“杂家”。

在“为中国未来而读———2013阅读论
坛”期间，我有幸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章
启群先生探讨语文教师读书的话题。 章先

生告诉我，他读中学的时候，是上世纪六七
十年代。 当时的语文课本里有贺敬之的诗
《西去列车的窗口》，他非常希望老师能够讲
出这首诗的含义是什么，好在哪里，然而他
的语文老师讲得并不多。

多年之后，章先生做了大学教师，回望
中学教育，他不无忧心地说，语文教师应当
有足够的知识积累，看书宜杂，知识面宜宽
广，理想的语文教师应当有较为全面的文史
哲知识素养。 他希望，语文教师除了具备基
本的语言和文学知识外，还要能够读一些中
国古代经典，例如《诗经》、《史记》、《论语》、
《孟子》、《老子》、《庄子》等等。知识积累足够
了，哪怕面对的是《静夜思》这样一读就懂的
诗也不会无话可讲，可以把古今中外思乡的
诗串起来，甚至可以讲中国人的故土情结等
等。 这样就可以讲得很丰富，语文课的视野
就打开了。

接着章先生的思路，语文教师必然得是
杂家。

2011年8月，特级教师程翔接受我的访
谈，他对语文教师的身份认同集中在文化人
上：“我总觉得语文教师应该朝着文化人的
方向发展自己，因为语文承载的不仅仅是语
文知识，更是一种文化。 一个语文教师给学
生的影响， 固然有语文基础知识的影响，同
时也有文化的影响，这是基于对语文教师职
业特点的认识而言的。 ”

英雄所见略同，特级教师严华银对教师
的职业认同也倾向于文化层面。他说：“成百
上千首古诗在我的血脉间慢慢积淀，形成文
化基因，成为我语文教师职业生涯的最重要
资本。 ”

具有全面的文史哲知识素养， 成为杂
家、文化人、读书人。 知识怎么积累？ 问这个
问题就像问为什么读书一样，有点可笑。 答
案是明摆着的———当然靠阅读。

阅读的专精与涉猎

我国古人读书， 有看书和读书的分别。
看书类似于涉猎，读书类似于专精。

看者，如《史记》、《汉书》、《近思录》。 读
者，如《诗经》、《尚书》、《易经》、《四书》，李杜
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
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
远之韵”。“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
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
者也。 ”（《曾文正公家训》）

这段论述看书与读书的话十分经典，除
了作为语文教师的教学法之外，对教师阅读
亦多有启发。语文教师宜根据自己的职业需
要和兴趣爱好，逐渐区分出自己的专精之书
和涉猎之书。 常年阅读必然有所长。 或像程
翔那样，精深到可以做《说苑》译注；或像李
镇西那样，做苏霍姆林斯基的信徒，对教育
学独有所专；或像陈日亮那样，专到可以做
文本细读；或像李希贵那样，从语文特级教
师走向专注于管理学的一校之长。

精读还是博览，方法不太相同。 按照胡
适先生的经验，精读，讲究眼到、口到、心到
和手到，要有参考书，要作分析、比较，要写
札记。博览，更多的是开卷有益的意思。博览
的目的是为参考，甚至是为做人。 胡适从王
安石的“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答曾子
固书》）推开去，说“读一书而已，则不足以知
其书”， 说的是只有博览群书才能通达一书
的道理。

梁启超先生甚至将每日所读之书也分
为精熟和涉览两类，因为“我们一面要养成
读书心细的习惯，一面要养成读书眼快的习
惯。心不细则毫无所得，等于白读。眼不快则
时候不够用，不能博搜资料”。

只有广泛涉猎， 才知道自己所长在哪
里。书没有白读的，像康有为先生所言“无专
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关键是教师
要把节奏慢下来， 要能够进入读书的状态，
要掌握一点读书的方法。

纸质书会死吗？

■李颂

刚收到三联书店千里迢迢寄来的中文
书， 翻开来是久违的书香。 盖在脸上深深
吸一口气， 跟英文书的气味不一样。 那气
味里掺杂着112路公共汽车的报站声， 沙
滩美术馆旁边三联书店里安静又涌动的爱
书人， 还有阳光中翻飞的柳絮……让身在
异国的我一时迷失。

这大约便是纸质书的魅力。 纸的物理
属性让它可以被翻卷折叠， 在上面做批
注， 多少年后当年的笔迹令你唏嘘不已；
还有“意境地图”： 在回忆文本的某一段
时， 人们会想象它在页面上的位置； 已读
和未读页面的厚度， 给读者一种比进度条
牢靠得多的位置感， 从而有助于读者形成
一幅前后连贯的文本意境地图……

阅读， 不仅是眼睛与文字的接触、 大
脑对信息的摄取， 也是人类多重感官的全
方位体验。 与冰冷单调的电子书相比， 带
着油墨芳香、 或柔软或挺括、 翻起来哗哗
作响的纸书是多么的立体而性感。 即使在
电车、 地铁上， 我们对陌生人手里的书瞥
上一眼， 那人的身份职业兴趣品位就大抵
传递出来， 给懂的人接收， 给乏味的旅途
增添一点表情。

但请别误会， 我是电子书的拥趸。 上
网几个点击之后， 一本好书便进入我的手
机、 ipad或Kindle， 握着手机便相当于坐
拥上千册书， 这感觉让我肾上腺素欣快地
分泌。 电子书的特点即短平快+廉价———
出版周期快， 信息更新和更正快， 制作成
本廉价， 极其便携。 这太适宜信息时代海
量信息的推陈出新了。 当时间紧促， 需要
飞快浏览文章时， 没有意境地图也可以将
就。 电子阅读还可以通过关键词在厚厚的
著作中速查需要的信息； 通过长按一个单
词启动电子字典功能， 这比放下书、 拿起
字典不知快捷多少倍。 环保、 节省林业资
源也是电子书的优势。

但是电子书最大的不足， 是让阅读变
成了纯粹的信息获取， 就好比把享受色香
味刀工摆盘儿的进餐变成一把一把地吞食
维生素药片。 虽然获取信息的实用功能被
满足得差不多了， 但人们惘然若失。

当然， 为了弥补这种感觉失调， 各类
电子书阅读器也在竭尽全力， 不断改进读
者体验， 但相当一段时间内， 以上这些方
面都是无法模仿到位的。

长江后浪推前浪是历史的必然， 电子
书、 数字出版对传统书籍及其相关产业造
成冲击的当下， 我仍然相信， 纸质书不会
消亡， 尽管它的生存环境在电子书像猛兽
一样来袭之际变得很艰险， 但艰险并不导
致灭绝， 而是产生更适合环境的新生命的
契机。

电子书是互联网的产物。 互联网所导
致的碎片化阅读以及思维的零散化和浅薄
化在尼古拉斯·卡尔的 《浅薄》 一书中被
详加描述。 人生短暂， 精力有限， 海量信
息和快餐阅读占去了大部分时间， 影响着
人的深度阅读和思考。 去年夏天网上疯转
一篇印度工程师孟莎美写的中国旅行见
闻， 她叹息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恶化， 所到
之处人人都在玩手机、 发短信。 她呼吁中
国读者要少沉迷于互联网和手机， 回归古
典式阅读。

笔者对她的观点并不完全认同。 首
先， 不该将互联网阅读和纸质书阅读对立
起来， 因为二者的本质都是在摄取信息、
获得新知。 传统纸书并不完美， 相对于电
子书和互联网阅读， 前面提到的电子书的
优点便是纸质书的缺陷。 其次， 所谓阅读
并不应该仅指文学类阅读。 在技术型、 实
用型阅读方面， 互联网和电子书给我们带
来了太多的便利。 生活在互联网时代， 片
刻之间纵横驰骋于信息和书籍的海洋， 是
古人所没有的幸运。

人类有了互联网， 阅读的选择范围大
大拓宽， 我们可以从中挑自己感兴趣的话
题、书籍、作者进行引申阅读。 读者要学会
在精读和泛读、慢读和快读之间作出选择。
对当今阅读扁平化、 思维扁平化发出哀鸣
并怪罪互联网是不恰当的， 这就好比物质
发达之后，胖子增加了，饱暖思淫欲了，于
是人们开始怀念单纯贫穷的年代一样。 该
怪罪的不是物质，而是自己选择的能力。

如同电子书和纸书不是敌对关系一
样， 互联网与出版物也可以是和谐的促进
关系。 大数据技术的诞生， 可以使读者的
阅读兴趣、 趋势被捕捉和分析， 极大地减
小出版社选题策划失败的风险。 兰登书屋
编辑总监杰森·爱泼斯坦认为， 互联网的
出现给出版业带来新的生机， 他发明了一
种联结出版公司数据库的快速印刷机， 读
者在机器上挑选想要购买的图书， 出版社
发送数码文件到印刷机， 数分钟之后， 新
书便打印出来。 由于减少了烦琐的中间环
节， 书价也大大降低。 这位老牌出版人认
为， 这将给出版业带来新的活力。

愿我们在享受互联网时代电子书的便
利时， 也别忘了坐下来， 安静悠闲地翻阅
一本纸书， 享受一种更深邃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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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好书寻找读者 为读者发现好书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每月推出“大众好书榜”

本报讯（记者 王珺）为更
好地向广大读者推荐优秀图
书，从今年开始，中国图书评论
学会将每月推出“大众好书
榜”， 推荐新近出版的优秀图书，
“为好书寻找读者、 为读者发现
好书”。 经过严格的推选程序，中
国图书评论学会于4月10日发布
今年第一期“大众好书榜”。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是我国权
威的图书评测机构。 为保证推荐
图书的权威公正， 中国图书评论
学会每月根据内容质量、 专家举
荐、社会影响力、发行量等要素建
立档案， 形成覆盖面广泛的新书

“基础书目”。书目主要来源有：全国各
出版社申报的精品畅销新书， 全国重
点实体书店和重要电商销售排行榜上
榜图书， 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权威
监测机构发布的畅销图书排行榜上榜
图书， 全国主要媒体发布的好书排行
榜入榜图书及重点推荐的优秀图书，
知名书评人推荐的优秀图书等。 新书
基础书目确定后， 学会邀请各领域专
家学者组成复合型评选论证会专家队
伍， 经过初评、 复评、 终审三个环
节， 按人文社会科学类、 文学艺术
类、 科普生活类、 少儿类、 翻译类等
学科领域平衡比较， 最终每月评选出
10种入围图书， 力争实现优中选优。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大众好书榜” （2014年3月）

书 名 作 者 出 版 社 出 版 时 间

改革开放口述史 欧阳淞、 高永中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易中天中华史： 百家争鸣 易中天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
汉字英雄 （第1季） 徐涛、 龚宇 商务印书馆 2014年1月
相遇 格非 译林出版社 2014年1月
中国生存启示录 梁晓声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贾大山小说精选集 贾大山 作家出版社 2014年1月
贝塔送你100条赠言 郑渊洁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年1月
最美最美的中国童话·传统节日篇 汉声杂志社 江苏美术出版社 2014年1月
既见君子： 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张定浩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 [美]丹尼尔·查莫维茨著， 刘夙译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