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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张秋山 金天星 靳国丽

今年5月， 河北大学青年发展研究中
心以国内部分综合性大学在校学生为调查
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法， 对大学生当下的
阅读量 （包括纸质阅读和电子阅读）、 阅
读内容、 阅读心理以及影响阅读的原因等
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 本次调查共发
放问卷300份， 回收有效问卷298份。 调
查涉及理工、 文史各专业， 涉及大一学生
41人， 大二学生110人， 大三学生97人，
大四学生50人。 在样本性别构成中， 男
生131人， 女生167人。 生源城乡比为
165∶139， 其中家庭属于低收入户居多，
占被调查人数的 37.9% ， 高收入户占
10.4%， 中等收入户和较高收入户合占
51.67%。 最终经过调查执行、 问卷复核
和数据录入处理， 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定
性、 定量的分析， 以期真实反映大学生的
阅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现状：
浅阅读盛行， 兴趣至上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大学生平均一个
月 （4周） 的纸质阅读量大约为1.47本，
电子阅读量大约为1.92本， 二者相加一个
月也仅仅读书3.39本。 根据有关调查，
2011年我国人均读书仅4.3本， 远低于韩
国的11本， 法国的20本， 日本的40本，
以色列的64本。 我们的调查中大学生每
月阅读3.39本， 这样一年读书约40.68本，
虽然高于国家人均水平， 但是比起“读书
大国”， 我们的阅读仍是有欠缺的， 这让
我们拥有着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不得不
直面危机与尴尬。

此外， 大学生平均每天上网时间是
3.27小时， 而每天花费在纸质阅读上的时
间却只有1.58小时， 这表明大学生普遍上
网时间长， 读书时间少。 即便如此， 将上
网时间全部用于阅读的学生也仅占
3.69%， 大部分学生上网还是以看视频、
聊天、 打游戏为主。 调查数据还显示， 大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普遍缺乏良好的阅读计
划。 会按照计划好的时间和书目系统地阅
读的学生只占21.81%，有73.15%的学生读
书只是随便翻翻。大学生读书时间短、读书
数量少、读书无计划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从
调查结果看，认为自己阅读量“很少”、“少”
的人共占调查者的66.78%，这都说明当代
大学生普遍能够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
但又因为种种原因， 难以改变。

从阅读题材的选择与阅读内容上看，
大学生选择的课外读物主要集中在文学
历史类 （44.2%）、 考试专业类 （39.2%）
和娱乐类 （16.6%）。 同类调查中， 最喜
欢阅读文学、 经典名著的学生所占比例
最高， 分别为59.39%和42.62%。 这表明
博览群书已然成为大学生阅读的主流观
念， 读“精” 不如读“博”， 且大学生的
阅读兴趣还是集中在文学经典名著等作
品中， 文学的吸引力依旧强大。 相对于
许多专家、 学者由于信息时代到来对于
传统阅读冲击造成的阅读萧条和退化的
担忧， 此次调查显示出的大学生阅读品
味之高、 阅读兴趣之浓令人欣慰。 但是
随着数字阅读融入我们的生活且所占比
重增高， 我们看到大学生对于网络阅读
倾向于消遣化、 娱乐化趋势。 调查结果
显示， 阅读新闻、 娱乐等信息的比例明
显高于浏览学习资料的比例 （35.57%），
新颖性和参与性是网络阅读的特点， 这
种方便快捷的阅读对于需要凝神静思的
传统阅读构成威胁。

在被问到阅读最主要的目的时， 有
40.60%的学生表示阅读是为了满足兴趣
爱好， 25.17%的学生是为了提升个人素
质， 18.80%的学生阅读是受课业学习的
要求， 而跟随流行趋势、 将阅读视为娱乐
消遣的同学则分别为2.68%和 11.41% 。
在同类调查中， 认为阅读是一种享受、

可以充实生活的同学占71.81%， 而认
为阅读十分痛苦、 能不读就不读的同学
仅为1.34%。 以上数据都表明， 在课外
阅读中大多数学生的功利意识并不强，
将阅读视为提高考分、 获得学分的工具
的学生毕竟是少数， 大多数的学生还是
有着朴素的阅读动机， 即满足兴趣爱
好、 调节枯燥无味的学习生活、 获取专
业以外的知识以不断充实自己。 并且，
多数学生都能够将阅读视为一种享受而
非负担。 这就是说， 阅读精神尚存， 在
阅读过程中大学生能够获得情感上的充
实， 知识的力量， 生活的丰富。

在大学生阅读时主要采取哪种方式
进行阅读的调查中， 快速通读是大学生
的首选方式， 占45%； 而边读边做读书
笔记或批注的只占33%； 不做读书笔记
或批注 ， 甚至中途就放弃阅读的占
22%。 这样形成的阅读效果是能够全部
记住阅读内容的同学只有8.05%， 绝大
多数同学只能记住一小部分或者记住大
概。 当各种信息铺天盖地涌来时， 当微
博、 微信玩转大家的生活时， 很多大学
生也就迷失在其中。 大家急于知道， 而
不去了解。 喧嚣浮躁的社会让大学生也
变得飘飘然而少了知识的厚重。 那种细
心摘录、 长久品味、 相互交流的传统阅
读被大家所弃。 人们在快节奏的生活中
也把阅读当作了速溶品， 来不及细细咀
嚼就囫囵吞咽。

分析：
学校与家庭环境影响阅读

是什么影响着大学生的阅读？ 调查
显示， 在诸多原因中， 学校竟成了影响
阅读的最主要原因。 调查中有39.26%的
学生抱怨学校课程安排太满， 没有自己
自由支配的时间进行阅读。 29.86%的同
学认为学校图书馆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网络媒体的冲击、 缺乏教师引导和图书
价格偏高等成为相对次要的原因。 仅有
8.72%的学生认为社会上“读书无用”
等观点的影响导致学校缺乏读书氛围。

在我国， 大学主要通过专业的设置
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类考试来约束学生的
学习行为， 很多本科院校要求学生必须
拿到英语四级证书方可拿到学位证。 因
此很多学生不得不在各类考证与过级中
疲于奔命， 占用了大量时间， 这种求学
的盲目性导致许多大学生不会主动地探
寻心灵的需求， 追求个体生命的存在价
值， 对阅读这种能够提升自身修养、 使
人终身受益的事也就无暇顾及。 而且校
园内整体阅读气氛较为淡薄。 有57.72%
的学生认为目前大学校园的读书氛围一
般 ， 学生们都只是偶尔翻一翻书 ；
17.79%的学生认为学校的整体阅读风气
冷淡， 大家都不喜欢读书； 只有24.49%
的学生认为学校的阅读氛围浓厚， 阅读
现状良好。 由此可见， 大学作为现代社
会的一种特殊机构， 在纳人了市场化轨
道之后， 俨然从“知识殿堂” 摇身一变
成为了“教育工厂”， 使得大学在某种
程度上已经丧失了“大而学” 的人文理
念， 取而代之的是对金钱的盲目崇拜和
对自我成功的欲望膨胀。 这种不安定的、
追求速成的情绪导致了部分学生虽然对
阅读抱有兴趣， 但由于读书的功效不能
立竿见影， 迫使他们不得不把精力投入
到考高分、 拿文凭以及未来社会地位的
提升上， 而由此导致的人文素质低下、
价值观念淡漠等问题也就不足为奇。 此
外， 图书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教师
对学生的阅读缺乏引导， 以及自身缺乏
阅读习惯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让
阅读更多停留在想而不是做。

2011年 《我国按收入等级分城镇居
民家庭基本情况》 调查表显示， 最低收
入户和较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部年收入
是7819.44元和11751.28元。 中等收入

是15880.67-29058.92元， 较高收入是
39215.49元， 最高收入是64460.67元。
我们的调查中显示学生来自低收入户居
多， 占被调查人数的37.9%， 来自最高
收入户最少占10.4%， 而中等收入户和
较高收入户合占51.67%。 由于家庭情况
不同， 学生在阅读上呈现出较大差异。
来自最高收入户家庭的学生平均每人每
月阅读 （包含纸质阅读和数字阅读两
种） 4.29本， 来自较高收入户家庭的学
生平均每人每月阅读3.62本， 中等收入
家庭阅读3.29本， 而来自低收入户家庭
的学生每人每月只阅读2.93本。 而在就
每天纸质阅读花费时间的调查中却呈现
相反的结果。 低收入户家庭的学生平均
每人每天花费2.36小时阅读， 中等收入
家庭的学生平均每人每天花费2.19小时
阅读， 较高收入户家庭的学生平均每人
每天花费2.22小时， 而最高收入户家庭
的学生仅花费1.97小时。 贫困家庭的学
生读书时间长， 但是读书少， 而富裕家
庭的孩子读书时间短， 但是阅读量大。
这说明家庭情况制约着学生阅读状况，
贫困学生多进行的是传统的纸质阅读，
还是希望通过知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在造成自己阅读困难的自身原因的
调查中， 有25名同学选择的是自身功利
阅读心理严重， 而只有3名来自富裕家庭
的学生选择该项。 家庭的情况迫使学生
面对阅读有不同的心境， 相较于富裕家
庭学生拓展视野， 增加内涵的品味阅读，
贫困家庭的学生更多的是学习书本， 钻
研学科的应试阅读。 这样在大学中一些
来自贫困家庭的学生仍把学习成绩的高
低视为拿奖学金的重要砝码， 从而忽视
了兴趣阅读。

反思：
社会缺乏阅读文化是病因

在对阅读危机的关注中我们清楚地
认识到， 如今令人忧虑的不仅仅是“阅
读危机” 本身， 更是它背后所折射出的
人文危机、 精神危机。 而且， 这种危机
并非大学生单方面造成的， 单单问责大
学生是无法真正触及到危机根源的， 阅
读精神的回归也不能单靠大学生的一己
之力， 需要整个社会的正视与疗救。 要

知道， 在浮躁的社会情绪中， 对金钱的媚
俗、 对速成的向往已远远超出了对知识的
渴望、 对学问的崇拜。 被欲望的洪流裹
挟， 作为理应引导社会价值的大学精英亦
无法全身而退。 更何况在一夜成名的范式
下， 即使是在上世纪80年代、 90年代成长
起来的人亦对阅读这种“慢工出细活” 的
事意兴阑珊。 整个社会缺乏阅读文化， 这
才是阅读缺乏症的病因。

除此之外， 刚刚从基础教育体系中脱
离的大学生实际上还没有逃脱应试教育体
制的支配。 基础教育时代学校只重升学
率， 唯成绩论英雄。 在这种氛围的浸淫
下， 学生们坚信考高分、 读名牌才能扬名
立万， 又有多少学生能够重视精神成长与
自我熏陶？ 恐怕连能够自由支配时间的机
会都少得可怜。 而到了大学阶段， 尽管进
入了相比于过去相对轻松的状态， 学生们
却仍然要面对整个社会的竞争压力与生存
危机。 因此， 整个大学时代许多学生仍处
于过去那种为考试而学习、 读书的模式当
中， 学生的阅读需求也因此只停留在考试
辅导书、 专业教材上。 可以说， 应试教育
的荼毒严重导致了教育领域的文化缺氧，
岌岌可危的阅读精神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这
一背后推手。

有人说当代的大学校园里什么都不
缺， 有运动明星、 歌唱天才、 选美冠军，
还有花样翻新、 别具创意的求爱者甚至为
爱殉情者， 唯独缺少阅读的氛围， 缺少独
自徘徊在图书馆前的“书呆子”， 这一切
不得不令人深感忧怆。 当大学生不以读书
为乐， 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信仰的盲区、 精
神的枯泉。 所以我们对大学生阅读现状的
探讨， 也是为了找到问题症结之所在， 帮
助大学生重树阅读信念， 通过阅读文字打
开通往心灵世界的另一道门户， 改变他们
对世界观望的方向， 寻找其行动力的能量
来源。

（作者单位： 河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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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缺乏症，病因何在？
一项关于大学生阅读状况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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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甲午》从海权角度
重新审视历史

今年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
年， 人民出版社推出 《再见甲午》 一
书并于近日举行作者签售活动。 作者
许华是军内外著名的甲午战争与近代
海军史专家， 他认为， 甲午之战， 中
日两国的较量远在战场之外,但决定这
场战争命运的关键、 主导胜负走向的
则是中日海军战略思想及作战指导方
针的差异,其中核心问题是制海权的争
夺， “缺乏海权意识是这场战争留给
我们最大的教训。 即使很痛， 也要直

面历史并理性反思”。
与其他甲午题材的图书不同 ，

作者潜心研究近 30年， 站在海权理
论的高度 ， 对甲午战争进行外科手
术式的专业解剖与深刻的理性反思。
但书中没有鸿篇大论 ， 而是以一种
亲民的接地气的报告文学般的叙事
方式和平实流畅的语言 ， 客观从容
地讲述着甲午战争的来龙去脉 ， 即
使是中小学生阅读起来也并不吃力。

作者还从战场之外的中日两国在国
民意识、 对战争的态度、 海军的意志力
乃至文化和制度上所存在的差异进行了
细致的对比和深刻剖析,将其对甲午战
争的反思从战略战术层面延展至文化和

制度的层面。
走进甲午， 是为了走出甲午。 从这个

意义而言， 《再见甲午》 是一本历史书，
也是一本国人的教科书！

（却咏梅）

纪念孔子2565周年诞辰
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举行

为纪念孔子2565周年诞辰， 9月24日
至28日， 国际儒学联合会与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 中国孔子基金会将共同举办纪念
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系
列活动， 同时举行国际儒学联合会会员大
会， 选出新一届领导机构成员。

此次会议的主题为“儒学： 世界和平
与发展”， 下设儒学与当代经济和社会发
展、 儒学与当代文化的发展和不同文明的
对话、 儒学与当代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
儒学与生态环境保护、 儒学与世界和地区
和平等共8个子题， 将有来自5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300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
全国百位书画家作品展、 山东曲阜祭孔大
典等活动将同时进行。

据主办单位介绍， 为普及儒学思想，
特别是帮助青少年了解儒学， 由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儒学经典初级读本系列” 第一
批已全部出齐， 包括 《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四种。

（伊梅）

不安定的、
追求速成的氛
围导致了部分
学生虽然对阅
读抱有兴趣 ，
但由于读书的
功效不能立竿
见影， 迫使他
们不得不把精
力投入到考高
分、 拿文凭以
及未来社会地
位的提升上 ，
而由此导致的
人文素质低下、
价值观念淡漠
等问题也就不
足为奇。

大学：
与书相遇的地方

■陈开玖

长期在校园氛围内工作和生活， 就我参
与的一些读书会和古典哲学论坛来看， 能感
觉到人文社科类经典对高校学生的向光性。
求知和发展是人的本能之一， 无论是专业需
求的吸纳， 还是从内心出发求真解惑的探
索， 阅读都是成长的重要途径。

这是一位在校本科生的观察： “至少，
身边读过书的人和没读过的人区别很大， 主
要是精神气给人的感觉不一样。 我的室友有
创业梦想， 他是读过黑格尔的人， 他已经着
手去做了， 而且还能很敏锐地抓住商机； 另
一个同学， 只读过成功学， 只不过老是在鼓
励自己。” 经典阅读给人的底气， 可以行远。

就我自己的教学实践来看， 经典永远有
吸引力。 尤其是面向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和一
生都面临的问题， 譬如对爱、 家、 生命、 自
由、 死亡之类关键语词的探索， 总是能够唤
起人的兴趣和思考。 我曾跟不同学段 （中学
和大学研究生）、 不同国籍 （国际生） 的人
分享过张爱玲的短文 《爱》， 尤其是结尾：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 于千
万年之中， 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 没有早一
步， 也没有晚一步， 刚巧赶上了， 那也没有
别的话可说， 唯有轻轻地问一句： 噢， 你也
在这里吗？”

其中宏大的时空美感和相遇哲学观， 包
括文字的韵律感， 都颇能触动和吸引人， 引
发对张爱玲进一步阅读的兴趣， 和对“爱”
这一主题的讨论。 网络信息时代， 经典历经
时空考验， 历久弥新。 人在阅读中成长， 心
在文学中美化。

与其问阅读危机离大学有多远， 不如说
这个时代的阅读形式或者求知发展的生活形
式， 受到了怎样的分离？

在教师发展中心的活动中， 引入的外籍
教师也提出过困惑： 来选修的本科生不能按
照要求读完指定书目篇章， 没办法讨论和延
伸， 只好在课堂上带着学生读英文， 至少让
他们在英文学习方面算是有点收获吧。 我开
设过几年中国古代文学史的选修课， 从 《诗
经》 到 《红楼梦》 的中国语文之美， 也遭遇
了一开始的济济一堂到后来的人头寥寥。

这是在校本科生读书的真实情形描述：
“很少有完整读完某本书的， 首先会找人
问———这本书哪些章节需要看？ 我没有那么
多时间。 大学阶段那么多时间都去干什么了
呢？作业、实习、QQ、电影、游戏、恋爱……人
文学院这边稍稍好点， 但真正能读几本书的
也寥寥无几。 很多是一种表演性的阅读———
你看，我读书多，老师会觉得我是个好学生。”

阅读的吸引力， 如何才能成为一种持续
自觉的阅读行为？

“在推荐一本书的时候， 不能讲这本书
很好看， 而要说， 这本书对你的学习会有很
大帮助。” 这是来自大学生的建议。 好看是
美和真的维度， 属于个人体验， 除非推荐者
是绝对的权威才会被接纳； 有益实用， 则指
向为了个体的善， 显然更能吸引在校大学
生。 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不再轻易和直
接。 实用和技术理性至上的大学校园， 对教
师的阅读和推荐提出了新的要求。

92岁的院士站着作报告， 听课的大学生
趴着睡觉。 课堂的尴尬， 或许课堂之外的图
书馆、 各种读书会和论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化解。 图书馆提供自由寻觅合适的书的空
间， 而活动总是多少可以起到组织和引导的
作用， 明确主题的持续引领， 便造就了校园
读书的文化氛围， 形成了习惯。 “汉字听写
大会” 之类的热门电视节目， 也能给以活动
组织的启发。

我提倡的是读书读人读己。 在大学这个
阶段， 除了经典阅读的向光性， 人文阅读里
的传记也非常有吸引力。 亚当·斯密、 杜威、
维特根斯坦、 尼采、 梵高； 孔子、 老子、 庄
子、 李白、 杜甫、 苏轼、 李清照； 张爱玲、
周氏兄弟、 沈从文、 林徽因、 胡适、 梁漱
溟； 网络风云人物乔布斯、 马云……在古今
中外各个领域你都能够发现可以吸引你的部
分， 在他人生命成长史和运思史中， 在阅读
他人道路中， 你会看到世界， 看到一切可能
和局限， 发现自己， 发现什么是你所缺乏
的， 什么是你所想要的和你所应该珍视的。
这也是相遇， 有可能是穿越时空的相遇。

好的传记都有疗治功能。 但是， 传记只
是别人的生命地图， 作为读者， 未必能全然
发现适宜自己的林中路。 其人其事其时， 一
则不可复制和复原， 二则真相史实是做了
“过滤” 的。 但是， 作为读者， 由自我出发，
从阅读原本陌生人中的他者， 成为与己脉动
相连接的你， 我面前的你。 你便在一个个人
的生命历程中， 阅读到自己， 在相似体验的
阅读中， 疗愈了人世间旅途中的伤害， 并且
获得更深远辽阔的理解和底气， 继续前行。
传记阅读也可能带动了读者自传的写作。

大学本是人一生中非常美好的时间和
空间， 阔朗优美的校园， 充沛的学习资源，
一生的同道者， 包括知行的启迪者， 大多
有可能在这个阶段遇见， 在阅读中发现和
生长自己， 发现属于你的关键语词， 在读
书中走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