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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所谓伊
人， 在水一方”，
在时间之河的那
一端， 那些经典
的诗文和艺术，
彰显着生命的深
邃和人性的高
贵， 吸引着我们
一次次地去追溯
去探寻。

■少年的心
灵并不狭隘， 对
他们而言， 并没
有古典美和现代
美的差别， 并没
有中国文化与西
方文化的差别，
只有美与不美，
真与不真的差
别。

■语言， 最
不能卖关子； 一
卖关子， 就没有
真情， 也没有真
相了。

阅读：一种有效的
自我拯救

■张树伟

近日， 两个朋友读书的故事打动了笔
者。 一位是从教多年的教师， 决定从繁忙的
教学生活中抽出时间， 开始阅读， 而且不是
阅读那种如何教出好成绩、 如何上好一节课
的“宝典”。 一位是退休的校长， 开始阅读
教育哲学层面的书籍， 反思自己的教育实
践， 用书中的价值观重新厘定自己所取得的
“辉煌”。

在从教多年乃至取得世人眼中的很多成
就之后， 他们开始重新反思自己的“教育行
为”。 作为教育工作者， 他们在繁忙劳累的
工作中没有阅读相伴， 那种枯竭感是令人悲
伤的。 我们赋予教育那么多美好的使命和设
想， 但在现实中， 教育有时候又显得如此冰
凉。 以效率、 分数为导向的价值观引导着教
师成为教育生产中的一个环节。 当环环相扣
的教育“生产线” 不停息地运转， 任何想从
中挣脱的行动都会显得力不从心。

在这种背景下， 阅读意味着什么？
对他们个人而言， 阅读或许是一种警醒

和自我“拯救”， 他们要从习以为常的道路
中走出来， 寻找教育乃至个人生活的更多可
能性。 尽管其中包含着对自己往日的否定，
这一过程并不会顺利， 但他们将获得重新上
路的力量。 在长久的职业倦怠或者按部就班
的教育生活之后， 要想重新获得对教育的热
情， 必须让他们从内心产生服务他人、 改变
社会的想法， 从本源上认识教育的价值。 阅
读打开的就是这样一扇窗子。

尤为重要的是， 对有点僵化的教育本身
而言， 阅读也是一种软化， 一个机会。 我们
知道， 教育改革是整个社会的呼声， 而且随
着社会的进步， 人们对教育的期待也越来越
高， 但改革效果总难尽人意。 我们过于依赖
教育内部的改革， 使得改革成效大打折扣。
事实上， 教育改革需要来自社会的力量的推
动。 更多教师选择通过阅读来反思和提升自
己的教育实践， 对教育改革和社会发展而
言， 这将孕育可贵的合力。

一切都需要一个契机。 在中国取得辉煌
成就的30余年里， 教育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
初步的人力资源储备， 原来那种以效率为先
的教育模式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仅仅从
个人幸福观、 成功观的多元化来看， 那种教
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个人需求， 更何况社会
和国家的发展。 例如， 在未来， 国家需要新
的秩序以及尊重这种秩序生活的人， 比如法
治、 公平、 正义。 同时， 中国更需要以新的
面孔融入世界。 这就要求我们尊重世界文明
中那些共同遵守的秩序与价值观。 这些对教
育而言都是挑战， 这种挑战需要教育做出改
变。

一切改变都要从教育者本身起步， 不论
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迎接， 教育者都需要重
新上路。

蔡元培曾谈到教育独立的重要性。 他的
话启示我们， 教育必须先于时代和社会的发
展， 既要适应社会， 又要引领社会。 因此，
教育需要会集一大批头脑清醒和独立的教育
者， 他们要看到社会未来发展的趋向， 要呼
应地平线上的曙光。 我们知道， 一个只顾低
头教书的人是无法完成这种使命的。

没有什么比自由的阅读更能提供完成这
一切的思想资源和前进的力量。 阅读给教育
者更宽广和高远的视野， 在这之后， 他们可
以比较， 可以筛选， 找到自己的职业坐标，
完成个人素养的提升。 只有能够独立思考、
有现代素养的教师， 才能培养出能够独立思
考、 有现代素养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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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用经典夯实文化的河床

■特约撰稿 杜霞

开辟一条穿越古今的心灵通道
那些亘古的忧伤、 悲愁、 豪迈与

欢欣， 经由这条心灵通道， 在现时代
又获得了深挚而真切的回响

追溯起来， 那还是上个世纪90年代
初的一个午后。

其时， 王富仁教授还住在北师大的校
园里， 午睡醒来的时光， 外面喇叭里隐隐
传来的一曲二胡， 让他于恍惚蒙眬中蓦然
一惊， 不由得盘腿坐在床上， 垂首凝神谛
听。 他就那么一直听着， 直到二胡声止，
他还沉浸在那乐音里， 沉浸在那如泣如诉
的悠长里……正是这突如其来的午后琴
声， 触动了学者王富仁内心深处蛰伏已久
的古典情愫， 让他返归到屈原、 杜甫、 李
白们的世界， 重新吟咏起那些中学时代接
触过的经典古诗词……此后， 王富仁先生
关于古典诗词名篇的解读， 作为“旧诗新
解” 陆陆续续在 《名作欣赏》 杂志发表，
后经编辑整理于2003年结集出版， 名为
《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
典》。

在 《古老的回声》 中， 无论是对 《离
骚》 中“自我意识” 的深入探寻， 还是对
《蜀道难》 中语象、 文象与物象的敏锐捕
捉； 无论是在 《登幽州台歌》 中展开关于
时间与空间的追问， 还是对 《春晓》 中心
理情绪与情绪感受的把握……王富仁先生
都在努力开辟着一条通道， 那是一条穿越
古今的心灵通道， 那些亘古的忧伤、 悲
愁、 豪迈与欢欣， 经由这条心灵通道， 在
现时代又获得了深挚而真切的回响。 该书
出版后， 受到了广大一线教师的欢迎， 成
为“新教育实验教师专业阅读项目用书”。
魏智渊老师称其为“一本才华横溢的诗歌
鉴赏之作”。 他说本书的两大特点尤其打
动他： “一是作者对诗歌出色的感受力，
仿佛拥有了第三只眼， 诗歌的每一条‘叶
脉’， 都被看得清清楚楚。 二是作者在哲
学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功底， 将诗歌的兴
发感动之所由， 一丝一缕地清理出来， 令
人叹为观止。” 今年4月， 这本书被四川
人民出版社再版， 使我们有机会再次聆听
绵长、 优雅的古老回声。

“古典虽自爱， 今人已不弹”， 面对文
化日益碎片化、 快餐化的当下， 人们往往
会发出这样的感慨。 但毕竟还有些人， 他
们努力追寻着文化源头的活水， 小心翼翼
地开源通渠， 试图让文明的河道宽阔而绵

长， 王富仁先生就是这样的开渠人和引
渡者， 而这， 也正昭示了“经典” 的意
义和价值。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在
时间之河的那一端， 那些经典的诗文和
艺术， 彰显着生命的深邃和人性的高贵，
吸引着我们一次次地去追溯去探寻。

古老记忆深潜于精神血脉
大学学的是俄文专业， 但这并

不意味着我不喜欢中国古代文学经
典的美

杜霞： 《古老的回声》 可以说是由
一曲二胡声“意外” 牵引出来的文字，
让并非专注于古典文学研究的您， 有了
这样一次集中的关于“古典” 的表达。
记得早些时候您还出版过一本散文集
《蝉声与牛声》， 题目本身似乎也隐含着
对乡土生活的一份缅怀与眷恋， 那么您
是如何看待自己精神血脉里潜藏的这份
古老记忆呢？

王富仁： 我爱上文学， 是在中学的
时候， 那时受了鲁迅 《青年必读书》 的
影响， 读的更多是外国的小说和戏剧，
大学上的是外文系俄文专业， 从研究生
阶段开始， 又转学中国现代文学， 所以
我的古典文学知识是很浅薄的， 但这并
不意味着我就不喜欢或不会喜欢中国古
代文学， 不意味着我不会欣赏中国古代
文学经典的美。

在中学时， 我爱上中国古代文学，
是从买了一本龙榆生编的 《唐宋名家词
选》 开始的， 直到现在， 我还记得当时
读那些词作时如醉如痴的感觉， 感到特
别好的， 便背诵下来， 特别是其中所收
李煜、 李清照的词， 当时是首首都背的。
背诵最多的还是古代散文作品， 《古文
观止》 里的很多篇章， 像陶渊明的 《归
去来辞》、 李密的 《陈情表》、 杜牧的
《阿房宫赋》、 王勃的 《滕王阁序》、 刘禹
锡的 《陋室铭》、 苏轼的 《前赤壁赋》 等
等， 当时都能背诵。 那时我还买过 《千
家诗》 和 《唐诗三百首》 （喻守真编著
本）。 《千家诗》 中的诗， 几乎首首都能
背， 《唐诗三百首》 中的诗背得倒很少
（我不喜欢那个本子）。 在中学， 还读过
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的选本， 如王伯祥的
《史记选》， 余冠英的 《诗经选》， 马茂元
的 《乐府诗选》， 《李白诗选》、 《杜甫
诗选》 （谁选的， 忘记了） 等等， 《李
白诗选》 中的诗， 背得较多。

我高中时有一个朋友， 是我的同班
同学， 我爱外国文学， 他爱古典文学，

他能很流利地背诵白居易的 《长恨歌》，
我很羡慕他， 便专找较长的古诗来背，
所以像 《孔雀东南飞》、 《木兰辞》， 李
白的 《蜀道难》、 《将进酒》、 《梦游天
姥吟留别》， 杜甫的 《兵车行》， 白居易
的 《长恨歌》、 《琵琶行》， 张若虚的
《春江花月夜》 这些较长的古诗， 我都能
背得出。 屈原的 《离骚》 也曾背过， 但
没有全背下来。

读大学后， 学的是俄文， 但山东大
学外文系的学生也有一门必修课 《中国
古代文学作品选》， 这使我们这些外文系
的学生， 也能有一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
知识， 听说这是我们的校长成仿吾的指
示。 到了文化大革命， 我收藏的为数不
多的几本线装书， 包括 《史记菁华录》、
《金玉缘》、 《红楼梦》、 《聊斋志异》、
《四书五经》 等， 全让我父亲单位的造反
派给烧掉了， 但我也手抄了两本书， 一
本是王实甫的 《西厢记》， 一本是曹操等
注的 《十一家注孙子》。 书是从别人那里
借来的，那时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版这
些古代的书，所以决计抄了下来。

有些人总把“文革”毁灭文化的罪行
记在“五四”的账上，记在鲁迅的账上，这
是极其荒诞的。 我一生都崇拜鲁迅，重视

“五四”， 但也没有轻视过中国古代文化。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创造，哪个
时代的创造都是宝贵的，只扼杀别人的创
造而自己却没有任何有益创造的人在哪
个时代都是不值得尊敬的。

只有一方面的知识修养是不够的
在有限的时间中， 尽量将中外

古今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作品传授给
学生

杜霞：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 很多
专家学者都对全球化网络化语境下的

“母语危机” 表达了忧虑， 特别是对学校
教育中母语文化根脉缺失、 活力不足的
状况更为关注。 那么， 您认为当下这些
古代经典的阅读， 对重新恢复汉语魅力、
发展民族语言有怎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王富仁： “母语危机” 是经济大潮
带来的， 这个问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逐
渐得到解决。 在人的本性中， 母语永远
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 因为只有母语，
才是本我的。 人在最痛苦的时候， 就会
用母语呼唤自己的母亲。 对于一个人，
最亲切、 最美的语言是母语。 母语体现
的是本能， 外语的价值是在现实关系中
被感觉到的， 是一种有实际用途的语言。

母语和外语的这种关系是永远也不会变的。
变了， 说明一个人已经失去了自我。

但我们也必须意识到， 少年的心灵并
不狭隘， 狭隘的常常是我们这些成年人的
判断。 少年的心灵充满了向四面八方无限
展开的愿望， 所以不会拒绝任何形式的美，
任何新鲜的知识和新鲜的冲动。 我们甚至
可以说， 对于少年而言， 并没有古典美和
现代美的差别， 并没有中国文化与西方文
化的差别， 只有美与不美， 真与不真的差
别。 这些差别是在我们这些成年人的理性
判断中产生的， 是伴随着各种利益的考量
而做出的理性判断， 并且这些判断是因人
而异、 因时而异、 因环境条件而异的。

我认为， 对于语文教育， 首先应该区
分雅俗， 而不应区分中外和古今。 学生在
课堂上接受的是极其有限的， 在有限的时
间和空间中应该尽量将中外古今那些有永
恒价值的作品传授给他们， 使他们能够尽
快进入人类文化的一个更高境界， 而不要
老是在一个很低的层面徘徊。 中国古代的
诗词， 较之外国和中国现代的诗歌经典，
可能更少一点社会的理性精神， 却更多一
些直觉的、 自然的美感。 中国的方块字是
中国语言文字中所独有的， 它所能够达到
的美的境界也是西方拼音文字所无法达到
的， 因而也是一种不可替代的美。 在中小
学语文教育中， 它应该拥有一个特殊的地
位。 西方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 是只有到
大学阶段才便于接受的。

杜霞：《古老的回声》受到了一线教师的
欢迎，这和您长期以来对语文教育的热情关
注是分不开的，您曾经参与过语文新课标的
制订， 也主持过语文教材和课外读本的编
写，在这里，能否针对中小学经典文本的阅
读和教学，谈一谈您的方法和建议呢？

王富仁： 必须说明， 我的专业是现代
文学、 鲁迅研究， 古典文学的知识是很浅
薄的。 对于 《古老的回声》 中的这些文章，
很难说好。 如果说还不是一无是处， 那就
是我是立于与中小学语文教师平等的地位
上说话的， 说的是我的真实想法和看法，
没有卖关子。 语言， 最不能卖关子； 一卖
关子， 就没有真情， 也没有真相了。

关于中小学语文教学， 我前几天在广
州语文教育论坛上讲了下列几点意见： 1.
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是语文教学的唯一目的；
2.经典性是语文教材的主要特征； 3.教师是
语文课堂教学的永久性主体； 4.文本的欣
赏和分析是语文教学的主要内容； 5.学生
精神世界的丰富化是学生成长和发展的主
要标志。

杜霞： 现阶段， 国学、 传统文化日益
受到重视， 而十年前， 您就在理论界提出
了“新国学” 概念， 倡导建立超越性价值
标准， 把传统的“国学” 概念延伸至现当
代， 将“参与中国社会的整体的存在与发
展的中国学术整体” 视为我们的“国学”。
“新国学” 的提出， 源于您对中国学术文化
在历史发展中的经验得失的反思， 源于建
构具有整体性、 独立性的“民族学术” 的
愿景， 更源于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找精神归
宿和文化家园的努力。 十年过去了， 在这
方面， 您是否又有新的思考？

王富仁： 我提出“新国学” 这个概念，
有一个基本的考虑， 即一个民族的文化，
总是有分工的。 文化越发展， 分工就越细
密。 但是， 职业有分工， 却不能陷入职业
的竞争。 所谓分工， 就是都有必要性， 都
有重要性， 不能用其中任何一个重要性，
完全取代其他的重要性。 在文学上， 有中
国古代文学， 有中国现当代文学， 有外国
文学， 我们的学生， 要有各方面的知识，
各方面的修养， 只有一个方面的知识和修
养是不够的。 用外国文学完全取代中国文
学， 不行； 用中国文学完全取代外国文学，
也不行。 不能总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外一
个极端。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
授， 文学博士， 艺术学博士后）

让中国孩子动起来

“千万不要超过我们美国！” 《动起来更
聪明： 运动改造大脑 （亲子版）》 一书作者、
哈佛大学医学院临床副教授约翰·瑞迪在新
书发布现场说： “中国儿童肥胖率击败了日
本和韩国， 高居世界第二位， 仅次于饱受肥
胖困扰的美国。 让中国孩子动起来刻不容
缓！” 瑞迪教授指出， 运动不仅能强健体魄，
还能锻炼大脑， 让孩子更聪明、 更乐观、 更
积极！

11月7日， 由湛庐文化与安踏儿童共同
主办的“《动起来更聪明： 运动改造大脑
（亲子版）》 新书发布会” 暨“2014中国儿
童运动状况研讨会” 在京举行。 中国青少年
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孙宏艳、 安踏
儿童事业部总经理叶忞等与约翰·瑞迪先生
一起对儿童运动教育问题进行了讨论。

孙宏艳认为， 现在孩子们的课业负担很
重， 大部分家长也都抱着“不情愿自己的孩
子被落下” 的心态， 明知体育运动的重要
性， 却选择忽略。 作为“湛庐乐跑人生系列
图书” 中的新成员， 《动起来更聪明： 运动
改造大脑 （亲子版）》 旨在帮助教育者更好
地理解运动与成长的关系， 引领更多的家长
带着孩子参与到运动中来。 （王珺）

王富仁，1941年生，山东高唐人，1967年毕业于山东大学
外文系， 曾在山东聊城四中任教，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成为新中国第一位现代文学博
士，此后在北师大执教多年，2003年6月，正式受聘为汕头大
学终身教授。 王富仁的主要学术研究方向为鲁迅研究、中国
左翼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鲁迅研
究会、中国闻一多研究会理事。 2005年提出“新国学”概念，倡
导确立中华文化学术的整体观念。

王富仁近照 李颖 摄

《云去云来》：林青霞笔下的情致世界
■缇妮

“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
章诒和以此为名为《云去云来》作序，“觉得
它与林青霞笔下情致有些贴近”，在章诒和
看来，林青霞“进入中年，息影多年，性格中
增添了沉稳、仁厚以及理性。 如今，她用文
字做出对自己一生的回顾，琐琐细细，实实
在在。 而这一切于她，十分珍贵，也十分不
易”。林青霞也欣然选“云去云来”作为新书
书名。

白先勇在序言中回忆了与林青霞几十
年的交往，并回忆起读林青霞第一本书《窗
里窗外》 时的感想，“你这本书给我最深的
感受是你对人的善良与温暖”。“‘真’与

‘善’是你这本书最可贵的特质，因此这本
书也很‘美’。 ”

日前， 林青霞送给自己六十岁的生日
礼物《云去云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 吸引了众多喜爱林青霞的影迷和读者
的追捧。

2004年，林青霞开始在《明报》和《南
方周末》等华文报刊开设专栏。《沧海一声
笑》是林青霞写的第一篇散文，看过这篇文
章的朋友都鼓励林青霞继续写作， 认为她
文笔清丽流畅。由此，开启了林青霞的写作
之路。 2010年，林青霞出版了第一本书《窗
里窗外》， 引起海峡两岸和香港很大轰动，
作家琼瑶称赞：“虽然知道林青霞一直在写
作，但没想到写得这么好。”此后，林青霞笔

耕不辍。
在自序中，林青霞特别提到，宋代词人

蒋捷的《听雨》是最适合她内心的写照。“‘少
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那些年在台
湾拍戏拍得火红火绿的。‘壮年听雨客舟
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立之年，孤身
在香港拍戏，一待就是十年，曾经试过，独
自守着窗儿，对着美丽绚烂的夜景，寂寞得
哭泣。‘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
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而今
真是鬓已星星也，到了耳顺之年，历尽人生
的甜酸苦辣、生离死别，接受了这些人生必
经的过程，心境渐能平和，如今能够看本好
书，与朋友交换写作心得，已然满足。 ”

对于这本在自己生日出版的书，林青霞

说：“人生很难有两个甲子，我唯一一个甲子的
岁月出了第二本书， 当是给自己的一份礼物，
也好跟大家分享我这一甲子的人、事、情。 ”

在新作《云去云来》中，林青霞写朋友，论
亲情，谈人生无常。 在众多回忆中，有一篇题
为《书》的文章，回忆自己与“书”的交往，“在
学校的时候，没有看课外读物的习惯，进入影
圈忙得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哪有时间看
书”。 作家曹又芳推荐的 《从已知中解脱》
和 《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 让她印象深刻；
结婚以后， 写文章以后， 林青霞读的书越来
越多， 家里的书也越来越多， “现在我的客
厅、 书房、 睡房、 洗手间和镜子上， 到处都
是‘字’， 与曾经一个中文字都找不到的公
寓大相径庭”。

她用文字做
出对自己一生
的回顾，琐琐细
细， 实实在在。
而这一切于她，
十分珍贵，也十
分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