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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少儿社推出名家精品系列

日前， 安徽少儿社推出一系列精品图书， 包括
“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获
奖作家精品书系”、“冰心奖获奖作家精品书系”、“金
麦田少儿国际获奖”丛书（第五辑）、“你好，小读者”
系列、“沈石溪动物小说”系列等。

其中，“你好，小读者”系列是儿童文学作家秦文
君献给小读者们一份特别的礼物， 秦文君将她近年
来与部分小读者的通信精心整理，以“你好，小读者”
系列的形式再次与孩子们见面。在新的系列中，变化
的是世界发展所带来的气息， 不变的是她对小读者
的深切关爱。 （柳洁）

破解与传统文化的时代隔膜
■赵伯陶

在旧时文人士大夫心目中，诗文一向
占据着不可动摇的正统地位，小说，特别
是白话章回小说一向难登大雅之堂。明末
冯梦龙重视市井文化，极大地提高了通俗
文学的历史地位。清初颇有商品经济头脑
的文人李渔也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市井文
化倡导者，他在《古本三国志序》开首即
云：“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
《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
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
《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王世贞
将《史记》、《庄子》与《水浒》、《西厢记》相
提并论，混同史部、子部、戏剧为一家，其
“宇宙四大奇书” 之谓有其逻辑的先天缺
陷，不伦不类，故不为世人瞩目。

冯梦龙（1574—1646），字犹龙，其“四
大奇书”专就章回小说而言，而且首为揭
橥，与明末文学潮流相顺应，就有了深入
人心的效果。大约因为《金瓶梅》一向被正
统文人视为“淫书”之故，所以自《红楼梦》
问世以后，清人曹雪芹的这部世情小说就
取《金瓶梅》而代之，从而有了明清小说四
大名著的说法。

阅读乐趣不仅来自情节

《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皆问世于元
末明初。前者讲史，虽多有虚构，却不乏人
生睿智与“义”的展示。后者属于英雄传
奇，痛恨贪官与官逼民反的主旨加之较为
接近下层民众生活的内容，无不勾画渲染
着市民心态。《西游记》 属于神魔小说，虽
不直接反映尘世生活，但其间浓重的市民
情趣却与社会息息相通。世情小说《金瓶
梅》 对于明代社会人欲横流赤裸裸的暴
露，揭示了商品经济冲击下市井各类人物
的心态， 在反映市井文化的广度与深度
上，前无古人。代《金瓶梅》而入围“四大”
的《红楼梦》也属于世情小说，但却非市井
文化所能涵盖。作为一部描写封建贵族家
庭衰亡史的不朽巨著，它具有封建末世百
科全书式的广博， 虽非为市井人物写心，
却在反映市民心态的内蕴上更深一层。

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
写道：“我们国民的学问， 大多数却实在靠
着小说， 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
文。虽是崇奉关岳的大人先生们，倘问他心
目中的这两位‘武圣’的仪表，怕总不免是
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
生，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脊梁上还插着
四张尖角旗。”在封建时代，小说中的四大
名著作为沟通士林文化与市井文化的媒
介， 作用非凡。 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今
天， 四大名著也有其不可忽视的摆渡或桥
梁功能。

上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大潮席
卷出版界，上百家出版社竞相出版早已无
版权归属的四大名著， 书籍装帧各有千
秋，但校勘质量却大多乏善可陈。至于充
分为读者着想而详加注释者，更属凤毛麟
角。除《三国演义》行文半文半白，与现代
白话文有所差异外，其他三部小说几乎没
有语言障碍，现代人极易读懂。即使阅读
《三国演义》，若非字斟句酌、认真品味，一
览之下也能对其内容情节的理解把握八
九不离十。

就此而论，为四部白话小说详加注释

似无关紧要。 然而包括市井文化与士林文
化在内的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毕竟有一定
的时代隔膜， 举凡小说中所涉及的舆地山
川、风俗人情、典章制度、名物掌故，皆有加
以诠释的必要，否则于小说文本不求甚解，
囫囵吞枣，只求读懂故事，不计传统文化的
正确继承与弘扬问题， 阅读的真正乐趣也
就丧失殆尽了。

引经据典之处别有洞天

小说中人物对话常引经据典， 读者若
明其出处， 对于深刻理解人物形象塑造不
可或缺。比如《三国演义》第五十六回曹操
大宴铜雀台， 曾有一段自明心迹之语：“或
见孤权重，妄相忖度，疑孤有异心，此大谬
也。孤常念孔子称文王之至德，此言耿耿在
心。” 孔子称誉周文王之语见于《论语·泰
伯》：“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
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小说中曹操的这一席
话当本于其《让县自明本志令》：“齐桓、晋
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
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
事小也。”看似谦逊大度，实则暴露了他令
儿子篡汉的野心。《三国志》卷一《武帝纪》，
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曰：“夏侯惇谓王
曰：‘天下咸知汉祚已尽，异代方起。自古已
来，能除民害为百姓所归者，即民主也。今
殿下即戎三十馀年，功德著于黎庶，为天下
所依归，应天顺民，复何疑哉！’王曰：‘施于
有政，是亦为政。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

矣。’” 意谓自己当效法周文王让自己儿子
代商殷为帝，不代汉为天子，而让儿子为帝
王。清中叶性灵派诗人张问陶有五律《魏家
营》，其首、颔两联云：“竟学文王死，奇奸到
魏公。功多宜霸王，才大亦英雄。”所吟咏的
也是曹操的奸雄本色。

而为《红楼梦》作注，难度似超过其他
三部小说，这不仅由于“红学”在中国早已
成为“显学”，而且其间涉及诸多研究者的
恩恩怨怨，“剪不断，理还乱”，聚讼纷纭，莫
衷一是。小说中大量的诗词曲赋，不像《西
游记》作者为有意炫才之作，其内容往往草
蛇灰线，与人物的性格命运息息相关，这引
发了部分学者红楼探佚的极大兴趣。 特别
是作者有意含蓄或无心的疏漏处， 都可能
令为《红楼梦》作注者左支右绌。

如明清科举称“大比”，一般指的是乡
试。《明史·选举二》：“三年大比， 以诸生试
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清史稿·
选举三》：“三年大比，试诸生于直省，曰乡
试， 中式者为举人。” 记述文字大同小异。
《红楼梦》第一回写甄士隐于八月中秋资助
贾雨村白银五十两并冬衣两套进京，并说：

“且喜明岁正当大比，兄宜作速入都，春闱
一捷，方不负兄之所学。其盘费馀事，弟自
代为处置，亦不枉兄之谬识矣！”第二回又
写道：“原来雨村因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
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 大比之期， 十分得
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县太
爷。”小说中所谓“大比”显然指的是京师礼
部会试与殿试，否则绝无“春闱一捷”与“中
了进士”之说。然而贾雨村并没有直接赴京
参加会试的资格， 小说第一回已有交代：

“这士隐正在痴想，忽见隔壁葫芦庙内寄居
的一个穷儒，姓贾名化、表字时飞、别号雨
村的走来。这贾雨村原系湖州人氏，也是诗
书仕宦之族。因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
已尽，人口衰丧，只剩得他一身一口，在家
乡无益，因进京求取功名，再整基业。自前
岁来此，又淹蹇住了，暂寄庙中安身，每日
卖字作文为生，故士隐常与他交接。”从这
段描写判断，贾雨村既非举人，也非贡生或
监生， 而且他只能参与浙江乡试方有中举
的可能，不会直接到京师参加顺天乡试。况
且直省乡试之前须有科试或录遗等“预备
试”， 不通过连参加乡试的资格都没有。如
此而论，贾雨村的仕进之路未免“捷达”，这
或许是作者特意为这位热衷者量身打造的
仕履，然而今人为“大比”作注，就需要斟酌
再三，且不免大费周章。

“读懂”之后才能“打通”

综合上述可知， 读者如果不想仅止步
于对小说故事情节的大致了解， 而是真正

“读懂”小说所涉及的传统文化内容，没有
注释的小说白文文本显然已经难以满足日
益苛求的图书市场的需要。 中央编译出版
社推出的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校注本，
实为功德无量的选题策划。以《红楼梦》的
校注为例，是书校勘以“程乙本”为底本，参
校“程甲本”、“梦稿本”、“庚辰本”、“己卯
本”、“甲戌本”等，持择审慎，循序有法。小
说中所涉及的古代建筑、服饰、官制、医卜
星象乃至琴棋书画等文化皆有探本求源的
详注，对于小说中出现的诗词曲赋、酒令谜
语等，疏通文义而外，还要揭示其隐义。古
籍数字化的进程对于今天的注家无疑如虎
添翼，裴效维先生在《校注前言》已提及《中
国古典数字工程》对于他注释《红楼梦》的
巨大帮助作用，文本于“读懂”之后，“打通”
竟也不难了。

今以校注者对于小说第二回“那年周
岁时，政老爷试他将来的志向，便将世上所
有的东西摆了无数叫他抓” 一段话的注释
为例：抓———即“抓周”，亦作“试儿”、“试
周”。旧俗于婴儿满周岁时，父母摆列各种
小件器物，任其抓取，以测试其秉性、智愚、
志趣。此俗始于江南，后亦传到北方，事见
北朝周·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江南风
俗，儿生一期（年），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
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线），并加饮
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
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宋赵彦卫
《云麓漫钞》卷二也有相同记载）又宋·叶真
《爱日斋丛钞》卷一：“《玉壶野史》记曹武惠
王（曹彬）始生周晬日，父母以百玩之具罗
于席，观其所取，武惠王左手提干戈，右手
提俎豆，斯须取一印，馀无所视。曹，真定人。
江南遗俗乃在此（指真定），今俗谓试周是
也。裴先生注释之认真详细可见一斑。试儿
风俗至清盛传不衰，“提戈取印” 更成为有
关诗歌所必用的掌故。清沈德潜《清诗别裁
集》卷一九选录吴廷桢《试儿行为为天标令
子赋》，中有句云：“诸馀玩好不挂眼，岂羡取
印提戈殳。”后有评云：“提戈取印，试儿诗中
所必用也。此以撇为用，便不觉其陈陈。”

对古代小说详细完备并准确精审的注
释可给予读者以启发， 中国古典文学四大
名著校注本就是这样一套有益于广大读者
的读本。

（作者单位： 中国艺术研究院）

推动“书香”
“卡”在哪儿了？

■张以瑾

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感慨， 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国
人更善于用精炼的语言表达复杂的意思。 比如“书
香”这个词，它至少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是对书的总
体性认识和评价，二是对阅读体验的移觉性表达，三
是对人与书之关系的诗意向往。

正是因为有着如此内涵，“书香” 吸附了越来越
多的认同与共识———个人与群体、学校与家庭、民间
与官方，无不对其怀有好感和希冀。从“书香人生”，
到“书香校园”，到“书香家庭”、“书香社区”、“书香城
市”，再到如今的“书香社会”，这种扩展之势似乎预
示着一个“全民阅读”时代的到来。

但是，当词语或概念越流行的时候，我们越要警惕
其内涵的“流失”。人人都在说“书香”，如果没有对应人
人都在读书的事实， 那我们就要反思这种表达的有效
性。很多人都觉得，国人喜欢喊口号，并将其归咎于形
式主义。其实，许多口号当初也是很实在的，只是在流
传过程中越来越空泛， 最后只剩下一个徒有其表的话
语“空壳”。由此可见，很多形式主义并非是某些人故意
为之，而是“走得远了，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

出于工作之便， 我这几年走访了全国各地上百
所学校，一直在观察教育阅读状况。我发现，几乎每
所学校都认可“书香校园”这一提法，甚至将“建设书
香校园”作为学校特色项目或总体目标。然而，相对
于重视和投入程度， 大多数学校推动读书的成效并
不理想，以至于师生将阅读视为任务和负担。

从操作层面看，学校为建设“书香校园”也做了
不少事情，比如开个动员大会、成立读书会、制订读
书章程、开展读书活动等。但为什么效果不彰呢？很
多学校都有类似追问，但始终“卡”在这里，推动读书
的热情也就渐渐降温了。

原因其实是可以分析出来的。第一，推动读书不
能止于“官方意志”和行政推动，而是要上下齐动、内
外联动。校长说要读书，如果校长自己不爱读书，那
效果会打一半折扣。教师鼓动学生读书，如果教师自
己不带头，那效果又要打一半折扣。两番折下来，效
果可想而知了。其实，在读书这个事情上，外力推动
是有必要的，但最终要外有氛围，内有动机。第二，读
书还需要结合时代特点， 尤其是对知识要有总体的
感知和一定的研究，以及基于个体的经历、兴趣和需
求，进行系统的规划和设计。“书香”本身蕴含着古典
主义读书观，即读书能助人修身养性、正心明德、格
物致知，这前提又是传统典籍中知识结构相对简单，
且以道德性知识构成为主。 而近现代以来的社会直
至今天，无论是社会构成方式、生活方式，还是知识
结构，其多样性、复杂性都远远超过古典时代，知识
的总量和分类更是蔚为大观。单一个“修身养性”，已
经无法涵盖或提示我们与书的关系。

在我有限的观察中， 也发现了一些在读书方法
上颇有建树的读书推动人。比如，人文、社科类书籍
通吃，善于作批注、写书评，带年轻教师一起读书交
流、 学以致用的凌宗伟校长； 长期研究小学文学阅
读，自编课程，带着全班孩子“热读”莫言、冯骥才等
文学大家的刘发建老师；长期研究和实践儿童阅读，
并分年级总结出阅读书目和方法的常丽华老师……
从这几位阅读推广人身上不难看出， 他们都把阅读
作为自己的一项研究，比如集中某个领域，关注某个
群体，针对问题或主题，分门别类，设计体系。尤其重
要的是，他们不仅研究文本，而且研究人，进而探索
人与文本“结合”的方法和策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
实际上是把阅读开发为帮助人成长的台阶， 自己在
拾级而上的同时，也带动更多人一起往上走，最终把
推动阅读变成自然发生的事情。

“书香校园”喊了这么多年，也许早该进行这样
的总结和反思， 不然我们很可能不知道接下来的路
怎么走。今天，国家倡导建设“书香社会”，推动阅读
的“势能”又大了许多。但愿有更多心怀热情、脚踏实
地、机智灵活的人，为阅读事业贡献更多的“动能”。
唯有如此，“全民阅读”才可希冀。

封面·话题

最新书事

历史的魅力悄然绽放
■王银

班上一个爱看书的小女孩午间阅读
时， 时不时发出欢笑声， 引得全班人莫
名其妙地看她， 她却一直在书的世界里
浑然不觉。 连续几天都是这样， 什么书
如此精彩？

出于好奇，我向小姑娘借来一读。《汤
小团———东周列国卷》，一套八本。 这是一
部讲述中国历史故事的书籍吗？ 就我们的
教学经验而言，对历史感兴趣的一般男孩
子居多，而且还是高年级的学生。 近几年
我校举行的“跳蚤书市”，低年级神话、童
话之类的书往往热卖，中高年级孩子的选
择偏向《草房子》、《窗边的小豆豆》之类文
学性强的书籍。 到最后，总是许多历史故
事类的书无人问津。

什么原因使孩子们不爱读、读不进历
史呢？我找来一本小学中段彩绘版的《中
华上下五千年》试读,该书第二页讲山顶
洞人时这样描述：“1933年，在北京龙骨山
山顶的洞穴中，科学家发现了山顶洞人的
化石。根据碳-14测定，山顶洞人活动在距

今约三万年前， 是有别于猿人的新人”。我
们成人看了这样的描写，都会觉得这是一
个枯燥乏味的记载。对于孩子而言，即使插
入了大量的彩图也无济于事。再试读教室
读书角一本儿童拼音版彩绘本《史记故事》
里《卧薪尝胆》的故事：“春秋末期，长江下
游有两个相邻的国家，一个是吴国，一个是
越国。吴国得到晋国的帮助，越国得到楚国
的帮助。两国交兵，吴被打败，吴王负伤而
死，从此两国结下仇怨……”这本书的语言
较之上一本少了严肃古板，然而平铺未改。
小学生们感性、活泼、天真，更喜欢将自己
徜徉在童话、神话、传说、精灵古怪或奇幻
惊险刺激的世界里。

难道孩子们真的不喜欢历史或与历
史相关联的故事？ 课间，我听到三年级的
孩子们在争论最近热播剧《武则天》中的
武媚娘是好是坏时，个个喋喋不休，面红
耳赤。 小学生原来也能有热度地对一个特
殊的历史人物进行评论、争议，为什么？ 因
为有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剧情支撑。

一直以来，我们似乎未曾以孩子的视
角好好地讲述历史。《汤小团》也涉及到了

历史故事，为什么却能不被排斥，成功俘
获孩子的心呢？

打开这套书，首先映入孩子眼帘的是
主人公汤小团，爱看书，调皮捣蛋。 这样一
个如我们生活中的人物一出场，孩子们自
然会期待在一个同龄人身上究竟会发生
怎样的故事？

《汤小团》貌似不讲历史，而是讲汤小
团和他的伙伴们误入一间书屋，遇到老板
后掉进书里， 发生了一系列的冒险故事。
读者的乐趣紧随汤小团们步步升级。 最后
汤小团和伙伴们找回天子剑，保护了《东
周列国志》里所有的故事。 书里书外，最初
薄薄的《东周列国志》，就在大家不知不觉
中变得丰厚起来———

“故事结束了，故事也刚刚开始。”他们
得到天子剑，但并不能完全封印书魔。这时
作者谷清平女士来了一个意犹未尽的暗示，
汤小团的爸爸妈妈还被困在书里，不能救回
来， 因为天子剑仅仅是七把钥匙中的一把。
那么汤小团的爸爸妈妈后来怎样了？有没有
被救回来呢？合上最后一本《汤小团》，孩子
的胃口又一次被吊起来……

这套书整体采用穿越时空的创作手法，
“歪打正着”地“巧取”孩子的阅读兴趣。 两条
线索交织，悄然运行。 保卫书的世界，营救主
人公汤小团爸爸妈妈，历史故事暗藏其中。 一
个个鲜活的人物，如周幽王、褒姒、郑庄公、公
子小白、廉颇……你不得不在脑际留有印记，
孩子在阅读中情不自禁“中毒”，到最后会不
再排斥历史，甚或历史趣味由此而生。

如果说剧情可以拴住三年级孩子去看历
史人物武则天，那么惊险、刺激的故事情节同
样可以让《汤小团———东周列国志》潜入儿童
的内心世界。 兴趣起因不在历史，好好说冒险
故事，置身其中，历史的魅力便悄然绽放……

（作者系江苏省如东县丰利小学教师）

中国绘本馆年会探讨童书推广

由米萝绘本馆、 我爱绘本馆、 北京第二书房主
办，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协办的2015年中国绘本馆年
会日前在京召开。海飞、方素珍、余治莹等专家围绕

“阅读推广”、“行业交流”、“经营管理”等话题展开讨
论。其中方素珍结合自己多年的创作经验分享了“绘
本的幕前与幕后”，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副总编辑许国
萍以国粹经典系列图画书为案例， 展示了原创绘本
带来的视觉艺术。据了解，近年来，我国绘本馆发展
迅速，独立经营的已达一万余家，已成为儿童阅读推
广的重要场所。 （伊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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