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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全集》在京首发

适逢孙中山诞辰149周年之际，
近日，人民出版社主办的《孙中山全
集》新书首发式在北京中山堂举行。
该书被列为“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
规划项目， 由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
和孙中山、 宋庆龄研究的尚明轩先
生担纲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

史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单
位的八位近代史研究专家任编委。

《孙中山全集》 在前人研究成果
的基础上，采用“百衲本”的方式，比
较参证，加工整理，同时吸收近些年
来中外各界人士最新研究成果，并增
加了外文著述和题词遗墨两大类，共

收集整理稿件11500余篇， 计10106
千字，以期能为读者提供一部全面反
映孙中山政治思想文化的全集。 在编
排方式上， 本全集按文体性质分类，
按时间顺序编次， 按类别和字数列
卷，历时六载艰苦努力，终于以16卷
本的规模圆满成书。 （子依）

阅读现场

报眼态度

阅读就是
寻找自己的过程

■邱磊

阅读是做什么的？ 回答这个貌似简
单的问题， 却并不容易。 没有阅读， 教
师照样可以把书教好， 学生依然足以炼
成学霸。 以教育者而言， 我们的阅读，
或始于“上有所好” 的投机心理， 以便
日后好攀登； 或装点门面， 附庸风雅；
又或检索资源， 寻章摘句， 为论文寻找
佐证， 为教学积累素材。 阅读的工具化
和收益率亦即一个“利” 字， 成为了阅
读人 （区别于“读书人”） 的某种初
衷———尽管他们已经是教师群体中的
“少数派”。

为一己之私利而阅读， 我并不反
对。 一者， 趋利避害， 乃人之天性， 凡
事都和天性相悖， 既非本意， 又扭捏造
作， “装” 的时间长了， 恐怕人会变得
虚伪； 二者， 从字源上看， “私” 与
“公”， 都带“厶” 部， 其本是一体， 无
私即无公， 且先私而后公， 这是常识。
违背常识的事， 即便掩盖、 粉饰， 又恐
终难持久。

但教育阅读，只止于私利，则气量未
免太小，格局也打不开。一个读书人总要
先过两个台阶：先让自己看清楚点，再让
身边人看清楚点。 能力越大，则这个“身
边人”的半径就越大，看得也自然越加清
澈明白。“看清楚点”，是我们真正开始触
摸教育的代名词。

但作为体制的受益者（乃至于守卫
者、捍卫者、继承者）的教师，自己在十几
年如一日之“伟光正”的教育下，是很难
发出“我看得不清楚吗”等诘问的，这就
好像柏拉图的洞穴隐喻， 众人的集体意
志让他们无比骄傲， 同时又异口同声地
痛斥那些可耻的“背叛者”。可奇妙的是，
阅读， 尤其是持续而深入的阅读———像
梭罗说得那样“不要总读一些轻松的东
西， 让我们的感官放荡或单调地度过余
生”，可以让我们获得不被继续糊弄的免
疫力，甚至还能透过层层的迷雾和伪饰，
去不断地聚焦和还原，谁是真理在握，谁
是“背叛者”，如在显影液下，高低立决，
真伪即判。 整个世界换了新颜，明亮、透
彻！

毫无疑问，书籍，尤其是那些经过一
个名为“时间”的裁判者之手，被苛刻地
筛滤后仍能存世的， 多多少少是有含金
量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作为一种教育
哲学和教育史的叙述， 不但告诉你自己
正在从事的意义和价值， 也暗示了脚尖
的朝向对不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 从宗教的角度讲清楚现代西方精
神、西方文明的内核和因果；《国富论》从
经济学的思维， 让我们重现审视工业化
背景下的现代教学制有多少有关“效率”
和“效果”的非理性悖论；达尔文的名著
《物种起源》，让“进化论”成了世界上最
伟大的一个假说。 我们宁愿相信它———
正是“进化”的力量让我们教育的存在和
努力产生意义， 而阅读恰是推动变革的
强大助力， 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合
一，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的转换，均得
益于此。

套用句流行语：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
史就是他的阅读史。 每一位读者在万千
本书籍的寻找过程中，开始时，会以为自
己是在与往圣先贤进行对话、碰撞，甚至
会为得到一点“心灵鸡汤”而欣喜半天，
但慢慢沉潜下去会发现，书中的人物、地
点、情节终有一天会在视线中渐渐模糊，
乃至彻底被背景溶没，相反，看得愈来愈
明晰、愈来愈透亮的，正是自己。

很多人爱在放下书本后，以“我从中
感悟到……” 作为小结的惯用语。 殊不
知，所谓“感悟”、“觉悟”的“悟”从字源本
身看，就是“心中见我”之意（比如“觉悟”
一词本是佛家用语，词拆半边，就是“见
吾”二字）。正是从别人的书中读到自己，
我们才有可能形成个人的教育立场和主
张；甚至在掩卷沉思之余，套用爱因斯坦
说的———忘记了书中曾经唠叨的点滴细
节，剩下的才是属于自己的。这种从学其
形，到悟其神，到物我两忘，到“精骛八
极，心游万仞”，让教育渐渐从大一统的
空洞模式中撕开了一道的缺口， 露出它
天生就有却被宰制得太久的“灵”与
“性”。我以为，教育阅读的在地性和生命
力， 永远是与教师在自我精神世界投射
中的“觉悟”相连的。

如果以诗文的逻辑来比， 我们很多
老师的阅读都做到了“起”（开始）、“承”
（经历）二字，但“转”（真味）与“合”（觉
悟）却鲜有问津，阅读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应是提供思考、提供样本、提供途径的
手段，而不是提供结论的万金油。无字之
处，方有真味，这应是值得铭记的。

我不知道对每一个人而言， 正确的
阅读书单应是什么，但“下”一本书的线
索，一定就藏在“这”一本书中。读书就是
寻找，只要找到了“对”的书，就等于找到
自己，找到一条通往光明的路。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
沙中学）

弋阳：阅读新生态的美丽“践行者”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弋阳， 一个江西省上饶市的小县
城，紧临信江，也是革命烈士方志敏的
家乡。那里无论是以佛、道、儒三教会
集之地而闻名的龟峰， 还是为纪念南
宋爱国英雄谢叠山而修建的叠山书
院， 都让人感受到浓厚的历史文化气
息。近日，在由弋阳教育体育局联合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的“弋阳
县全民阅读推进会暨大夏书系读书节
2015弋阳专场”上，我听到了三个真
实的读书故事：

原朱坑小学的陈彩红老师， 因为
喜欢读书，开始尝试写作。两年来，她
每天都写一篇教学心得或教育叙事，
至今撰写了15万字的教育随笔， 编印
了《花开的声音》和《彼岸》两本书。

在邵式平的家乡邵畈学校， 一位
刚从大学物理系毕业的女生考入了这
所全县最偏远的乡村中学任教， 业余
生活匮乏， 因为遇见了龟峰读书联盟
这个民间组织，她喜欢上了读书、写作
和文学，找到了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今年暑假， 她被送到了江西教育杂志
社跟班学习， 现在又被借到了省教育
厅教研室，她就是程璐老师。

第三个故事的主人公是中畈小学
一位即将退休的“年轻”老师吴惠英，
说她年轻，是因为熟悉她的人都知道，
这位对读书充满热情和锐气的50多岁
的老师，看起来好像还不到40岁。在今
年七月的读书演讲海选中， 她与90后
同台竞技； 在今年全国读书论坛志愿
者招募中，她率先报名、积极参与。同
事们笑着问她：“是什么让你这么自信
与年轻？”她说：“因为读书。”

其实， 她们只是弋阳龟峰读书联
盟的三位普通成员。这些年，弋阳教育
体育局大力推动书香校园建设和教师
专业化发展， 以内驱力唤醒教师的阅
读热情， 在学校中营造出浓烈的阅读
氛围，涌现了大量的读书人物和事迹，
并以校风影响家风、以家风影响民风，
带动了整个县域的全民阅读。

在推进会上， 上海市建平实验小
学朱煜老师和弋江镇二小洪玲老师进
行了名师课堂展示， 江苏省苏州第十
中学校长柳袁照、《教师月刊》 首席记

者编辑朱永通、 福建特级教师王木春
结合自己的阅读经历和教育教学实
践，分别作了《在文化涵养中实现师生
的成长与幸福》、《做幸福的好教师》、
《在一本书面前坐下来》 等专题讲座，
还就阅读推广、教育策略、教师的专业
发展等问题与现场的校长教师们进行
了深入交流。来自弋阳县、南昌市、德
兴市以及周边地区的校长和骨干教师
300多人参加，在一系列“头脑风暴”
中感悟着读书的美好和成长的喜悦。

用阅读改变教育生态

在弋阳县教体局局长方华的名片
背面印着三行字：“让弋阳的教育走专
业化发展的道路”、“让弋阳的孩子在
家门口享受良好的教育”、“让弋阳的
教育成为弋阳人的骄傲”，这是他的教
育梦想， 也是如今弋阳教育发展的三
个目标。在方华看来，教育的内容应该
是丰富的，但现在却很单一，只剩下考
评什么就做什么。实际上，我们既要考
虑教育的全面性（即所有学生而不是
个别尖子生），也要思考怎样让孩子们
在考试过程中获得他应该获得的东
西———教育就是让孩子寻找一个更好

的自我的过程。
在江西土生土长的方华告诉记

者，他当过教师、副校长、校长，之后做
了三年弋阳县城管局局长，2013年又
改任弋阳县教体局局长。从城管局局长
到教体局局长， 完全不相干的岗位，却
让他能够跳出教育圈，从一个更广阔的
视野来审视和思考教育，“经常有人说
社会对教育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其实应
该反思一下：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价值取
向出现了问题？为什么教育就不能帮助
社会？我们的教育是否应该从体制内找
原因，承担起本该承担的东西？”为此，
方华提出“氛围比制度更重要”， 他认
为，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就是靠人民的认
同和参与，要以满足学生、教师、人民群
众的需求为着眼点，通过广泛的家校合
作，营造教育发展的良好氛围，让教育
走向社会，也让社会了解教育、关注教
育，进而帮助和支持教育。

为了让弋阳教育走上专业化发展
之路， 弋阳教体局开展了大规模的教
师培训，努力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在
强力行政推进教师培训的同时， 更加
注重对教师专业提升的内驱力的激
发。本着自愿、自主、自由的原则，在全
县成立“教育梦·龟峰读书联盟”、“家
校合作协会”、“班主任工作协会”、“学
校心理咨询工作协会” 和“名师工作
室”五个民间组织，两年多来吸引了各
级各类教师近2000人参加， 占弋阳教
师总数的60%。 龟峰读书联盟还在各
学校建立了42个读书联盟分会， 其中
方志敏家乡漆工镇小学的“漆工笔
谈”、谢叠山故里叠山学校的“叠山论
教”、三县岭乡的“三县岭教育之声”等
读书分会做得有声有色。 青年教师们
参与联盟不仅提升了他们的专业素养
与能力，还让他们能广交朋友，联盟成
了青年教师生活、工作、学习的“另一
个家”，而青年教师反过来又成为联盟
的生力军和推进者。

提升内驱力唤醒读书意识

最近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读书会发
展论坛”上，作家周国平建议：“利用互联
网进行阅读新生态的构建以及推进，读书
会是个特别好的方式，因为读书会能够把
真正喜欢读书的人按照相同或者相近的
兴趣凝聚起来。”实际上，弋阳龟峰读书联
盟已经尝试了两年，他们建立了三大信息
交流平台：“读书联盟微信群”让大家交流
思想、“弋阳教育公众号”及时发布读书快
讯、在教育网站上开辟的读书论坛每天会
晒出会员的好文章，并且开展每周一美文
评选、每月一好书推荐、每季一诗文诵读、
每学期一次读书演讲比赛、 每半年一次

“叠山书院论坛”、 不定期开展读书采风、
诗词创作和摄影大赛等常态活动，从今年
10月份开始，还举行了“为你读诗系列活
动”，在校园里掀起了读诗热潮。

弋阳县教体局党委委员周克根是“教
育梦·龟峰读书联盟” 的组织者和主要负
责人，他告诉记者，读书是教师精神成长
和专业化发展的需要，成立这一组织的目
的之一， 就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把
我们与书本渐行渐远的脚步拉回，把日渐
淡漠的读书意识再次唤醒。周克根说，“现
在大家茶余饭后谈读书的多了，看书的多
了，读书氛围日渐浓厚，读书已经逐渐成
了我们教育系统的一种风气。”

如果说教师们已经从刚开始的不太
喜欢读书到爱上读书，那么如今他们更关
心怎么读和如何写的问题，推进会上，许多
老师都提到了关于读写的困惑。

“读书，最终是读自我———在别人的
书中发现自我、反思自己的生活，进而改
变自己的人生， 而真正的教师是能够给
学生提供知识之上的思想资源。”王木春
给爱读书的教师提了三个建议： 一是泛
读的书可以涉猎得广些， 哪怕是和自己
意见相反的书、 已经过旧的书都可以翻
翻，这样就有比较、知好坏，也许还能找

到兴趣点和特长。二是读旧书，正如著名
作家余华曾说：“经典作品对于我们并不
是意味着完美，而是忠诚。这里面或多或
少地存在着种种偏见和缺点， 但是绝对
没有欺骗， 无论是它的荣耀还是它的耻
辱，它都会和我们坦诚相见，让我们体验
到了思维的美好和感受的亲切， 我想经
典作品应该是我们经历的榜样。”三是把
读书与工作或个人生活结合起来， 促进
个人专业成长，让读书走进生活。

的确， 养成阅读的习惯实在受益无
穷。英国小说家毛姆在《为乐趣而读书》
中谈到：“很少有什么运动能让你在过了
盛年之后仍能从其中获得满足，同样，除
了打棋谱、填字谜外，很少有游戏能不需
要同伴而独自一个人赏玩。 养成阅读的
习惯等于为你自己筑起一个避难所，几
乎可以避开生命中所有的灾难。”

在文化涵养中实现师生成长

作为教体局局长，方华一直认为，局
域教育离不开区域文化， 文化是教育的
母乳。 此次全民阅读推进会特别邀请了

“诗性教育的先行者”、 江苏省苏州第十
中学校长柳袁照作主题演讲， 他从一幅
幅美丽的风景图片和他创作的一篇篇优
秀散文引发思考， 揭示诗性教育的十大
特质———“做一路有风景的教育”“做阳
光个个绽放的教育”“做能在静谧中坚守
的教育” 等， 让人们从另一个角度看教
育，更体会到风景无处不在，而好风景只
给善于思考、用心感悟的人呈现。

“我把行走看成一种阅读。” 柳袁照
除了喜欢诗、喜欢真、喜欢美，还喜欢仓
央嘉措、喜欢泰戈尔、喜欢史铁生，阅读、
行走、感悟、对话都是他的日常生活。他
坦言，校长不在乎具体做了什么事情，而
在于是否营造了一种什么氛围， 他时刻
记住陶行知的一句名言：“国家把整个学
校交给你，你要做整个的校长。”什么是

“整个的学校”？ 怎样才能做“整个的校
长”？那就是“气息”，在于办学的每一个

“细节”， 在每一个细节中呈现校长的教
育思想和办学理念。 校长关注的不是学
校特殊的某一天， 也不能仅仅是学校特
殊的某一个人，而是关注学校的“日常”
状态：校园的、课堂的、课程的等，让校园
时时笼罩诗意的气息。

柳袁照认为：“学校是教育人的地
方，决不应该是说教的地方。教育就是老
师寻找通往学生心灵最柔软的地方，在
那里种上善良的、诚实的、希望的、理想
的种子，沐浴风雨，长成参天大树。”

两天的推进会让教师们津津乐道，
更促使他们反思。 三县岭小学教师杨柳
说：“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追着我认为好
的教育者的脚步， 却不知道当我们把自
身变成优秀的时候，多一点魅力、多一点
认识、多一点方法、多一点思考，这样的
人走进教室， 发生的事都可以是教育。”
言语中流露出诗意和哲理，我想，这不仅
是杨柳老师的感悟， 也代表弋阳所有老
师的心声吧。

封面·案例

“书香中国万里行”走进河北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为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近
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指导、中
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等部门共同举办
的“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走进河北，
也揭开了河北省第三届惠民阅读周暨
2015年惠民书市的序幕。

本届惠民书市拿出600万元让利
读者，通过赠送、折扣、代金券发放等
方式， 对万余种图书和文化产品进行
展销。还开展了一系列全民阅读活动，
如送书“七进” 活动，“我为盲童读经
典”活动，全省范围内的书香机关、书
香校园、书香乡村等评选活动，以及招
募全民阅读活动志愿者走入山区、农
村、福利院等，旨在将大批优秀图书传
播到燕赵大地的每一个角落。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阎
晓宏表示， 开展全民阅读是加强文化
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提升国民素质、
建设文化强国的坚实基础。目前，全国
有400多个城市开展了独具特色的读
书节、读书月等活动，许多地方涌现出
一批“书香之城”“书香之家”“读书之
星”，国民阅读率逐年提高，建设书香
中国的热潮正在兴起。

启动仪式结束后，30多家媒体记
者深入到石家庄、沧州、衡水、唐山等地
的社区、学校、家庭、农家书屋等进行
“七进” 采访报道。 记者在庄火头村看
到，图书室整洁干净、图书种类丰富、借

阅管理有序。村长告诉记者，这个村是果
树生产专业村，技术含量比较高，通过读
书学习， 村民们提高了果树的栽培和管
理技术，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效益，还带动
了周边村的果品发展。 北沼村“农家书
屋”的图书管理员是一对爱读书的夫妇，
对图书管理特别用心， 对书屋里的图书
更是如数家珍：“名人传记和少儿图书最
受欢迎，比如《森林报》，好多人排队等着
借阅呢。 ”

“郭老师家的书房到底什么样？ ”
带着好奇心，记者来到了“书香家庭”郭
来湖的家。 今年67岁的郭来湖曾做过民
办教师、校长，退休后每天阅读不少于6
个小时，现藏书4500册。 长期自费订阅
《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等，并做了大
量的剪报和读书笔记，还写了《和青少
年学生谈读书与成才》一书。 他说自己
青少年时代为了多读书， 早起晚睡，每
天下午第二节课后，就排着长队到图书
馆登记借书……由此，养成了良好的读
书习惯。“时至今日， 一天不读书不看
报，生活就缺少了最大的意味。 ”面对当
下一些青少年学生淡于读书的现象，郭
来湖认为， 一所不重视阅读的学校，永
远不可能有真正的素质教育，我们的老
师应该起到以身示范的作用。

据介绍，“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自
2014年开展以来，已先后启动北京、青
岛、襄阳、贵州、福州、三门峡、苏州、太
原、深圳等站，以多种形式开展全民阅
读活动，收到积极反响。

最新书事

纪念陈垣先生诞辰135周年展开幕

近日，由国家图书馆、北京师范
大学、 江门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傲骨立天地 史学铸丰碑———纪念
陈垣先生诞辰135周年展在国家典
籍博物馆开幕。

陈垣（1880-1971），广东省江门
市蓬江区(原新会)人，二十世纪中国著
名历史学家、教育家，伟大的爱国主义

者。本次展览分为陈垣先生生平展览、藏
书专题、来往信札与名人评价三大板块。
采用展板说明文字、老照片、实物及小故
事的形式生动地再现了他在史学方面的
成就、 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和炽热的
爱国情怀。陈垣的《元也里可温考》、《元
西域人华化考》等经典著作均有展出。

陈垣先生一生挚爱读书，也是中

国近代的藏书大家。他摒弃了古代藏
书“重藏轻用”的秘藏方式，主张藏以
致用，不重收藏宋、元等版本，所藏书
主要以自己研究、 阅读使用为主，内
容涉及宗教、文学、历史等众多门类。
他生前曾立下遗嘱，所藏四万余册书
籍以及千余件书画文物等全部捐献
国家。 （肖聪）

第二届伯鸿书香奖鼓励读者读《论语》

记者日前从中华书局获悉，随
着“阅读《论语》经典书单50进20”投
票的正式结束，“第二届伯鸿书香奖
同一本书主题阅读活动” 宣布进入
第二阶段。该活动于今年8月19日正
式启动，本届活动主题为“阅读《论
语》”，共公布了“阅读《论语》经典书
单”初选图书50种。

据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尹涛介
绍 ， 第二阶段将开展四项活动 ：

“十大 《论语》 箴言” 评选， 先由专
家和评委投票选出100句 《论语》 箴
言， 再由全民票选出10句， 活动截
止日期为2015年12月10日； 以征集
个人阅读 《论语》 的感悟文字为主
题的“我读 《论语》” 微征文活动，
共设大奖3名及10名优秀奖； 十大
《论语》 书单 （20进10） 评选活动将
由读者对入选的20种图书投票， 并
于2016年3月进行评选， 最终产生十

大好书名单。 另外， 浙江桐乡还将
在中小学举办各种阅读活动。 同时，
寻找和表彰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
读推广方面成绩卓越的民间组织和
个人的“伯鸿书香组织 （个人） 奖”
正在接受自荐和推荐， 相关办法可
至中华书局官方网站了解。

第二届伯鸿书香奖由光明日报
社、人民网、桐乡市人民政府、中华书
局共同主办。 （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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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岁的退
休教师诸葛豪
（左三）酷爱读
书， 有次路过
弋阳二中举办
的书展， 看见
高三学生正在
翻看 《易经》，
他主动去给学
生们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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