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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荐

阅读现场

那些读书的快乐和痛苦

■[日]东野圭吾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非常讨厌读书，
看到姐姐们读着什么世界儿童文学全集，
我觉得她们很蠢， 认为那种东西没什么意
思。那是电视机刚开始普及到家庭的时期，
我或许是开始远离印刷文字的第一代人。

“书是好东西哦。读书的时候就好像
自己变成了主角，兴奋激动、紧张刺激，
很有意思。 ”母亲常这样对我说。

“我不需要，我要走自己的路。”我如
是回答，端坐在黑白电视机前沉浸在《铁
臂阿童木》和《铁人28号》的世界里。

即便如此，在母亲的意识里，似乎早
已存在“读书的孩子是聪明的孩子”这样
一条定义， 她的第一次尝试让我至今难
以忘怀，是《佛兰德斯的狗》。 说实话，在
我看来，《佛兰德斯的狗》 一点意思都没
有，内容我现在已经忘光了，只记得那是
个可怜的少年带着他可怜的狗， 最终毫
无幸福可言地死去的故事。这样的内容，

说它“兴奋激动、紧张刺激”是不是有点
太勉强啦？

“什么玩意儿嘛， 书果然还是让人
心情沉重的东西。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之后，越来越讨厌读书。 母亲却没有放
弃，她似乎觉得，靠情节取胜的书如果
不合口味或许会产生负面效果，于是又
想到了伟人传记。

就这样，《伽利略传》 被选了出来，
它讲的是家喻户晓的伽利略的生平故
事。 故事从一场晚宴开始，少年伽利略
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晚宴，可四周全是
大人，令他觉得很无聊。他四处打量，寻
找有意思的事，结果看到了天花板上摆
动着的吊灯。最开始他只是心不在焉地
看，却渐渐地发现了一个特征———虽然
吊灯摇摆的幅度越来越小，但完成一次
摇摆的时间却没有变。 这就是“单摆的
等时性”， 当时的他竟凭借自己的脉搏
作出了确认。他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
现，便告诉了大人们，却没有得到重视。

于是， 少年伽利略为雪耻而努力学习，
成为了一名科学家，发现并且证明了许
多物理定律，最后他终于开始公开支持
哥白尼的日心说。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
的感想是：科学真伟大。

不可否认，当时的这种思想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我以后的路。我开始抵触除
了算术（数学）和理科之外的所有科目，
觉得学习其他东西只不过是在白费脑
筋。我脑中的公式是这样的：科学伟大，
科学之外的学问狗屁不如，语文之类的
不学也无所谓，语文就是读书，所以不
读书也无所谓。 就这样，最终结果是我
更加坚定了拒绝读书的立场。

母亲因所有努力都白费而恼羞成
怒， 选择了同班主任商量这种简单直接
的手段。 那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老师好不容易给选了本书，一定要好好
读。 要是被问起有什么感想时你却回答
还没看，那妈妈也太没面子了。 ”把书交
到我手上时母亲这样说。 从那天开始，
《次郎物语》就端坐在我的书架当中。

翻开第一页看看还是可以的，但当
双眼开始追着那些文字跑时，痛苦便会
突然间袭来。 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读才
读，只不过出于义务而已，所以并没有
坚持的理由。 把书放回书架时，我的心
中只剩下对书的憎恶。为什么世上会有
这种东西呢？ 我咬牙切齿。

但更大的不幸笼罩了我。 班主任为
有家长就读书的事找她商量而自我感觉
良好， 竟把我的名字加进了班里几个同
学参加了的读书感想征文比赛的名单。
这样一来， 我就必须在暑假期间读完指
定图书，还要写读后感。那本指定的书是
《大藏永常》， 是一个在农业政策方面功
绩颇丰的人物的传记， 不用指望书里会
出现惊悚、推理或者幽默的故事，这本书
怎么看都是教育委员会青睐的那种。

看到这个书名就渐渐没了兴趣，看
完第一页我就已经绝望了，从第二页开
始几乎是哭着看完的。这本书我没能读
到最后，读后感也只是将看过的内容概
括一番，最后加一句“对不起，我没能看
完”， 以期得到谅解。 班主任什么都没
说， 但只有我的作文没被送去参加比
赛。 母亲至此也终于想通了，决定面对
儿子讨厌读书这一事实。

可出乎意料的是，事情竟然出现了一
百八十度的转折。那是在我进高中之后不
久。 大姐带回来一本硬皮封面的书，书名
为《阿基米德借刀杀人》，是一个叫小峰元
的人写的，还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 接触
到久违的书这玩意儿， 我的头又晕了起
来，但这本书我却真读得下去。至于原因，
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 是一时兴起呢，还
是着了魔呢？总之当时我的行为无法靠道
理去解释。 而且还不仅仅是读得下去，我
竟然将它读完了。 故事本身并不长，我却
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最后整个故事在脑
子里都变成了一团糨糊，但总之还是读完
了。对于在那之前不管多么有趣的书也只
能看个一两页的我来说，这几乎可以称得
上是一起意外事故了。

推理小说还真的可以啊———那时我
第一次有了这种想法。或许也算是理所当
然吧，因为一直与读书无缘，在那之前我
从未接触过推理小说。那时二姐早已是松
本清张的书迷，但我只以为她在读什么无
聊的书，完全没有兴趣。

我想知道二姐还有其他什么书，于是
看了看她的书架，最终视线停在了松本清
张的《高中生杀人事件》上。这次我只花三
天就读完了，拿起来就放不下，一直缩在
被窝里翻书这种事， 我还是生平头一次。
比起书中的内容，自己竟有如此举动这一
点更令我兴奋。

接下来我读了《点与线》，还读了《零的
焦点》，全都是一气呵成，爽快至极。 一看到
铅字就头痛的过往变得那样不真实。很快我
开始关注起其他作家的作品，到最后终于也
开始自己掏钱买起书来。推理小说究竟哪里
吸引我，那个时候的我还不太明白。

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我忽然产生了
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也不知是胆大妄为还
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竟生出写推理小说的
念头。不过当初我沉迷于怪兽电影的时候
也曾想着要当电影导演，因此对创作故事
这件事本身我其实并不讨厌。

我在学校附近的文具店买了一本最
厚的B5笔记本，从那天开始就写了起来。
很遗憾， 具体日期已经不记得了，但肯定
是高中一年级的一月份。 书房是和姐姐
们共用的， 为了不让她们发现， 我着实
下了一番功夫。 我就这样一天不落、 一
点一点地写了下去。

童蒙养正，少年养志
■楼宇烈

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
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研究”家庭教育课题组组织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知识用书”（24册）， 可以
说是目前一套对幼儿、 青少年普及和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读本。

这套书以传统蒙学读本《三字经》
为幼儿启蒙教育的内容， 以传统蒙学
读本《弟子规》、《千字文》为小学生养
正教育的内容， 以儒学经典四书中的
《论语（选句）》、《孟子（选句）》为初中
生养志教育的内容， 这样的选择也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在与编者交流时，曾对把《三字
经》 作为幼儿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提
出过疑问。编者说，是希望幼儿教育能
结合亲子教育，让父母与孩子、老师与
学生一起来学。如果真能这样来做，我
觉得用《三字经》来做幼儿启蒙教育是
很好的选择， 因为现在许多年轻的父
母和老师也需要传统文化方面的启蒙
和修养， 让他们与孩子们一起来读这
本丰富传统文化内容的读本， 那是多
么的有意义啊！

小学是孩子们各种生活习惯、言行

举止规范养成的重要时期， 也是打下学
习各类知识基础的时期。宋儒朱熹在《大
学章句序》 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人生八
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
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
乐、射御、书数之文。”书中以《弟子规》作
为小学一至三年级传统文化教育的教
材，是让孩子依据《弟子规》践行，而不是
背诵。而选择《千字文》作为小学四至六年
级传统文化教育的教材， 其中包含了丰
富的自然、社会、历史知识，可借鉴的修身
养性榜样和方法等等， 给孩子们了解传
统文化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孩子进入初中，这是人生志向开始
树立的时期。这套书以《论语》《孟子》选
句为初中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不仅
有古圣孔孟的谆谆教导，更有许多卓有
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艺
术家、思想家，以及那些普通人的实际
榜样去学习。 他们那些生动感人的事
迹， 激励着少年们要树立宏大高远的
志向， 并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地去做。

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
的重要一环， 更是青少年基础教育的
重要内容， 这套读本的出版必将对推
动全社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
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亲近母语点灯人行动走进绵阳
近日， 由亲近母语研究院主办的

大型公益活动“亲近母语点灯人行动
走进绵阳” 在四川省绵阳中学小岛英
才学校举行， 该活动旨在推广儿童经
典诵读。 由儿童阅读推广人薛瑞萍老
师和李丽老师担任学术主讲， 学术活

动分“经典诵读示范课例展示”与《做服
务儿童发展的经典诵读》 两部分专题讲
座进行，与会老师既看课例又听讲座，同
时还参与现场吟诵实践， 深受母语的熏
陶、经典的浸润。

（叶正国 姚爱萍）

《《我我的的晃晃荡荡的的青青春春》》封封面面（（局局部部））

先睹为快

童画绘出阅读梦
由北京市家庭阅读研究推广基地

主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中国
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承办的“画笔
下的阅读梦”———北京市中小学生公
益画展近日在京举行。

本次画展历时三个多月， 全市
200余所中小学参加了本次画展，提
交画作超过千余幅。 通过评审委员会
专家筛选， 挑选出了500幅作品进行

展出。这些作品围绕“阅读”“北京”的主
题进行设计和创作，孩子们用独特的创
意描绘着自己心中的美好梦想，抒发着
对阅读的热爱和祝福。

据了解， 此次所有参与活动的学
生每提交一幅绘画作品， 外研文化教
育基金就向中西部地区学校捐赠一本
读物。

（伊湄）

长期以来，东野圭吾以“日本推理大神”为人所熟知，但你是否知道他也曾有过晃荡的青春？差等生、考试作弊、不务正业、高考落榜、复
读等都是他青春期的标签。东野圭吾如何从一个痛恨读书的少年成为著名作家？是什么成就了他？这样的青葱岁月对人生成长又有着怎样
的意义？本版从他的新著《我的晃荡的青春》（南海出版公司）中选编了一个章节，读者或许从中能找到答案。

“三仁”理念
有仁德、 习仁术、 做仁人

弘扬“以仁存心，大医精诚”的人文精神，

培养具有“仁德之心、仁术之能、仁人之行”的

中医药人才，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建校60多年来的
不懈追求与最终目标。“仁德”就是培养学生崇

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品质；“仁术”，就是培

养学生掌握扎实的知识、精湛的技能，拥有求真

的科学精神和博爱的人文情怀；“仁人”即人的

全面发展，是“仁德”与“仁术”的高度统一。

“三仁”教育理念充分彰显了“精诚仁爱”的中

医文化特质，集中概括了学校人才培养的总目

标：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中医药事业发

展需求，富有科学素养、专业素质和中医人文精

神，具备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德术并举的“仁人”。

“精诚计划”
“精诚仁爱” 贯穿于人才培养全

过程
2007年，南京中医药大学“精诚计划”入选

国家教育部门首批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建设

项目，该项目将医学专业与人文素质教育、现代

教学与传统教学方式、理论知识教学与临床实践

技能培养、创新能力与临床思维能力相结合，将

“精诚仁爱”的文化特质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旨在培养理论基础扎实、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强、知识面宽、综合素质高的“精诚”大医。

这一改革与创新带动了全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

高，学生专业素质、辩证思维、创新能力及人

文底蕴全面提升。近三年来，南中医毕业生就

业率持续走高，学校连续两届成为“挑战杯”

发起高校，全国排名不断攀升，在全国医药院

校中位于领先地位。

以文化人
将“仁爱” 精神融入大学生的

血脉
文化是大学借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

血脉。以国家首批中医文化学科建设为龙头，南

京中医药大学注重挖掘中医文化学术内涵，并

将其转化为丰富的教育资源。学校开设了大批中

医文化类课程；已连续开展20余年的中医传统文
化系列讲座在校内引起“周五现象”的热潮。在周

仲瑛教授等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国医大师们的

带动和感召下，学校近年来还涌现了以全国师德

建设先进个人方泰惠等为代表的一批优秀教师；

以“月亮山守望者”陈晓明、“洋版黄飞鸿”温子进等

为代表的全国“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全国优秀青

年志愿者；以中国优秀红十字志愿服务队“农民健

康百村工程”为代表的优秀公益性社团……“医乃

仁术”的“仁爱”精神深深融入了南中医人的血脉。

健康学院
中医药人才培养缘于社会、 惠于

社会
中医“治未病”这一古老而又前沿的理

念，在当代社会越来越显现出独特的优势和魅

力。为适应社会发展对中医药人才的需求，南

京中医药大学与丰盛集团合作成立了国内首家

健康学院———“丰盛健康学院”，开创了集人才

培养、咨询服务、文化产业于一体的校企合

作服务社会新模式。学校积极探索与社会紧

密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中医养生保健、

健康管理等健康产业领域急需的高素质专门

人才的培养体系；面向其他专业的在校生，

开展健康管理实用技能培训，实施本科毕业

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制”，充分提高学

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同时，面向社

会开展养生康复、针灸推拿、营养食疗等实

用技能培训，累计已培养了五千多名社会实

用人才；学校还积极承办健康管理专题培训

课程，在较高层次传播中医文化理念与健康

知识，并与江苏城市频道 《万家灯火》 栏目

共同打造的 《健康大讲堂》，受到社会各界的

热烈欢迎。

跨越重洋
让世界开遍中医之花
早在1957年，南京中医药大学就接收了新中

国首批外国留学生；1993年与澳大利亚皇家墨尔
本理工大学共同创办中医学专业，首开我国与西

方正规大学合作开展中医学历教育之先河，在澳

洲产生巨大影响，并促成澳洲中医立法。目前，

学校与9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着广泛交流，并与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高校或学术团体及机构

建立了友好合作关系。通过国际交流合作，学校

积极弘扬中医药文化,扩大中医药在国际上的影
响。2010年，学校与合作多年的澳大利亚皇家墨
尔本理工大学 (RMIT) 共同创办全球首家中医孔
子学院，揭牌仪式上，时任国家领导人亲临现场

授牌，并将中医药学称为“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

钥匙”。

建校以来，南京中医药大学培养的海外中医

药人才已近15000人，他们中既有曾任苏里南总
统的陈亚仙这样的杰出人物,也不乏被称为“现
代欧洲中医之父”的马万里等优秀人才。在他

们的努力下，“精诚仁爱”的文化特质跨越重

洋，让古老的中国传统医学之光在五洲闪亮，

熠熠生辉！

（钟奕轩）

以仁存心 大医精诚
———南京中医药大学构建彰显精诚仁爱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

在中医药事业有望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时代背景下， 中医文化当如何传承， 中医人才当如何培养， 成为学界普遍关注的话题。 作为全国建校
最早的高等中医药院校之一， 南京中医药大学在创校之初为中国中医高等教育模式的确立和推广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进入新时期， 学校贯彻仁
德、 仁术、 仁人“三仁” 教育理念， 加强中医药文化传承与创新， 以“精诚计划”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先导， 以服务社会健康需求为导向， 以
服务国家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 战略为使命， 以师资队伍建设为保障， 不断优化与完善中医药高等教育模式。 近10年来， 学校持续推进转型
发展， 构建了彰显精诚仁爱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新模式。 “精诚” 源自名医孙思邈的名言“大医精诚”， 意在培养高尚品德与精湛医术统一的杰出
中医药人才； “仁爱”， 是“三仁” 理念的升华与凝练， 强化“以仁存心” 的道德追求与社会责任感。 这一特色促进了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
升， 2014年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 “中国高等中医教育摇篮” 这一美誉随之被刻画得更加立体而厚重。

欲欲在在本报发布广告， 请联系

中国教育报刊社广告策划中心

客户服务部电话： 010-822968７９ 82296888
13911119003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
邮 编： 100082

厦门英才学校是福建省极具规模的民办名校之一， 中
小幼一体化全寄宿制学校， 并设有国际中心、 艺术考试中
心， 为不同学生个性特长发展提供平台。 办学理念独特，
教育教学质量显赫。 办学以来， 每年均有一批优秀学子升
入清华、 北大、 复旦等著名高校。

一、 我们需要：
中、 小学各学科教师、 科技创新大赛指导教师、 中学

奥赛金牌指导教练、 生活指导教师。
二、 我们将会为你提供：
学科教师年薪7.5万-12万元， 生活教师年薪保底4.5

万－7万元， 中学教师年薪平均超8万元， 优秀教师年薪可
超12万元， 寒暑假工资照常享受； 为你解决户口、 人事
关系、 职称、 保险、 公积金、 住房问题 （校内有教师公
寓房， 对优秀教师实行住房全额奖励制度）。

三、 我们希望：
●中学教师， 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业绩显著， 三

年以上教学经验 ； 小学教师 ， 则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
县级以上学校教师， 专业水平高， 且具有一定的教学经
验； 应届优秀毕业生须综合素质高；

●中小学生活教师， 须具有大专以上学历， 有较高的组

织管理水平， 善于与学生沟通， 能细致地做学生思想工作；
●年龄要求在45岁以下 （小学女教师40岁以下）， 特

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
四、 联系我们：
请将亲笔书写的个人简历和身份证、 学历证、 职称证、

教师资格证、 普通话等级证、 计算机等级证书、 个人业绩
证书复印件以及近期全身生活照函寄厦门英才学校人事部
收， 来函务请写明联系地址和通讯方式 （材料恕不退还）。
发送邮件时电子邮件主题需注明应聘小学、 初中、 高中、
学科等。

以人为本 以师为尊 求贤若渴 唯才是举

厦门英才学校礼聘四海教育英才

那些读书的快乐和痛苦

■[日]东野圭吾

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非常讨厌读书，
看到姐姐们读着什么世界儿童文学全集，
我觉得她们很蠢， 认为那种东西没什么意
思。那是电视机刚开始普及到家庭的时期，
我或许是开始远离印刷文字的第一代人。

“书是好东西哦。读书的时候就好像
自己变成了主角，兴奋激动、紧张刺激，
很有意思。 ”母亲常这样对我说。

“我不需要，我要走自己的路。”我如
是回答，端坐在黑白电视机前沉浸在《铁
臂阿童木》和《铁人28号》的世界里。

即便如此，在母亲的意识里，似乎早
已存在“读书的孩子是聪明的孩子”这样
一条定义， 她的第一次尝试让我至今难
以忘怀，是《佛兰德斯的狗》。 说实话，在
我看来，《佛兰德斯的狗》 一点意思都没
有，内容我现在已经忘光了，只记得那是
个可怜的少年带着他可怜的狗， 最终毫
无幸福可言地死去的故事。这样的内容，

说它“兴奋激动、紧张刺激”是不是有点
太勉强啦？

“什么玩意儿嘛， 书果然还是让人
心情沉重的东西。 ”我得出这样的结论
之后，越来越讨厌读书。 母亲却没有放
弃，她似乎觉得，靠情节取胜的书如果
不合口味或许会产生负面效果，于是又
想到了伟人传记。

就这样，《伽利略传》 被选了出来，
它讲的是家喻户晓的伽利略的生平故
事。 故事从一场晚宴开始，少年伽利略
在父亲的带领下参加晚宴，可四周全是
大人，令他觉得很无聊。他四处打量，寻
找有意思的事，结果看到了天花板上摆
动着的吊灯。最开始他只是心不在焉地
看，却渐渐地发现了一个特征———虽然
吊灯摇摆的幅度越来越小，但完成一次
摇摆的时间却没有变。 这就是“单摆的
等时性”， 当时的他竟凭借自己的脉搏
作出了确认。他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发
现，便告诉了大人们，却没有得到重视。

于是， 少年伽利略为雪耻而努力学习，
成为了一名科学家，发现并且证明了许
多物理定律，最后他终于开始公开支持
哥白尼的日心说。 读完这本书之后，我
的感想是：科学真伟大。

不可否认，当时的这种思想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我以后的路。我开始抵触除
了算术（数学）和理科之外的所有科目，
觉得学习其他东西只不过是在白费脑
筋。我脑中的公式是这样的：科学伟大，
科学之外的学问狗屁不如，语文之类的
不学也无所谓，语文就是读书，所以不
读书也无所谓。 就这样，最终结果是我
更加坚定了拒绝读书的立场。

母亲因所有努力都白费而恼羞成
怒， 选择了同班主任商量这种简单直接
的手段。 那是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
“老师好不容易给选了本书，一定要好好
读。 要是被问起有什么感想时你却回答
还没看，那妈妈也太没面子了。 ”把书交
到我手上时母亲这样说。 从那天开始，
《次郎物语》就端坐在我的书架当中。

翻开第一页看看还是可以的，但当
双眼开始追着那些文字跑时，痛苦便会
突然间袭来。 这并不是因为我想读才
读，只不过出于义务而已，所以并没有
坚持的理由。 把书放回书架时，我的心
中只剩下对书的憎恶。为什么世上会有
这种东西呢？ 我咬牙切齿。

但更大的不幸笼罩了我。 班主任为
有家长就读书的事找她商量而自我感觉
良好， 竟把我的名字加进了班里几个同
学参加了的读书感想征文比赛的名单。
这样一来， 我就必须在暑假期间读完指
定图书，还要写读后感。那本指定的书是
《大藏永常》， 是一个在农业政策方面功
绩颇丰的人物的传记， 不用指望书里会
出现惊悚、推理或者幽默的故事，这本书
怎么看都是教育委员会青睐的那种。

看到这个书名就渐渐没了兴趣，看
完第一页我就已经绝望了，从第二页开
始几乎是哭着看完的。这本书我没能读
到最后，读后感也只是将看过的内容概
括一番，最后加一句“对不起，我没能看
完”， 以期得到谅解。 班主任什么都没
说， 但只有我的作文没被送去参加比
赛。 母亲至此也终于想通了，决定面对
儿子讨厌读书这一事实。

可出乎意料的是，事情竟然出现了一
百八十度的转折。那是在我进高中之后不
久。 大姐带回来一本硬皮封面的书，书名
为《阿基米德借刀杀人》，是一个叫小峰元
的人写的，还获得了江户川乱步奖。 接触
到久违的书这玩意儿， 我的头又晕了起
来，但这本书我却真读得下去。至于原因，
到现在我也搞不清楚。 是一时兴起呢，还
是着了魔呢？总之当时我的行为无法靠道
理去解释。 而且还不仅仅是读得下去，我
竟然将它读完了。 故事本身并不长，我却
花了将近一周的时间，最后整个故事在脑
子里都变成了一团糨糊，但总之还是读完
了。对于在那之前不管多么有趣的书也只
能看个一两页的我来说，这几乎可以称得
上是一起意外事故了。

推理小说还真的可以啊———那时我
第一次有了这种想法。或许也算是理所当
然吧，因为一直与读书无缘，在那之前我
从未接触过推理小说。那时二姐早已是松
本清张的书迷，但我只以为她在读什么无
聊的书，完全没有兴趣。

我想知道二姐还有其他什么书，于是
看了看她的书架，最终视线停在了松本清
张的《高中生杀人事件》上。这次我只花三
天就读完了，拿起来就放不下，一直缩在
被窝里翻书这种事， 我还是生平头一次。
比起书中的内容，自己竟有如此举动这一
点更令我兴奋。

接下来我读了《点与线》，还读了《零的
焦点》，全都是一气呵成，爽快至极。 一看到
铅字就头痛的过往变得那样不真实。很快我
开始关注起其他作家的作品，到最后终于也
开始自己掏钱买起书来。推理小说究竟哪里
吸引我，那个时候的我还不太明白。

那段日子里的某一天，我忽然产生了
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也不知是胆大妄为还
是不知天高地厚，我竟生出写推理小说的
念头。不过当初我沉迷于怪兽电影的时候
也曾想着要当电影导演，因此对创作故事
这件事本身我其实并不讨厌。

我在学校附近的文具店买了一本最
厚的B5笔记本，从那天开始就写了起来。
很遗憾， 具体日期已经不记得了，但肯定
是高中一年级的一月份。 书房是和姐姐
们共用的， 为了不让她们发现， 我着实
下了一番功夫。 我就这样一天不落、 一
点一点地写了下去。

童蒙养正，少年养志
■楼宇烈

由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
教育学重点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研究”家庭教育课题组组织编写、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普及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知识用书”（24册）， 可以
说是目前一套对幼儿、 青少年普及和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读本。

这套书以传统蒙学读本《三字经》
为幼儿启蒙教育的内容， 以传统蒙学
读本《弟子规》、《千字文》为小学生养
正教育的内容， 以儒学经典四书中的
《论语（选句）》、《孟子（选句）》为初中
生养志教育的内容， 这样的选择也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

我在与编者交流时，曾对把《三字
经》 作为幼儿传统文化教育的内容提
出过疑问。编者说，是希望幼儿教育能
结合亲子教育，让父母与孩子、老师与
学生一起来学。如果真能这样来做，我
觉得用《三字经》来做幼儿启蒙教育是
很好的选择， 因为现在许多年轻的父
母和老师也需要传统文化方面的启蒙
和修养， 让他们与孩子们一起来读这
本丰富传统文化内容的读本， 那是多
么的有意义啊！

小学是孩子们各种生活习惯、言行

举止规范养成的重要时期， 也是打下学
习各类知识基础的时期。宋儒朱熹在《大
学章句序》 中曾有这样的论述：“人生八
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
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
乐、射御、书数之文。”书中以《弟子规》作
为小学一至三年级传统文化教育的教
材，是让孩子依据《弟子规》践行，而不是
背诵。而选择《千字文》作为小学四至六年
级传统文化教育的教材， 其中包含了丰
富的自然、社会、历史知识，可借鉴的修身
养性榜样和方法等等， 给孩子们了解传
统文化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孩子进入初中，这是人生志向开始
树立的时期。这套书以《论语》《孟子》选
句为初中生的传统文化教育内容，不仅
有古圣孔孟的谆谆教导，更有许多卓有
成就的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文学艺
术家、思想家，以及那些普通人的实际
榜样去学习。 他们那些生动感人的事
迹， 激励着少年们要树立宏大高远的
志向， 并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地去做。

传统文化的教育是整个国民教育
的重要一环， 更是青少年基础教育的
重要内容， 这套读本的出版必将对推
动全社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教
育起到积极的作用。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

亲近母语点灯人行动走进绵阳
近日， 由亲近母语研究院主办的

大型公益活动“亲近母语点灯人行动
走进绵阳” 在四川省绵阳中学小岛英
才学校举行， 该活动旨在推广儿童经
典诵读。 由儿童阅读推广人薛瑞萍老
师和李丽老师担任学术主讲， 学术活

动分“经典诵读示范课例展示”与《做服
务儿童发展的经典诵读》 两部分专题讲
座进行，与会老师既看课例又听讲座，同
时还参与现场吟诵实践， 深受母语的熏
陶、经典的浸润。

（叶正国 姚爱萍）

童画绘出阅读梦
由北京市家庭阅读研究推广基地

主办，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与中国
国家画院国展美术中心承办的“画笔
下的阅读梦”———北京市中小学生公
益画展近日在京举行。

本次画展历时三个多月， 全市
200余所中小学参加了本次画展，提
交画作超过千余幅。 通过评审委员会
专家筛选， 挑选出了500幅作品进行

展出。这些作品围绕“阅读”“北京”的主
题进行设计和创作，孩子们用独特的创
意描绘着自己心中的美好梦想，抒发着
对阅读的热爱和祝福。

据了解， 此次所有参与活动的学
生每提交一幅绘画作品， 外研文化教
育基金就向中西部地区学校捐赠一本
读物。

（伊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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