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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大学后，作为理工科学
生，人文课程明显减少，要求也降
低了许多，再也不用为了提高阅读
理解和考场作文分数去功利地读书
了。那我们还要不要坚持阅读呢？
如果要，又该怎么读书呢？

我以为当然要！阅读从来不仅
仅是为了功利的分数，更是为了提
升自我。学校教育不光是为了培养
某个领域的专门人才，更重要的
是，培养具有自己独立认识和自由
思想的现代公民，不迷信、不盲
从，敢于批判不合理的现象。然
而，众所周知，目前学校很难做到
这一点，坚持阅读是通往这个目标
的不二法门。坚持阅读，我们会对
社会现象、历史、政治、法律、经
济等外在事物，对亲情、友情、爱
情这些关于人性的问题，以及宇
宙、时间、上帝这些超越人类理性
的东西有一个逐步加深的思考，形
成自己的想法，这些绝不是专业课
上那些公式、定理可以轻易替代
的。作为即将走入社会的大学生，
有什么比对身处的社会、自己的人
生有自己的思考更重要的呢？阅读
让我们与作者交流，扩展自己知识
的广度，提升自己思维的深度，锻

炼自主学习的能力。也许我们学到
的专业知识很快就会遗忘，但这些
通过阅读所得到的东西却会让我们
受用终生。

那么又该如何阅读呢？美国学
者艾德勒和范多伦写过一本 《如何
阅读一本书》，总结了阅读的三个
层次以及阅读不同书籍的方式，我
读后深感受用，精读此书，可以让
你在阅读过程中少走不少弯路。一
开始，我建议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
书籍，并且以各个领域的经典为
主，这些经典经过时间的检验与众
人的评判，值得细读。阅读时，准
备一个笔记本，带着问题意识，随
时摘录自己有想法的地方，或赞
同、或批驳、或补充，做读书笔记
的过程会让你对作者的看法、对自
己以前的观点有更深入的思考。读
完一本好书，一定要写个书评，系
统地整理阅读过程中的想法和阅读
此书的收获。只有坚持把阅读、思
考、写作相结合，才能把书上的文
字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不必觉得
自己的思考过于简单甚至幼稚就拒
绝动笔，思维的深度是随着阅读的
深入逐步提升的，一段时间后再翻
阅以前的笔记，就会发现自己明显

的进步。经典的书值得反复品味，
随着自己认识的逐步加深，再回头
读这些经典，往往会有不同的感
悟。坚持阅读一段时间后，可以涉
及一些自己忽略的领域，以完善自
己的知识体系。如果对这些领域兴
趣不浓的话，我建议先挑几本入门
书，它们通常会比较有趣，读完后
会让你对这个领域有粗浅的认识，
届时再决定是否深入下去。我曾经
对经济学毫无兴趣，但在阅读了郭
凯老师的 《王二的经济学故事》
后，一下子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接
连阅读了 《国富论》《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 等几本经济学的经典
著作，对这个领域有了一些了解。

如果阅读时遇到读不懂的地方
怎么办？其实大可不必担心，有疑
问正说明我们在思考，抓住这些问
题，反复研读文本，去图书馆找来
相关书籍交叉阅读，解决这些疑
惑。同时，我们还可以就这些问题
发邮件或当面请教这个领域的教授
或是学长学姐，请他们提出一些建
议，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乐意帮忙
的，多与前辈交流，听听他们的心
得，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实在一时无法解决，可以先在自己

的笔记本上记录下来，待日后有了
更多的积累再来回顾，说不定问题
就迎刃而解了。总之，不要轻易放
过自己的疑问，尝试解决问题的过
程不仅让我们对这个领域有更深入
的思考，更重要的是，锻炼了我们
自己查找资料、请教前辈解决问题
的能力，这一点远比大学课堂上学
到的那些死的知识重要。当然，如
果有较多概念性的疑问，可以参阅
相关的教科书，对于厘清一些名词
概念很有帮助。

在学校里，组成读书会是帮助
我们阅读的绝佳方式。与几个同样
热爱阅读的同学共同研读一本好
书。每个人都可以就书中的内容发
表看法，提出疑问，解答他人的疑
惑，同样，在读书会上可以交换各
自的读书笔记，互相交流学习。每
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知识体系都不相
同，读书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交流
的平台，让我们注意到一些被自己
忽略的细节，发现看待问题的不同
角度，对问题有更深入全面的认
识。同时，为了在读书会上能与同
学分享，我们势必会在阅读时更加
仔细，促使自己带着问题意识去咀
嚼文本，不仅要解决自己的疑惑，

也要设想他人可能提出的问题并提
前查阅资料。如果能邀请在相关领
域有所见解的教授或同学一同参加
读书会，那更会让我们对这本书乃
至这个领域的认识有一个全新的高
度。这个学期我参加了一个讨论自
由主义思潮的读书会，把几本讲述
自由主义的经典书籍重读了一遍。
当初阅读以赛亚·伯林的 《自由
论》 时，仅仅摘下了几个漂亮的句
子，了解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
概念，这次为了准备读书会的交
流，仔细重读了此书，在人文学院
的一位学长的带领下，我们阅读了
同时代学者对伯林的自由观念的批
评文章，比较了穆勒与伯林的自由
观念的差异，对伯林的多元主义自
由观点有了些许认识，这些都是我
当初一个人阅读时所忽视的东西。
读书会，给了我啃下晦涩难懂的经
典书籍的动力，也让我对这些经典
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阅读方法和
感受，以上是我的一点浅薄的体
会。祝愿大家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阅
读方式，更重要的是，从现在起，
一起阅读！

（作者系厦门大学学生）

理工科学生阅读的法门
金渝淳

本报讯 （记者 孙军 通讯
员 王功修）“想看什么书自己说
了算，这种形式省事又方便。”手
捧刚刚通过微信平台选出的崭新图
书，青岛即墨市第二实验小学三年
级 （4） 班高子惠心里乐开了花。

暑假即将来临，青岛即墨市积
极创新载体和形式，依托现代移动
互联网技术，在官方微信平台“即
墨教育”上推出“一人一本书”选
书活动。师生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
指，就可以很快选出自己喜欢的图
书，便捷时尚的形式受到热捧。师

生所选图书全部由学校“买单”，
免费阅读。据统计，这次微信选书
活动，全市师生共选书 11.98 万
册，价值300余万元。

青岛即墨市教育局局长江黎
明告诉记者，“我的阅读我做主”
让全市师生自豪感满满，读书形
式的小创新带来阅读大变化，这
个暑假不用任何行政命令，全市
师生可以自觉阅读自己喜爱的图
书了。“微信平台上的书种类很齐
全，就像一座微型‘图书馆’，每
个 孩 子 都 能 挑 选 到 自 己 喜 欢 看

的，既方便省事，又能激发孩子
的阅读积极性。”即墨市第二实验
小学三年级 （4） 班班主任胡冬冬
说。

即墨市新华书店负责人陈培成
参与了微信选书平台的开发设计，
他介绍，针对小学、初中、高中三
个不同学段学生的阅读水平，平台
上集成了 1400 余种书目供师生选
择，涵盖古典文学、少儿文学、外
国文学等方面，就像一间贮满“精
神食粮”的仓库，可以满足每个人
的阅读需求。

“微信选书”满足个性化需求

《阳光的故事》（共四册）
[美]佩妮·奇斯霍姆 文
[美]莫莉·班 文/图
希望出版社

这套书以阳光的视角对生命循环、人与自然
的关系、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影响进行了
全方位多角度的解读。四本书相互独立又紧密联
系，画面情感充沛、富有感染力，是典型的“莫莉·
班”风格，富有诗意。每册书的最后还有严谨的学
术性补充解释，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

《高考日历》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这本书为将要参加2017年高考的学生而生，
从 2016 年 6 月 6 月开始至 2017 年 6 月 8 日结束。
它关注学习——学习规划、名师点拨、状元经验，也
关注心灵——心情记录、心理减压；它提供包含正
能量的趣味知识——名人话语、励志故事，也提供
包含无限可能的空白空间——计划表、留言册⋯⋯
它是日记本，也是笔记本，还是图文并茂的资料库。

《迪士尼流利阅读第 2
级·海底总动员2》
童趣出版有限公司

该书讲述的是迪士尼动画大片《海底总动员
2-多莉去哪儿》的精彩故事，配以炫酷的手绘大
图，完美再现了电影的艺术魅力。“迪士尼流利阅
读”是童趣分级读物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阅
读体系共分11级，计划出版100种以上读本，是童
趣出版有限公司基于国际分级读物研究成果，组
织国内儿童语言教育专家编写的阅读训练丛书。

本报讯（缇妮） “一直在我身
边的父亲，却被我渐渐遗忘的父亲
——也许地球上所有的父亲都是如
此。”这是《爸爸，我们永远不分离》
一书作者写在扉页的一段话，道出
了所有为人父者的真实体验。这本
引进自韩国的亲情主题图书近日由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

书中的父亲为了家庭，一生辛
勤工作，却在即将步入老年之前，因
无力承受自身在社会环境中的压力
及经济能力的衰败，于 50 多岁时决
定自杀，并为此花了 10 年时间进行
缜密准备。书的内容是以书信体展

现的。父亲在信中记录了过去与女
儿共度的幸福时光、女儿青春期时
与他既远又近的距离、妻子离世后
的无助和悲凄、人生中遇到风浪时
即使脆弱仍得屈身向前的瞬间⋯⋯

本书作者尹熙一是一位有着
24 年从业经验的新闻记者，所以
在写作本书时，在极尽感性地描绘
家庭亲情，将读者带进各自回忆的
同时，又非常理性地将读者拉回到
现实，点出目前老年人的心理问
题、经济问题、失去存在感等导致
老年人自杀率越来越高，呼吁引起
社会重视。

《爸爸，我们永远不分离》书写父女深情

◆阅读建议◆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