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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在新教育研究院与山西
教育出版社主办的《新生命教育》新书
发布会上，周国平送我一套四卷本的
新著《女儿四岁了，我们开始聊哲学》。

这是一套不太好定位的书。说它
是儿童读物的话，其中有许多是写给
父母的；说它是成人读物的话，其中记
录的大部分是小孩子的童言童事，而
且几乎每一页都有美轮美奂、富有童
趣的插图，也可以说是一本图画书。
所以，我姑且把它定位为一本亲子共
读的图书。爸爸妈妈与孩子一起捧着
这本书，回忆自己与孩子在一起的所
言所行，一定能够找到共同的乐趣，在
会心处相视而笑。

四本书四个不同的主题。第一本
是关于爱的主题，副标题是“你为什么
爱爸爸妈妈？”周国平认为，作为父母，
能够做孩子的朋友，孩子也肯把自己当
作朋友，乃是做父母的最高境界。而朋
友式的关系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独
立，二是平等。在许多家庭，孩子有了
心事，首先要瞒的人是父母；有了知心
话，最不想说的人也是父母。这无疑远
远没有达到“朋友”的境界。所以，周国
平说，“要想做不后悔的父母，你们可以
对任何人吝惜自己的时间，唯独对孩子
不要吝惜。”他建议父母要尽可能多地
与孩子在一起，因为父母与孩子在一起
的时光，就是给孩子“人生打底色”的过
程。只有家庭中充满欢乐和爱，亲子间
充满对话和游戏，孩子的人生底色才会
温暖而灿烂。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国平
在繁忙的研究与写作之余，总是拿出
大把的时间陪伴女儿，我们看到他和
女儿下棋、聊天、郊游、出行，从女儿出
生开始，就用心地记录她成长过程中
的种种可爱表现。他说：“做女儿的秘
书是爸爸的第一职责”。女儿也因为

他的“秘书”角色而“当仁不让”，甚至
严肃地对爸爸说，以后出书时，“封面
上不能写‘周国平著’，只能写‘周国平
记述’，因为书中的话是我说的”。读
到这段文字，我不禁拍案叫绝——这
套书如果这样署名也很有意思的呢。

第二本是关于认识的主题，副标
题是“世界的一辈子有多长？”在儿童
的眼里，万物都是伙伴，所有的东西都
是有生命的。所以，脚被蚊子叮了，女
儿会把脚搂在怀里说：“臭脚丫不哭
了，噢，睡觉觉吧。”看见圆圆的月亮，
女儿会说：“月亮把太阳吃进肚子里
了。”更有意思是女儿看到爸爸有一根
眉毛特别长，建议爸爸拔掉。妈妈说
这是长寿眉，不能拔。女儿问：“女的
为什么都没有长寿眉呢？怎么看女的
是不是长寿呢？”爸爸妈妈仍然无言，
但女儿却找到了办法——看看长寿的
奶奶有什么特征吧！周国平惊喜地发
现：女儿找到了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
认识论方法。

其实，儿童认识世界靠的就是这
种好奇心与思考力。周国平在书中提
出，随着儿童理性能力的觉醒，他们对
周围世界会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好奇
心和追根究底的欲望。作为父母，最
重要的就是重视和鼓励孩子的发问与
思考，与孩子进行平等的讨论与交流，
而不能嘲笑孩子的问题，批评孩子的
思考。

第三本是关于审美的主题，副标
题是“真有圣诞老人吗？”你能够想到，

“口腔是牙的房顶”“风把我们当高尔
夫球了”“我们的心就是相机”“任何一
个小男孩的玩具都是悲惨的”⋯⋯我
们很难相信，这些话都出自一个四岁
的孩子之口。其实这些话都是诗一样
的语言，正如周国平在这本书中所说，
孩子是天生的诗人。

作为诗人的儿童，应该生活在诗
歌、童话、故事中，才能拥有幸福的童
年。周国平特别强调故事在儿童心智
成长中的作用，他认为，听故事和讲故
事是培养孩子好奇心、想象力和语言
能力的重要途径。作为父母，特别要
学会倾听，鼓励孩子自己编故事、讲故
事。

这本书专门有一节讨论“圣诞老
人的秘密”。虽然所有的孩子迟早都
会知道圣诞老人只是一个美丽的童
话，但是，从第一棵圣诞树进入家庭，
第一个圣诞礼物放到树下开始，儿童
就渐渐懂得了爱、善良与感恩，懂得了
人性的美好。尽管后来知道了圣诞老
人的真相，但是，这些美好的种子早已
经在心中扎根。正如周国平所说：“一
个相信童话的孩子，即使到了不再相
信童话的年龄，仍是更容易相信善良
和拒绝冷酷的。”

第四本是关于生命的主题，副标
题是“长大是怎么回事？”其实，儿童也
会对生命有许多思考，他们会问：爸爸
的爸爸是谁？我为什么要长大？为什
么时间会过去？拉钩管用吗？我能不
能做天上的彩虹？儿童会自觉不自觉
地关注到生与死、今世与来世等问
题。儿童的这些问题，经常就是哲学
家的问题。

我们不妨看看女儿与妈妈的一段
有趣而深刻的对话：

啾啾：下一世我会不会变成一个
外国人？

妈妈：有可能。
啾啾：我不想做外国人。
妈妈：你可以选择做中国人。
啾啾：我还会不会做你的女儿？
妈妈：你可以选择我做你的妈妈呀。
啾啾：时间太长了，我怕到时候会

忘记。

啾啾：妈妈，我爱你多长时间才够？
妈妈：一万年。
啾啾：那个时候我们都已经死了，

没法爱了。
妈妈：到了天上还可以爱。
啾啾：到了天上，我们都不是原来

的样子了，认不出来了。
妈妈：那就先做好记号吧。
啾啾：没有用，记号也会丢的。
这样的对话在书中随处可见，有

时候充满欢喜，有时候带有淡淡的忧
伤，看似幼稚，其实很有哲学味道。生
命是否有轮回呢？人的自我是否有连
续性呢？周国平说，问这些问题，其实
正是对当下的关注，因为，“升天也罢，
轮回也罢，真正要紧的是我们在现世
所珍惜的价值能否因此保持住”。

在《新生命教育》的新书发布会
上，周国平正好也谈到了他对于生命
的理解。他说：“热爱生命是幸福之
本，同情生命是道德之本，敬畏生命是
信仰之本”。这三句话正好对应着新
教育提出的自然生命、社会生命和精
神生命的三个维度，也透露出他对于
儿童生命教育问题的重视。

在送我的这套书的扉页上，周国
平写了这样一句话：“永葆童心，便是
哲人”。是的，对于生命而言，保持童
心，本来就是生命的最高境界。因为
儿童的天性是至纯至清的，是明亮美
好的。作为成人，应该谦逊地向儿童
学习，在陪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不断
丰富自己，提升自己。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永葆童心永葆童心，，便是哲人便是哲人
——读周国平《女儿四岁了，我们开始聊哲学》

朱永新

滋味坊

由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
心主办，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艺术研究院和
温州大学口述历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口述历
史国际周·2016第二届“口述历史在中国”学术
研讨会近日在北京举行开幕式，主题是“传播·
传承——口述历史的教育与普及”。与此同
时，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首席记者张钧主
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述林1：战争
阴云下的年轻人》和《口述历史在中国（第一
辑）：多元化视角与运用》也与读者见面。

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创始人崔永元结合自
己的亲身经历阐释了口述历史的意义，并对口
述历史的未来表达了期许：“希望更多的人能
和我们一起关注口述历史，关注中国的口述历
史，把它弄成一个热词，让它成为一个显学，让
它成为一个行业，让它成为一个学术高地”。
不仅如此，他还希望“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是孩
子们的乐园，哪怕孩子们到这儿来谈恋爱呢，
我们都欢迎。增加人气，慢慢地就会有更多的
人知道口述历史是怎么回事，然后可能就开始
热爱上。让全校的师生、附近院校的师生和社
会上所有人知道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所
有的场所都是免费的，欢迎大家到这里来做活
动。”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钱文忠从历史学角
度阐述了口述历史对于中国的特殊意义，即
让更多人获得了记录和发声的机会，他还希
望可以快速构建起一个口述历史学专业的教
育体系。著名作家刘震云也通过视频表达了
对口述历史的见解:“历史会留在公众的记忆
里，也会留在个人的记忆里，个人回忆的历史
比公众的历史有时候会更真实、深入、人性、
广阔和长远。”他认为，口述历史可以把人内
心中不为人知和被人忽略的那些情感，以及
历史中复杂纷繁的东西呈现出来。

开幕式还特别设置了口述历史教育主题
研讨环节，中国传媒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仲
呈祥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
教授托马斯·戈德（ThomasB.Gold）、温州大
学口述历史研究所所长杨祥银和中国电影资
料馆研究员陈墨分别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王宇英的发言《知与行——口述历史硕士教
育的机遇与挑战》作了回应。中国传媒大学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任丁俊杰介绍了
崔永元口述史中心致力于成立口述历史教育
研究会的目标和努力，并呼吁口述历史家们
汇聚热情和力量联合起来，最终实现“口述历
史+”的愿景。

众多专家学者在第二届“口述历史
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上呼吁——

“口述历史的教育
与普及”势在必行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著名作家李春雷近日推出报告文
学新著《大山教授》（河北美术出版
社），作品塑造了一个真实的有筋骨、
有道德、有温度的时代楷模李保国的
形象，是抒写现实人物精神的又一部
精品力作。

关注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的热点事
件、焦点人物与核心价值，是报告文学
的使命和优势。在现实生活的前沿观
察、感受与表达，是纪实文学作家的责
任和特长。近年来，李春雷以“两钢两
花”(《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宝钢》和

《木棉花开》《夜宿棚花村》)以及《赶
考》和《朋友》为代表的数十部(篇)报
告文学作品，既展现了我国改革开放

历史进程的时代交响，又铭刻了风云
际会年代典型人物的性格、命运与心
灵，在纪实文学领域独树一帜，显示出
了作者深厚娴熟的创作功力和丰富多
彩的艺术特色。

《大山教授》的主人公李保国，生
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见不得
他们过苦日子，我必须把自己的知识
和能力全部贡献出来。”因此，大学毕
业留校任教不久，他就作为“开发太行
山”第一批先遣队员，来到浆水镇前南
峪村。他35年如一日，每年深入基层
200 多天，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
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帮助农
民治山造地、改良土壤，科学种植苹
果、核桃、红树莓等高效经济林果业，
累计为农民增收 35.3 亿元，使 140 万
亩穷山变成花果山。

李保国被习近平总书记誉为“新
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知识分子的优
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他被追
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

“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由于历
史的负载和各种主客观因素，很多边
远偏僻农村，很多农民还没有脱贫，
国家已经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一
个战略目标任务提出来了。习近平总
书记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
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
诺，是 13 亿多中国人民的共同期
盼。”“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李保国用科技扶贫的成功实践，有力
说明了一次投钱“输血”，不如结合
当地实际情况，摸清当地综合态势，
把准当地发展致富“命脉”，培养源
源不断的“造血”功能。“大山教
授”李保国用智慧“精准”地找到了
强大的“造血源”，探索出了一条科
技 扶 贫 、 精 准 扶 贫 的 “ 太 行 山 道
路”，走出了一条新时期中国知识分
子与现实相结合，真正发挥自己的智
慧和担当作用的金光大道，为我国农
村扶贫工作提供了最鲜活的样本。

客观地说，研究农学的人，城市里
学研精深的专家为数不少。但大多只
是滞留在书房里，实验室里，而少有像

袁隆平、李保国这样揣着梦想和深情，
穿着胶鞋和背心，双脚走进深山，胸膛
贴紧大地，与现实结合起来，恐怕是个
问题。而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
大中国梦，需要许许多多像李保国这
样深入农村田头，到农林第一线结合
实际展开科学研究的知识分子、科技
脊梁。如今，在不少的年轻人中间，缺
少这样扎根广袤田野，投入务实的科
学奉献精神。

在李保国生前，李春雷就敏锐地
感觉到了其事迹的现实意义，第一时
间千方百计联系他，却一再被他“不想
出名，也没有时间，有时间还不如走几
家农户”的朴实理由所拒绝。让山山
岭岭都绿起来，父老乡亲都富起来，是
李保国终身奔忙的事业。常年高强度
的工作使李保国积劳成疾，2016 年 4
月 10 日凌晨，年仅 58 岁的他突发心
脏病，经抢救无效去世。

李保国的感人事迹和他病逝后在
当地所产生的巨大悲痛情形，让李春
雷再也不能够等待，他开始了一次特
殊的采访写作活动。为塑造好李保国

这个时代楷模形象，作者怀着敬仰之
心，深入太行山区，走进农家，走进果
园，现场感悟，深度采访，精准把握，用
很多个性特殊，甚至是风趣幽默的故
事，真实生动地感触、传递了李保国的
精神、情感、性格及许多动人事迹。

“大山教授”李保国是一位园林果
木专家。在作者笔下，无论嫁接新枝、
疏花疏果，或是培育核桃胚芽胚胎，都
像一位行家里手，游刃有余，把生冷枯
燥的专业技术，通过生动形象的艺术
笔法描绘，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被李保
国无私奉献农民兄弟的真情感动，并
迷恋于新鲜奇妙的园林艺术之中。独
特的语言表达优势，又无不彰显着李
春雷独特的语言风格，给阅读者以心
灵震动和独特的艺术享受。

《大山教授》一如既往地发扬了李
春雷报告文学作品思想提炼的“高”、
结构的“巧”、语言的“妙”等优秀品质，
为我们塑造了一位时代楷模，根扎太
行，精准扶贫，福泽万家的动人情景。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
会长，全国报告文学理论研究会会长）

当代“愚公”的身影及意义
——读李春雷长篇报告文学《大山教授》

李炳银

本报讯（肖聪）近日，在中国传媒大学报告
厅，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应“小说霸王餐”活动之
邀，专程与书友们分享了他的阅读和写作心
得，此次活动是QQ浏览器牵手16位网络作家
举办的“小说霸王餐”主题活动的第一站。

“唐家三少”的代表作有《斗罗大陆》《绝
世唐门》等，其中多部作品作为优质 IP 被改
编为影视作品和网络游戏。在活动现场，“唐
家三少”与书友们一起分享阅读和写作心
得。他坦言，创作带给自己最大的变化是：看
待世界的眼光将会完全不一样。“作为作家，
我看到的每个事情，听到的每一句话，哪怕是
一个很简单的过场，或者说人家不经意说的
几个字，都可能变成我脑海中的情节。”

据悉，在 11 月 18 日至 12 月 1 日期间，
“书迷”们进入 QQ 浏览器线上活动页面，即
有机会获得红包和全场书籍的7天免费阅读
资格。

QQ浏览器联手网络作家
推出“小说霸王餐”

品书斋

纸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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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文理学院

美丽珍珠的华丽转型之路

美丽产业遭遇环保禁令

我国是世界上珍珠人工养殖较早
的国家。位于洞庭湖畔的湖南常德，
由于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与土壤环境资
源优势，是全国少有的特别适合淡水
珍珠养殖之地。早在 2003 年，常德市
淡水珍珠产量占全省的 74%、全国的
50%、全世界的 33%。

但好景不长，随着民间资本的大
量拥入，相关部门未规范养殖行为，

科研投入跟不上，养殖技术落后，致
使养殖区域水体超负荷运行，造成了
水体的严重污染。

湖南文理学院科研团队在调查中
发现，造成水体污染的最直接原因是
养 殖 户 为 了 提 高 单 位 面 积 的 珍 珠 产
量，拼命地过量投放未经生物发酵的

“有机肥料”——鸡粪鸭粪。调查还发
现了珍珠产业链存在的不按技术规程
操作、无序恶性竞争、低产值品种比
重过大、低质珍珠销售困难等问题。

养殖户根本不关心这些问题，他们只
关心产量，直到环保禁令的到来，才
最终让养殖户在产业寒冬中开始思考
新生之路。

突破就从污染源头开始

湖南文理学院科研团队将攻关的
第一个目标放在了污染源头——鸡粪
鸭粪上。珍珠蚌其实是以浮游生物为
食，浮游生物又以营养元素为食，如
何恰到好处地找到营养元素——浮游
生物——珍珠蚌生长所需之间的能量
平衡，避免水体富营养化成了团队攻
关的重点。

经 过 多 次 的 实 验 对 比 、 分 析 化
验，团队摸清了浮游生物、营养元素
和育珠蚌三者之间最佳的能量平衡关
系，并在此基础上发明了淡水珍珠养

殖专用复混肥。这种绿色肥料在养殖
企业进行了生产和推广，因为它生产
工 艺 简 单 易 学 ， 成 本 低 廉 ， 适 用 性
强，完全避免了鸡粪鸭粪对环境产生
的 危 害 ， 既 节 省 了 养 殖 者 的 生 产 成
本，又明显改善了水体环境，所以复
混肥很快就得到了养殖户的认可。

十载圆梦珍珠养殖“零污染”

首战告捷，科研团队开始研究淡
水珍珠的全产业链健康生产，其终极
目标是在实现养殖“零污染”的前提
下，为养殖企业和养殖户创造超越传
统养殖的经济价值。

团队第二个攻关目标瞄准了生产
的 源 头 —— 蚌 种 选 育 。 经 过 数 年 培
训，他们最终研究出了新的蚌种选育
技术体系和方法——三角帆蚌良种选

育、扩繁和苗种生产技术体系，突破
了快速育种技术瓶颈，缩短育种周期
15 年至 20 年，并且高产稳产，抗病性
强。这项育种技术标志着团队在国内
首次建立起了适合我国养殖环境的淡
水育珠蚌家系。

团队之后开始着手创新健康养殖模
式和方法，建立了“养殖 （珠—鱼）→
净化 （鱼—水生植物） →养殖 （珠—
鱼） 循环体系”，并获发明专利 10 项。
团队创新发明了“超大型无核优质珍珠
的育成方法”，使珍珠 9mm 以上径粒产
出率高达 85%、优级率达 60%。由于珍
珠颗粒大，品质更好，销售价格也是水
涨船高，大大提高了珠农的收入。

近三年，团队和企业合作已在洞
庭湖区建立了“零污染”珍珠养殖示
范区 1 万余亩，新技术累计推广应用面

积达 51 万亩，新增产值 2.46 亿元、利
税约 0.82 亿元，生产能耗下降 10%，
累计固二氧化碳达 1.68 万吨。

湖南文理学院是一所坐落于洞庭
湖畔的地方本科院校，2016 年 4 月学校
被省政府部门确定为“产教融合工程应
用型本科高校”国家级别转型试点高
校。学校积极响应党中央“新经济、新
常态”的发展战略，其科研团队一直致
力于为地方经济绿色发展之路提供智力
支持。湖南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科研
团队花了10年的时光，探索出了淡水珍
珠无害化健康养殖模式，仅仅是一个开
端。他们将以此为动力，继续砥砺前
行，为湖南省“绿色洞庭”发展战略作
出应有的贡献，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
山绿水 ， 留 下 一 泓 取 之 不 竭 的 母 亲
湖。 （袁勇军 杨 云）

2007年以来，淡水珍珠的过度养殖，造成了水体的严重污染，多地政府
部门开始全面控制淡水珍珠养殖业。湖南文理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科研团队在学
校党委行政的大力支持下，抓住危机中的机遇，围绕“绿色洞庭”大做文章，
力促淡水珍珠养殖业走优质、健康、无公害、“零排放”的转型发展之路。历
经10年耕耘，终于摸索出了淡水珍珠产业凤凰涅槃般的重生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