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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书 点 亮 智 慧 阅 读 陪 伴 成 长

读书周刊

元旦的欢歌声久久地在校园里
飘荡，这使我想起《大学》之句“茍日
新，日日新，又日新。”回望旧年，我
用书筑起了一座人生的精神花园，
捧书而读，拥书而眠，每天都在书中
遇到最美而又崭新的自己，不断走
向新的一天。

用行动致敬经典

去年今日，我翻开李希贵校长
的《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看到学
生阅读像呼吸一样自然，人人可以
泛舟书海，在流连徜徉中送走一个
又一个日升与日落，确立生命的价
值，氤氲教育的诗意。为此我更加
坚信，在我的精神花园里，不可缺少
一片让师生共读泛舟的湖海。

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如一艘大
船，载着青葱闪亮的同学少年，感悟
奇丑无比但又非常善良的伽西莫多
和一表人才而又浮薄自私的弗比
斯，通向美丑对照这一美学原则的
深处；沈从文的《边城》像一叶扁舟，
载起爱情萌动的少男少女，倾听大
佬二佬的月光曲和翠翠的青春悸
动，驶入人情人性的淳美；王小妮的

《上课记》恰似一条缆绳，牵系青春
韶华的莘莘学子，体验阅读发育精
神化知为慧的诗性力量，重新构建
青春的价值和意义。河岸、书店、教
室和阅览室等有着数不尽的空间，
都成了我们师生心灵泛舟的一片湖
海。

过去一年，我孜孜求索阅读理
论。艾德勒和范多伦的《如何阅读一
本书》、奥野宣之的《如何有效阅读一
本书：超实用笔记读书法》、外山滋比
古的《阅读整理学》和斋藤孝的《深阅
读：信息爆炸时代我们如何读书》等
译著，“整本书”“实用性”“技术性”和

“信息论”使我探索“教师阅读方法
论”时，逐渐摆脱了经验主义的描述
与研究，坚定了读必有法、读无定法、
读贵得法、法亦可求的信念。读了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工商管理经典译
丛”中罗宾斯的《管理学》《组织行为
学》，还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动机与
人格》和华生的《行为心理学》等书，
我仿佛获得了一台台高倍显微镜，看
到了阅读意识、阅读行为、阅读习惯、
阅读动机乃至阅读环境背后的内蕴
和根源。

去年岁末，“中国教育报 2016
年度教师喜爱的 100 本书”新鲜出
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儿
童阅读的世界》入选 TOP10，系中
文阅读前沿研究的首次集结。我及
时把此书收入囊中，给本年度求索
阅读理论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论语》 说：“岁寒，然后知松
柏之后凋也。”其实，在观念多
元、思想混乱的时期，经典就是岁
寒中依然葱茏碧翠的松柏，内蕴生
机而历久弥新。读到卡尔维诺的

《为什么读经典》，惊讶于经典有着
如此丰富的定义。“一部经典作品

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
带来发现的书。”这句话令我顿生
欢喜。经典让人循着精神生命的
常青树，返回人类起源和发展的
精神根基，聆听先知和智者的悟
见。《道德经》 说：“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阅读经典，聆听古人
和今人或自我的对话，实现知人
和自知，然后自觉而觉人。

十年经典研读路，每年我都要
买一本《论语》和《道德经》，今年也
不例外。这些经典书籍偶有学生
借阅，却常常在我的催还声中不了
了之。我以杨伯峻先生的《论语译
注》和楼宇烈先生的《老子道德经
注校释》为核心，今年扩展至刘文
典先生的《庄子补正》、杨伯峻先生
的《孟子译注》以及黄寿祺和张善
文两位先生的《周易译注》。每一
个对经典校释和译注的人，都是一
个重新点燃经典之灯的人。2017
年，我仍将从心出发，注目经典燃
灯者，直至通读十三经，让内心之
灯和经典之灯交相辉映，用阅读行
动致敬经典、礼敬先贤。

诗意是无处不在的格调

诗意，是人生精神花园里无处
不在的格调。其中，充满诗意的语
言形式，当属诗歌。余冠英先生的

《诗经选》《三曹诗选》《乐府诗选》，
曹旭先生的《古诗十九首与乐府诗
选评》，李山先生的《楚辞译注》，精
审的注解和精彩的译文，让云雨雷
电、山石河流、花草鸟雀甚至戈矛剑
戟，都在我的精神花园里展开了一
幅幅或精美或壮阔的画卷，诉说着
先民先贤的日常生活世界及其所向
往的精神家园。

品读新世界出版社“家藏四库”
中的《乐府诗集》，乐府诗中生命情
感的涌动，不断击中我的心弦。《战
城南》中的阵亡者，《十五从军征》中
的老兵，令生者喟叹战乱无情而珍
视人生。再看那美丽的女子，又是
多么的生动鲜活。《白头吟》：“愿得
一人心，白头不相离。”这样直白而
有意境的诗句，在前些年还成了爱
情诗中的网红。《子夜吴歌·春歌》：

“秦地罗敷女，采桑绿水边。素手青
条上，红妆白日鲜。蚕饥妾欲去，五
马莫留连。”来自吴地的这首“春
歌”，用采桑起兴，歌咏罗敷不为富
贵动心而拒绝达官贵人挑逗引诱的
高尚品质。《陌上桑》：“罗敷善蚕桑，
采桑城南隅。”“使君自有妇，罗敷自
有夫！”同样歌咏罗敷采桑而拒绝轻
狂“使君”的坚贞与睿智。《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
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
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这
又是何等痴情的歌唱！罗敷虽有其
名，实乃众多史册无名女子之化身；

《上邪》女子无名，堪称古往今来有
名女子之心声。不胜枚举的诗歌及
其蕴含的情感和塑造的人物形象，

形成若隐若现的和声，成为我精神
花园里的背景音乐。

文字有着内在的灵魂，吟诵便
是用声音赋予文字生命的活力，用
情感的活水融化时空的坚冰，唤醒
文字的灵魂，再温暖我们的心灵。
叶嘉莹先生的 《古典诗歌吟诵九讲

（附讲座光盘）》《给孩子的古诗词
（讲诵版）》《与古诗交朋友》 等著
述，在平长仄短的吟咏诵读中，用
声音演述“兴发感动”的姿态、表
情和人生际遇，那些遥远的诗歌千
载之下顿时恢复了往昔的生命。多
年来所研读的 《唐宋词十七讲》

《小词大雅：叶嘉莹说词的修养与
境界》《人间词话七讲》《中国古典
诗词感发》《顾随诗词讲记》 等
书，两代学者讲述中的思想、观点
和卓见，随着声音的律动，顷刻之
间有了生命的回响。

读到布洛瓦的《诗艺》：“万勿让
一个元音流转得过于匆促，遇到另
一个元音在中途发生冲突。精选和
谐的字眼自不难妙合天然。要避免
拗字拗音碰起来丑恶难堪：最有内
容的诗句、十分高贵的意境，也不能
得人欣赏，如果它刺耳难听。”唐人
卢延让的《苦吟》：“吟安一个字，拈
断数茎须。”我恍然大悟，古今中外
的人，果真英雄所见略同：一首诗歌
是声音的一段生命之旅，诗歌把声
音作为眉目、表情和身姿，对心灵进
行传神写照。我相信那些不朽的经
典，都是生命书写的诗行，需要我们
歌唱。《诗经》的风雅颂，可以歌唱；

《论语》的师生对话，可以歌唱；《道
德经》的语录体韵文，可以歌唱；《学
记》的教育箴言，可以歌唱。我在精

神花园里，或浅吟低唱，或引吭高
歌，兴之所至，一片诗情。陈琴老师
的《经典即人生：文字是修正心灵的
良药》、薛瑞萍老师的《诵读课》、孔
海钦先生的《论语课本》等，先后在
我的精神花园里生根发芽，经典诵
读恰似金声玉振，精神花园随之成
为诗意与哲思的美境。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在读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孔子》
和钱穆先生的《孔子传》时，一边细
读，一遍遥想《论语》中诸多说话者的
音容笑貌。我猛然发现，人物传记是
精神花园里的桥梁。若想抵达前贤
时俊的精神世界，人物传记比诗歌更
直白，比小说更确切，比戏剧更具
体。周汝昌先生的《泣血红楼：曹雪
芹传》和王充闾先生的《逍遥游：庄子
传》，洞幽烛微，或长于精密考证，或
挖掘微言大义。我站在这些桥梁上，
回味《红楼梦》和《庄子》的精妙与哲
思，遥想无限的精神风景。

在春光明媚的精神花园里，有
一座桥梁铭刻着献词：“献给所有为
国家献身的人。那英挺有大志的父
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
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
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
含泪朗诵着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
那盛开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
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
海⋯⋯”犹如汉白玉上凸出的鎏金
大字，在洁白质地上，字字熠熠生
辉。这便是齐邦媛女士的《巨流
河》，河水呜咽，讲述着祖、父、女几
代人的家国情怀。无独有偶，叶嘉

莹先生的《红蕖留梦：叶嘉莹谈诗忆
往》，梦境依稀，更述说了祖、父、女
以及师生几代人的家国情怀。也
许，叶嘉莹先生的“构厦多材岂待
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
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这些饱含
热泪的诗句，足以倾诉海外游子的
共同心声。

诗人雪莱说：冬天到了，春天还
会远吗？时值寒冬，我却感到我的
精神花园有四季，在时间维度上有
着四季轮回，在空间维度上可以四
季同现。每一本书都是一个人生四
季，经过阅读会成为我们人生世界
里或近或远的风景。我愿意在人生
的精神花园里，当一个农夫，耕种一
片教育的天地，丰衣足食，怡然而
乐。在新的一年里，两年前已经摆
上书架的《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
类学初探》《林哈德和葛笃德》等人
民教育出版社的这套“外国教育名
著丛书”和《课程愿景》《学校课程
史》等教育科学出版社的这套“世界
课程与教学新理论文库”，自然应该
继续读下去。甘当农夫的我，读了
源创图书编辑李玲老师赠送我的

《教与学的秘密：解读佐藤学的课堂
教学观》等书，在精神花园里迟早会
发现万物生长的秘密。

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应
该是图书馆的模样。”我想，一座人
生的精神花园就是人间的天堂，在
自己的书房里手不释卷，立躺坐卧，
悉听尊便，畅享人类思想的盛宴，焕
发思想的生机与活力，有一天自己
也许会长成一棵绿意葱茏的树。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实验高
级中学教师）

造一座精神的花园
熊纪涛 2017 年，我对自己的阅

读期许，不是向外扩张，而是
向内收缩。

这并非如夏曾佑、金克木
等所谓的“书都读完了”，而是
因为在激情、博杂的阅读期之
后，我有必要冷静地梳理自己
的阅读成果，回向自己的内
心，建立书与书、书与自我间
的深刻关联，让漂移的孤岛逐
渐连成大陆。

回 到 “ 诗 ” 与 “ 思 ”。
少年时期一度迷上文学与哲
学，而工作后很长一段时间
放逐了“诗”与“思”。但
这些貌似无用的书籍，却在
我功利式阅读的背后越发闪
烁着迷人的光芒。它们已默
默等待了我许多年，就这样
静静立在我的书柜里，等一
双温暖熟悉的手。

我曾以《金蔷薇》中的一
个古老的传说打比方，说文学
阅读就是让我们从贝壳的深
处 看 到 一 个 仙 国 的 神 奇 景
象。阅读文学作品，可以借助
文字激活想象和诗性，体验另
一种可能性生活，让我们的心
灵质地变得更加丰富细腻。
经常阅读文学作品，我的眼神
不会黯淡，我的每一个日子都
变得鲜嫩翠绿。

如果说文学阅读是看到
贝壳深处的仙国景象，那么哲
学阅读就是在迷宫中望见星
座，并借助星座一步步走出迷
宫。学生时代，我有一段时间
深迷李泽厚，找他的书来读，
可惜印象都不深。工作十多
年后，我对李泽厚重新产生了
兴趣，“情本体”“以美储善”

“以美启真”等原创概念，对我
的人生与教育产生越来越大
的影响。此外，潘知常也算是
我的旧友，他的生命美学总能
让我激情澎湃，遐想不已 。
2017 年，我要与这些老友们
叙叙旧。

回到“史”与“识”。作为
略有名气的语文老师，我也经
常做讲座、发文章，但我内心
常常充满恐惧，我自知，我对
语文教育史并没有下过多少
功夫。如果不知道前人做了
什么，又如何超越前人?如果
不能超越前人，我的研究对语
文教育史的进程又有什么用
呢?我做的很可能是只图眼前
的无用之功。

因此，我期待自己在读书
上能多一些见识。多读原典，
少读或不读“二手货”。站在

“史”的高度，做有“识”的读书
人。数千年的语文教育史，何
其广博深邃！结合自己的志
趣，我打算2017年聚焦于现代
写作教育史，读一读黎锦熙、吴
研因、梁启超、孟宪承、陈望道、
叶圣陶、夏丏尊、朱光潜、胡适、
阮真、朱自清、蒋伯潜等人的作
文教育方面的著述。

由史入手，述而不作，或
者边述边作，在整合的基础上
力求原创，这就是我的阅读愿
景。由此，我的专业阅读，会
自觉地站在系统的高度，关注
核心概念，思考根本问题。

2017，潜心读书，不求眼
前之功，只向着教育人生之大
美，默默前行。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
区教师发展中心）

2017，我对阅读的期许
徐飞

新年特稿

正当时，2017年我主持的
“语文特级教师工作室”需要商
定三年的阅读书目，我便顺手
拿出了一份书单。那是几年前
我在一所学校，与一批有读书

“因缘”的同道“啃读”的书单。
2017年的阅读，我期待与我们
曾经的“啃读”一样美好。

这个书单的出笼，因着怀特
海的《教育的目的》中所言“由浪
漫到精确到综合”的启示，也因
着从哲学的高度看教育，从教育
的高度看教学的启示。

首先，我们确定要精读的
经典。“上手”并引领我们启程
的，是精确的教育哲学阅读。
至今历历在目的，是我们那时
艰难而愉悦地行进在胡塞尔
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存
在与时间》《林中路》中的身
影。那一段，我们“上手”的书
目还有怀特海的《教育的目
的》、博尔诺夫的《教育人类
学》、荣格的《人格的发展》和
维果茨基的《思维与语言》等。

然后，我们又转身精确
的学科本体阅读。因为那时
开发校本阅读课程的需要，
我们需要精确的学科本体的
互文阅读，这样的互文阅读
也 最 能 洞 开 经 典 ， 捕 捉 教
点。承担 《论语》 阅读课程
开发的老师按照商定，必须
互文阅读的书目有杨伯峻、
钱穆、李泽厚、程树德、张
祥龙、李零、钱宁等的 《论
语》。教者的先读，使得校本
阅读课程的开发，有了根本的
保证。这样的阅读，那时已然
寻常，成了我们对青年教师
自觉修为、自我成长的美丽
期许。我们也期许这样的阅
读成为这个新的读书群体，

穿越 2017 年的阅读路标。
学科本体的阅读，还得精

要选择深入文本的工具。当
然清晰地记得那时“上手”的
工具，即如小说，福斯特的《小
说面面观》，申丹的《叙事、文
体与潜文本》，曹文轩的《小说
门》，刘莉莉的小说文本解读
著作等。

淬炼思想、精选工具之
后，我们还得借助课程论的催
化剂，催化出校本阅读课程。
于是便有了王斌华的《校本课
程论》、崔允漷的《校本课程开
发》等的阅读，有了王荣生、李
海林等语文课程论著作的系
列阅读。言及此刻，有必要停
下来，和我们中学语文同行，
一道郑重地注目王荣生、李海
林 这 个 令 人 尊 敬 的 语 文 团
队。他们一版再版的系列著
作，当然会成为 2017 年工作
室必备的阅读书目。

精确的“啃读”之余，我们
还需要浪漫的自主阅读。主食
之外，我们还得有精致的小吃
菜品。于是，那些文史哲相通
的著作，黄仁宇、费正清、唐德
刚，也会进入我们的案头床
边。还有精致的报刊小吃，《新
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史
哲系列，《小说选刊》《诗选刊》

《散文选刊》等。间或，还有流
行书籍这样的特色菜品，我们
也会鼓励老师们尝尝，比如与

《第五十六号教室》的雷夫的现
场对话。

2017 年，一个语文团队
的阅读期许，会再次带给我们
曾经的美好教育时光的穿越。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丰台实验学校语文特级
教师）

2017，继续美好的“啃读”
赵长河

我读故我在

本报讯（伊湄）由人民出版社
读书会办公室和北京市第四中学
联合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微书评大
赛 颁 奖 仪 式 暨 读 书 会 年 度 盛
典”近日在京举行。来自北京市
第四中学的江山、北京人民艺术
剧院的曹熠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的王汀分别荣获书评组、剧评组
和影评组特等奖。

颁奖礼上，人民出版社副总
编辑于青表示，此次微书评大赛
运用“互联网+”思维，将线上和
线下有机结合，以“短平快”的形
式面向社会大众广泛征集作品，
实现了人群纵深覆盖。

据了解，本届大赛自2016年
11 月 8 日启动，通过“读书会”社
交平台和“人民出版社读书会”官

方微信公众号关注大赛的网友达
20 万人次，收到了 100 万余枚投
票。大赛共收到各类投稿作品千
余篇，经过初步遴选，最终有 187
篇作品进入复赛。经过专家公正
评审、网络投票等打分环节，最终
分别评出书评组、剧评组、影评组
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和优秀奖。

第二届全国微书评大赛颁奖礼举行

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3
周年，2016 年 12 月 26 日，由毛泽东
唯一嫡孙毛新宇撰写、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毛泽东三兄弟》在京举办
新书发布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中
有为数不少的红色革命家庭，毛泽东
一家无疑具有代表性，先后有毛泽
建、杨开慧、毛泽覃、毛泽民、毛楚雄、
毛岸英为革命英勇牺牲。十多年来，
毛新宇出版过多部书写毛家亲人生
平的著作（《爷爷毛泽东》《我的伯父
毛岸英》《母亲邵华》等），这些作品多
为单人作传，未将毛家儿女作为一个
群体来记述，《毛泽东三兄弟》的出版
填补了这一空缺。

该书篇幅宏大 （全书分为十
章、近500页、共计48万字），除了
以时间为序，穿针引线般交替叙述
了毛泽东三兄弟的生平事迹，还于
个别章节记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毛泽
东三兄弟之间的交往，同时专列章
节简要记述毛泽东三兄弟各自的情
感、婚姻经历以及毛家后人的基本
状况。书中还配有 200 余幅珍贵历
史图片，其中多幅照片，如杨开慧
家族亲属合照、毛岸英毛岸青兄弟

在苏联时的留影、毛新宇幼年与父
母的合照等均为首次曝光。

事实上，毛新宇想要创作毛泽
东 三 兄 弟 故 事 的 心 愿 由 来 已 久 。
2013年9月14日，电视剧 《毛泽东
三兄弟》 于延安杀青 （该剧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在央视八套首播），作
为该剧的总顾问，毛新宇出席了发
布会并高唱 《东方红》 落泪。在此
之前，毛新宇已有书写毛家儿女的
革命故事的想法。

与之前第一人称讲述亲人故事
不同，《毛泽东三兄弟》全书以纪实手
法、第三人称视角讲述家族传奇，正
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我的撰写，也
尽量以一种后辈的、相对客观的学术
的眼光去写清楚这段个人、家族与国
家的变化交织在一起的历史。”

毛新宇在后记中谈及创作初衷时
写道，“我写这部书，不仅仅是歌颂毛
泽东家族英烈们的事迹，而是想要通
过我们家族的奋起与遭遇，来书写一
个革命的家庭，是怎样弃小家、为大
家，舍己忘我，投身革命，并最终取得
胜利的。中国人向来有家国之思，有
国才有家，我们毛家，便是中国革命道
路上千千万万爱国家庭的缩影。”

毛新宇新作《毛泽东三兄弟》讲述家族传奇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最新书事

本报讯（实习生 徐静婷）“近
几年来，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选择出
国留学，且逐年呈现低龄化趋势。
父母们的名校情结根深蒂固，却对
西方的教育哲学和行为若明若暗、
缺乏信息。”在日前举行的“留学教
书30年：美国教育纵横谈”专题报

告会上，美国密西西比大学数学系
教授、《亲历美国教育》（商务印书
馆）作者丁玖如是说。

丁玖以自身经历为主线，描述
了其求学经历和求学感悟。由于
他在中国经历了硕士研究生以前
的教育全过程，现在又是美国密西

西比大学数学系教授，所以，他对
中美教育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在

《亲历美国教育》一书中，理性、中
肯地分析美国教育的可取之处，比
较了中美两国教育理念与实践的
异同，对当下教育工作者和学生家
长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亲历美国教育》作者畅谈留学教书30年

书海观潮

书店一角

本报讯（记者 王珺）作为全
年图书出版的风向标，2017 年北
京图书订货会将于 1 月 12 日至
14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行。

据组委会介绍，由中国出版协
会和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主办的
北京图书订货会经过 30 年的发
展，已经从全国图书交易、展示成

果的平台逐步成为国内外出版信
息集散的平台。本届订货会将展
示700余家出版单位2016年以来
出版的新书及精品图书50万种，
举办近200场文化活动。围绕出
版业发展趋向、深化改革等议题举
办北京图书订货会高层论坛、中国
出版发展报告会等。《傅雷译品典

藏》《疯狂4D丛书系列·小学科学
活起来》《金色俄罗斯》《吐鲁番文
献合集·儒家经典卷》等新书将在
订货会现场发布。此外，还将举办
开卷数据发布会、民营书业峰会、
大家读好书、第十届新闻出版业互
联网发展大会、全国高等教育教
材峰会等一系列活动。

2017北京图书订货会开幕在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