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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从有了初步的阅读能力那天起，借书寻书
淘书读书始终与我相随相伴，阅读成为我人生
最惬意的乐事。如果说一个人的学养内涵，有
一个不断转化不断积累的过程，那么这个人对
于书籍的需求品位，也有一个不断转化不断积
累的过程。

我的第一批书籍没有花钱，是一位学者遗
留给我的，他姓陶名德麟，“文革”期间因故下放
住在我家，1980 年的一个秋日，突然有几个穿
制服的人把他带走，留下了近百本内容纯正、朴
素大方的好书，比如柯切托夫的《叶尔绍夫兄
弟》和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还有影
印的宋元明清的线装书。

初中求学的暑假，每当陶叔叔读书，母亲就
嘱我给他添茶倒水，望我受其熏陶。他谈吐不
凡，庄谐杂出，特别是小酌之后灵感迸发，逸兴
遄飞，常常挥毫泼墨。陶叔叔一走杳无音讯，家
兄结婚需要新房，父亲把我和家兄的住处以套
门为界一分为二，我住的这边依门框大小，往墙
里刚好凹回一本书的空间。稍加拾掇，居然成
为一个挺实用的简易书架。我承继了陶叔叔的
福泽，将其所遗之书存放于此。

代课三年，我感觉处处无家处处家，三个春
秋的天道寒暑与人间冷暖，是图书给我以信念
的导向和人性的慰藉。

我的办公室兼卧室陈设简单、鄙陋不堪，除
了一张办公桌、几把折叠椅，最醒目的就是书，
有中外名著，也有当时流行的《读者》《人民文
学》《小说月刊》等文学期刊。这些读物能够最
大程度上满足文化水平一般但又不安于现状小
人物的“诗心”，让我获得一种智力上升的错觉，
一种逃避现实的快感。书是越来越多了，没有
归置的地盘儿，只能是一层层地往高处垒摞，要
不就得请进纸箱里消停安歇。实在没有一点隙
地，我就在土墙上钉了几个木头橛子，架起一溜
包装用过的木条，把这些书籍放在上面，这就成
了我的第二个书架。

其时，我有了不完整的《鲁迅全集》和《约
翰·克利斯朵夫》，还有诸如《太平广记》《酉阳杂
俎》《世说新语》《容斋随笔》和《史记》。有一段
时间里，我格外偏爱这类书籍，不论开本大小，
不论品相新旧，见一本买一本，买一本读一本，
不仅增广了古代见闻，而且夯实了文言基础。
孤寂的阅读中我尤为钦佩太史公之品行，他和
李陵将军，一文一武，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
竟能舍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
能当。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
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
者，绝难体会，细细思量让我潸然泪下。还有

《世说新语》通晓世情，遍地令人浅笑的小包袱，
看似荒诞实为刺心。

在我狂热追寻文学梦之时，我的同事、曾经
的武大教授因落实政策回武大，临行前告诫我

“回一中去参加高考”，真乃命不该绝，那一年我
插队还真的挤进了孙山之前。进入大学后享受
着“漫羡而无所归心”的杂览，赖此点滴积蓄，今
日得以混迹士类，讨碗饭吃。

2003 年我买了新房，不仅实现了“居者有
其屋”，而且“书者有其房”。书房有30多平米，
沿两面墙做了书柜，自地到顶。我的书柜上不
仅摆书，还摆了很多有趣的小物件，有的古朴稚
拙，有的异域色彩浓厚。阿里山的桃木手串、莫
斯科的琥珀制品、新加坡的鱼尾狮、海参崴的彩
色鹅卵石⋯⋯这些带着记忆与情感的小东西成
排地摆在书脊前，“万卷书”与“万里路”相互映
衬，错落有致。有了辞赋酎酒、丝弦佐茶的书
房，我给书房取名“育林书舍”，因为我的新居就
坐落在育林巷上。

新旧有交替，往来成古今。但凡读书人自
然地、有意无意地偏爱那些常看常新的连续出
版物，比如《南方周末》《收获》，比如《读书》《人
民周刊》《博览群书》《书屋》等等。尤令我爱不
释手的是《书屋》。一则因为其名，质朴而不失
温馨；二则因为其实，厚重而不失鲜活。在《书
屋》里，《读书》的重、《人民周刊》的轻、《博览群
书》的杂，均被化解。因而，每当新一期《书屋》
到来，我必“入住”其间，乐而忘返。

正是“喜新厌旧”情愫作祟，当年撩心拨肺
的书籍只能在橱中沉睡，偶尔被唤醒一回，翻一
翻，查一查，又送回去睡了，不知再见又是何
月。《阿房宫赋》说秦宫女“有不得见者三十六
年”，正像这些书的命运。走廊还有一橱，也藏
着书，命运比秦宫女更苦些，只能被视为楚逐
臣。因染读书催眠引梦之恶习，我卧室中式大
床附近，选了一个设计精巧、节省空间的欧式古
典书柜，上面放置册数不到两百，皆属“宠姬”，
睡前必读。

“老了始知惜芳菲”，我珍视着那些或精心
或随意或顺手淘来的书籍，无论是供正襟危坐
阅读的高头讲章、皇皇巨制，还是供横卧顺躺、
进餐如厕阅读的旁门左道、闲花野草，正是因为
有了它们的存在，书房才有了存在下去的理由
和价值。

进入知天命之年，我阅读的意义已经不只
是汲取养分、领略愉悦，阅尽世态百相、人间万
状，书房渐渐化成了生活支点。从读书藏书到
书架书房，既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联系，也有水到
渠成的自然法则。某种意义上说，你的书房就
是你自身的折射，也反映了你的生命状态。

（作者系湖北英山实验中学教师）

我的“育林书舍”
段伟

封面·行动

我与书房

“儿童是世界上一点一点的
光。世界上一点一点的光，已经变
成一条一条的小溪流。它们有一天
还将变成海洋，当朋友和朋友合在
一起的时候⋯⋯”

2018 年 1 月 29 日，一群红衣
儿童出现在深圳地铁站、高铁站、
机场等地，面向来来往往的人群，
旁若无人地大声朗读。他们手捧诗
歌专注朗读的身影，吸引了众多匆
匆赶路的旅客的目光。

他们是谁？为什么齐刷刷现身
这些人潮川流不息的地方进行阅
读？

这是我和几位热爱阅读的朋友
发起的“阅读深圳，彩色行走”地
铁阅读活动，我们想以此宣告：放
下手机，拿起书本，开始阅读吧。

地铁上，这群身穿红校服的小
学生，沉醉在手中的童书里，与身
边低头玩手机的大人，形成了鲜明
的对比。

这次活动经过 《南方都市报》
以及 《深圳特区报》 报道后，人民
网、新华网、南方网、深圳之窗等
主流窗口都相继进行转发报道，引
来了更多的关注和共鸣。人们从这
次活动背后，看到了生活的另一种
可能性。

让阅读回归生活

活动中，地铁经过竹子林站
时，有个爸爸带着儿子上车，看到
车厢里一群在读书的孩子，转身教
训儿子说：“你看看，他们都在看
书 ， 你 什 么 时 候 也 能 这 样 看 书
呢？”儿子立马回答道：“你什么时
候给我带书呢？”

听完父子的对话后，有位义工
家长马上送了一本书给孩子，而这
个孩子也开始阅读起来。可见，很
多人缺少的并不是读书的能力，而
是随身带书的习惯。要让阅读成为
可能，首先需要有随时读书的意
识，而随身带书，就是必须养成的
习惯。当我们在指责孩子不读书
时，有没有给孩子准备好或者提醒
孩子准备好一本书？

很多朋友从国外回来，总会感
叹，无论是在英国地铁上，还是在
日本的排队窗口，总能看到人们捧
书而读的身影；在以色列，只要你
能读书，甚至可以免费搭乘地铁；
在英国伦敦，你可以看到无家可归
的流浪汉身边，都放着一本厚厚的
书。作家薛忆沩曾经讲述过自己在
加拿大的一段经历——他总能看到
一位水管修理工的口袋里鼓鼓囊囊
塞着一本书，而且看起来有点眼
熟。等他鼓起勇气去询问时，发现
是 我 国 作 家 老 舍 先 生 的 《茶

馆》 ⋯⋯
诸如此类的情景，在国内，显

然很难遇见。
阅读，已经远离了我们的生

活；或者说，在我们的生活中，很
少见到阅读者的身影。

所以，才涌现出了形形色色的
阅读推广人，不遗余力地向家长、
向学校、向社会推广阅读。

笔者也是其中之一，从 2008
年创办三叶草故事家族开始，一直
致力于推进优质的亲子阅读，影响
了全国数十万家庭；2016 年 4 月
23 日，联合出版人季晟康，携手
张祖庆、周益民、蒋军晶、李祖
文、胡红梅等名师，开始推动以整
本书阅读为抓手的“全国百班千人
读写计划”，推进教室里静悄悄的
革命，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声势逐
渐浩大，刚刚开始的第十二期共读
活动，全国就有两千多个班级十几
万师生报名参加，有点梅子涵老师
形容的“浩浩荡荡”之势。当然，
这离真正意义上的“全民阅读”还
有很远的一段距离，在我看来，这
件事，是需要我们这代人坚持做一
辈子的。因故，我才策划了本文一
开始所提及的地铁阅读活动，旨在
感召更多人自觉加入到阅读队伍中
来，让阅读回归生活，化为日常。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有位参与了地铁阅读活动的家
长告诉我，她家儿子事后要参加一
个冬令营，在整理行李时，特意多
准备了好几本书，他是这样跟妈妈
说的：“我要在空闲的时间坚持读

书，这样可能会影响同一个宿舍里的
伙伴，让他们也受到感染，不再玩游
戏，而是向我借书，一起看书。”这
位妈妈很欣慰地说，地铁阅读带来的
正面影响已经发生，孩子不仅自己在
改变，也能够影响和改变他人，就像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对此，她深信
不疑。

应众多家长和孩子的要求，春节
过后，我们继续举行了两场地铁阅读
活动，报名者众。在这两场地铁阅读
过程中，孩子们开始主动出击，拿出
事先准备好的书籍，赠送给地铁里正
在埋头看手机的成年人。

一开始，孩子们大多都很羞涩，
在家长的鼓励下，在一些勇敢的孩子
的带动下，他们开始跃跃欲试。但总
有不顺利的时候，孩子的热情会遭遇
拒绝或者质疑和盘问。当孩子鼓足勇
气去送书，耐着性子向人解释这次活
动，最终说服他人成功送书之后，孩
子由此获得的成就感爆棚。

一如我们在地铁站里朗读的诗歌
所表达的：“儿童是世界上一点一点
的光。世界上一点一点的光，是天上
流动的星星，它们有一天，还将变成
宇宙。”我们选择由孩子去影响并改
变成人，那是因为孩子是光亮，是希
望，这一点点的光汇聚在一起的时
候，可以照亮更多的地方。

2016 年有个地铁丢书活动曾风
靡一时，这是由 《哈利·波特》 中赫
敏的扮演者艾玛·沃特森发起的，她
把100本书藏在伦敦地铁的各个角落
里，不仅引发了伦敦的“丢书”和

“地铁寻书”热潮，还让这个活动走
出了英国，在世界多个国家传播开
来。但是在国内，效果似乎并不明

显。对于出现在地铁座位上的书，有
人视而不见，有人捡起来看一眼，有
人拿出手机扫描活动的二维码，也有
人会翻开读上几页。一位受访者说，
他并不认为这种方法对推动阅读会有
很大的帮助，“我捡到过一本随笔
集，当时是交通高峰时段，很快车厢
里就挤得无法看书了。之后再看到
书，我就没有捡了，因为是我不感兴
趣的书。到处丢书这种做法，针对性
有点差，遇到一本书是你刚好喜欢
的，这个几率太低了。”

传播阅读传递爱

相较于地铁丢书后，座位上的书
少有人问津的尴尬，我们通过孩子向
社会辐射阅读正能量的做法，针对性
更强，效果更直观。赠书者和受书
者，都在活动里收获了喜悦。

而陪同参与活动的家长们又是怎
么看的呢？

有人说：“娃娃们不仅在地铁上阅
读，还跟同伴们一起把书送给地铁上
的乘车人，做阅读的传播者。虽然第
一次送书给陌生人，有点儿紧张害羞，
有点儿不知所措，但是当孩子们真的
能讲清楚自己此行的目的，把书送给
别人，能看得出来，他们心里特别有成
就感。看到孩子们出发前写在礼物书
扉页上朴实的话语，真的很感动。因
为，那就是他们心里流淌出来的真心
话——‘读书是快乐，哥哥姐姐弟弟妹
妹，大家赶快来读书吧！’‘希望每个人
都放下手机，开始阅读！’”

有人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
放下手机，捧起淡淡墨香纸质书，由
于不用每隔几分钟刷一次屏，此时此

刻，这么自然地融入到书本的小世界
里，避开世俗的纷争，抛开凡尘的喧
嚣，独享一份精神的愉悦自然。回程
地铁里，看见女儿连续给两位看手机
的阿姨赠书被拒绝后的沮丧失落，也
看见了她再次鼓起勇气向旁边的哥哥
姐姐耐心介绍并赠书成功后的喜悦满
足。真好！”

也有家长说：“非常喜欢这次的
地铁阅读活动，在现如今的社会里，
智能手机会成为低头族的起因，但是
纸质阅读是成长中必不可少的，只有
通过大量阅读，才能提升自己。”

在第三场活动结束以后，有人留
言说：“36 个孩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去感染更多人放下手机，走进书本，
并将善意与爱心源源不断地传递下
去。本次活动与以往不同的是，很多
爸爸积极参与，并陪伴孩子体验阅
读，见证孩子的成长，尤为难得。”

在我看来，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当
初选择的结果，就像林中路，你选择
走哪一条，就会遇见哪一样人生。如
果你想拥有更好的未来，遇见更好的
自己，为何不去选择一种更好的姿
态？同是地铁里的低头族，捧书而读
和玩着手机，两种样式，两样人生，
不同的选择，会让你成为不同的人，
只不过，前者会让你长成你更喜欢的
样子罢了。

最有意思的是，每次活动结束，
家长孩子们都依依不舍，都要申请继
续参加下一次活动。

外地不少朋友看到我们的地铁阅
读活动以后，心动不已，也想来做这
样的行动感召。江西萍乡的一位朋友
行动力最强，迅速组织了萍师附小的
孩子们在当地最热闹的广场上开展了

“快闪诵读”活动，一路收获了无数
羡慕的目光，也赢得了无数由衷的赞
叹。组织者感慨说：“榜样的力量，
胜过千言万语、千叮万嘱，用行动去
影响我们的孩子，让阅读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就像每天吃饭睡觉一样，既
简单，又不可或缺。”

既然地铁阅读活动得到了这么多
人的欢迎和喜爱，为什么不可以传播
得更远，扩散到更多城市呢？即将到
来的4·23世界阅读日，我将会邀约
全国各地有志于推动阅读的老师们，
在当地的城市，带着自己的学生，搭
乘书香地铁，一路传播阅读传递爱。

“儿童是世界上一点一点的光。
世界上一点一点的光，各在不同的地
方，可有一天他们会碰在一起，就像
含笑的鲜花开放。”我相信，用童年
的力量，点燃阅读之光，可以温暖现
在，照亮未来。

（作者系深圳实验学校教师，入
选中国教育报 2012 年度推动读书十
大人物）

用我的书换你的用我的书换你的““低头低头””
周其星

推动阅读，他们引领风尚。
推动阅读，他们播种希望。
推动阅读，他们成就未来。
在春天到来的时候，我们一

如既往，继续寻找致力于播撒阅
读种子的人们。

为表彰2017年度的推动读
书榜样，将全民阅读引向深入，

“中国教育报 2017 年度推动读
书十大人物”评选即日启动。现
面向全国读者征集候选人，欢迎
广大读者自荐或推荐您身边积
极参与阅读推广并取得一定成
效的“推动读书人物”。

推荐内容包括：被推荐者姓
名、单位、联系方式、事迹介绍

（包括阅读主张、阅读推广事迹
简介、阅读推广持续时间、推广
效果及影响力等），以及推荐者
姓名及联系方式。欢迎使用电
子邮件报送参评材料，请在邮件
主题处注明“读书人物推荐”，发
送 至 dushuzhoukan@163.
com。手写稿请寄：北京市海淀
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国教育报
文化副刊中心，邮编100082，信
封注明“读书人物推荐”。征集
活动截止至4月5日。

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

十大人物”评选自 2004 年开展
以来，已评出了一百多位关心教
育，在引领读书、推广阅读方面
功绩显著的读书人，这些读书榜
样在各自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同
样的热忱，点燃了一个班级、一
所学校、一个地区的阅读激情，
为实现“全民阅读”贡献着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我们期待更多
的有识之士加入到这支队伍中
来，一起为阅读鼓与呼。

本报文化副刊中心启

中国教育报2017年度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评选启动

不知怎地，如今我对网上阅读越
来越不感兴趣了。倒不是因为自己因
循守旧、故步自封，跟不上日新月异
的网络时代。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
察和反复比较，方觉得网上阅读有些
支离破碎，许多资讯都是零敲碎打。
也许读不好，甚至会读了八卦新闻、
八卦文章还觉得是不错的信息呢。有
时还读了假信息。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网上阅读实
在是快捷、便利。随便在搜索引擎上
打上几个关键字，就会即刻闪现出无
数条相关信息来。而且此信息还会链
接出无数个相关的信息。有一次，为
了撰写一篇关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
的论文，我到网上搜索一番，还真搜
出不少相关的文章来。

不过，虽说我还未到老眼昏花的
程度，但在网上阅读连续几个小时后
就倍感吃力了。原因是在荧屏上阅读
其实是很费力的事情，不像印刷文字
轻便、舒适、自在，有时一连看上十
个八个小时都不觉得累。

网上阅读如同万里长征，走完了
第一步，还得紧跟第二步、第三步。
也就是为点击一个必看的条目，得不
停地点击无数条信息，进行系统排他
法，方能进入这个页面。如果赶上电
脑有点儿小病毒，反应有些迟缓的

话，所需的页面没有几分钟还真点不
出来。特别是阅读重要的文字，必须
成为会员后方能进入主页面，不拿出
过五关、斩六将的本领，怕是一时半
会儿不能读到的。

曾经有不少人认为，现在都是网
络时代了，谁还热衷于印刷文本。所
以当有人得知我还在每天看书、读
报、看杂志时，实在是不以为然，总
觉得是老土和过时。其实，电子媒体
和印刷媒体我每天都在接触。但经过
长时间的反复比较后得出这样的看
法，网上阅读只适合读点新闻，浏览
资讯丰富的精短文字。同时特别适合
与他人互动，资源互享。但如果幻想
像《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都要在
网上一睹为快，那可就要遭罪了。

这不，为了追赶形势，我也请人
帮我下载了一些电子书，即一些国学
名著。不过，我实在也不想打开。总
觉得在网上读国学不是那么回事，还
是看书来得更惬意一些。一边看，还
可一边读出声音来，偶有所感，还可
在内文里记下自己的旁批、尾批。

在网上阅读，我还时常有自己是
信息盲的感叹。每天看了这么多的信
息和书本，也只是这大千世界信息的
一个小角落。的确，我们都不是超
人，都有自己的专业、职业和主攻方
向。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作为一个
动态的世界和人生，每天产生的信息

和知识真是无以计数。一般人也不是
专门从事信息搜集的，不知道太多也
没有多大害处。倒是应当业有专攻，
围绕着自己的专业和爱好，将专业做
深、做透为佳。

然而，一直将网上阅读视为圭臬
的 80 后、90 后、00 后的年轻人恐怕
会不以为然。也许他们会觉得网上阅
读风光无限，不必再尝试其他种类特
别是传统的阅读方式。只是我无论如
何追赶潮流，也对网上阅读乐观不起
来。因为网上阅读还有一个去伪存真
的问题。大量的伪知识、伪资讯混杂
其中。特别是日益膨胀的博客，成了
无人监管的“记者站”“网上发布
会”。许多重要和不太重要的信息竟
从此中传播。还有播客、威客也在各
领风骚。由此看来，网上阅读固然快
捷、方便，但还多了许多的筛选、甄
别的工序，远不如书报刊的信息来得
更让人踏实一些。

当然，我也不是要将网上阅读彻
底否定。它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为
了完善一个人的知识结构、信息结构，
就需要将电子媒体、印刷媒体各自的
优势进一步完善，使之互相补充，而不
是有所偏废。对我来说，网上阅读是
一种适度的、休闲的阅读。在我的阅
读生活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而深度
阅读、书本阅读当是首选。

（作者系中国地图出版集团编审）

网络阅读并非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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