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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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与书房

读书人都希望自己有个独立的书房。
我自幼贫穷，家里连一本书都没有，书

桌也没有，更别奢谈“书房”了。小时候，除
了读课本，就是挤着头和小朋友一起看小
人书。多想拥有一本小人书啊！都说“书
非借不能读也”，对我而言，是不得不借。
好在村里有个本家二哥，他家里有不少
书。我真羡慕二哥家的“大书橱”！一到寒
暑假，我就去借书看。农村的孩子，哪能只
看书呢。我一边在山坡放羊，一边大声喊
读《千家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
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
年。”程颢的诗随着山间清风飘向远方。

考上重点高中，学校的图书馆和县图
书馆就成了我课余时间的好去处。望着成
排成排的书架，我像饥渴的小鹿，一头扎进
清澈的河流。铭刻于心的《人生》就是在这
时读的。到了大学，我像一叶扁舟，遨游在
书籍的海洋里。同学们大多喜欢读萨特、
叔本华、尼采、弗洛伊德等西方哲学书，我
却扑向中外文学名著。

坐在图书馆里，脑际里忽然冒出一个
念头：“自己要是有个书房该多好啊！”但倏
忽间就飞走了。

假期不回家做点勤工俭学，于是有了
点“私房钱”。我开始买“五角图书”，蔡志忠
的《庄子》《禅说》等漫画成了我首批珍贵“藏
书”。买书是少的，还去淘书，《金批水浒传》
是我淘得的好书，可惜只有上册。“草蛇灰
线”就是这时候才知道的。除了买书、淘书，
我还抄书。《三字经》《增广贤文》《唐诗三百
首》《汪国真诗选》《舒婷诗选》等我都抄过。

席慕蓉的《无怨的青春》是我的第一本
手抄书，“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
个人，请你，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没有怨恨的青春才会了无遗憾，如山岗上
那轮静静的满月。”“我如金匠，日夜捶击
敲打，只为把痛苦延展成，薄如蝉翼的金
饰。”“我用一生，来思索一个问题，年轻
时，如羞涩的蓓蕾，无法启口，等花满枝
丫，却又别离⋯⋯不幸的我，终于要用一
生，来思索一个问题。”每每看到这些文
字，我惆怅又凄清！

工作后，我在办公桌开辟一角创建了
一个小书架。可惜只能放几本书，大学时
专业教材和买的书只能“藏”在纸盒箱子
里，不见天日。

借钱买房，极简成家，生子养老。这期
间不但远离了读书，就连书房梦都不做了。

三十而立，我开始买书了。中华文明
传世藏书，《史记》《诗经》《新资治通
鉴》，唐诗鉴赏辞典，宋词鉴赏词典，成
语歇后语大全，四大名著，中国古代十大
悲喜剧，鲁迅文集，巴金的，老舍的，朱
自清的，托翁的，卢梭的，司汤达的，雨
果的⋯⋯陆续来到，拥有个书房被迫提上
日程。小小居室，哪有书房的位置！只好
先买个书柜放在儿子卧室，儿子的图画书
也有了地方安放。

人到中年，我开始专业性阅读，文史哲
书籍成为主打。读苏格拉底、杜威、怀特
海、雅斯贝尔斯、帕尔默、尼尔等西方思想
家教育家的书，读孔子、孟子、庄子、荀子、
朱熹、王阳明等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的书，读
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系列，读朱光潜、李泽
厚、宗白华的美学书籍，读梁衡、余秋雨、刘
墉、周国平等名家散文，读叶圣陶、吕叔湘、
张志公、陶行知、陈鹤琴、晏阳初、余家菊、
何兆武等教育家的书，读李长之、丁学良、
傅国涌、冯国超等学者的书⋯⋯

这些年，尊师坊、万千、源创等系列图
书，还有不少编辑、书友赠送的书，陆续充
满了我的书架。况且还有不少如《名作欣
赏》《语文学习》等专业杂志；有从高中开始
写的日记本、摘抄本。读书、写作成为我教
学之余的修行。随之而来的是文章的发
表，样刊、样报不断地增加。

闲暇时，面对书柜想，这么多的名著不
能只是摆设，也不能只读一遍，是需要反复
读的。随着阅历丰富，如果能再读，那么深
藏在文字背后的精华就会如泉水汩汩而
出。读书是愉快的事，有时就像饥饿的人
扑向面包。读书也是痛苦的事，有时读完
一本书，心中滋味百转千回，无法言说却又
万千冲动；有时一部小说至今都没读完。
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几次读
起，几次放下。这是一笔欠账，总要还的。

读书不止，但购书要有考量，不能“韩
信点兵”而是要买经典、精品。慢慢地，我
的书柜变成了两个，又变成三个。书柜样
式虽不同，但却有历史感。

到了知天命之年，我多想有个独立的
书房，空间不需多大！不求屋外“杂植兰桂
竹木”，不求“庭阶寂寂，小鸟时来啄食，人
至不去”，不求“草色入帘青”，不求“调素
琴”；只求“三面书柜，一桌一椅”，只求“借
书满架，偃仰啸歌”，只求“绿萝郁郁葱葱，
音乐绕梁三日”，只求“心游万仞，精骛八
极”，只求“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只求“笔落文成，踌躇满志，善笔而藏”！

“爸爸，等我毕业了，你就拥有独立
书房了！”儿子说。

是啊，春天来了，我的独立书房还会
远吗？

（作者单位：天津市天津中学）

梦想中的书房梦想中的书房
吴奇

本报讯 （伊湄） 4 月 23 日，
国家图书馆举行“第十三届文津图
书 奖 发 布 暨 国 图 公 开 课 特 别 活
动”，揭晓 9 种获奖图书。其中社
科类 4 种，《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
典》（1—10 种）《哲学起步》《良
训传家：中国文化的根基与传承》

《学以为己：传统中国的教育》；科
普类 3 种，《中国三十大发明》《我
们人类的基因：全人类的历史与未
来》《地球之美：一部看得见的地
球简史》；少儿类 2 种，《太空日
记：景海鹏、陈冬太空全纪实》

《给孩子讲量子力学》。读者可通过
“国家数字图书馆”APP，试读或
者全文阅读本次获奖及推荐图书。

活动现场，“国图公开课”系
列丛书的首本图书 《汉字与中华文
化十讲》 正式发布，《汉字与中华
文化》 是“国图公开课”的首门专
题课程，该书作者、北京师范大学
终身教授王宁发表了 《读书日谈读
书》 主题演讲。截止到目前，国图
公开课发布专题 15 个，课程数量
近 1400 讲，视频数量近 4200 个，
累计2400多万次网络点击量。

9种图书获第十三届文津图书奖

众所周知，《资本论》是马克思创作
的经济学经典名著，但能真正打开它去
读的人却很少。

成人读者尚且觉得难，更不用说孩
子了。但记者在北京市东城区第一图
书馆，看到墙上张贴着许多篇小学生写
的《资本论》读后感，不禁疑惑：小孩子
也能读得懂《资本论》？

《资本论》 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思想
体系，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巨大
影响。接力出版社总编辑白冰介绍，
为了让这部影响深远的百科全书式巨
著能够走近少年儿童，接力出版社邀
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晓鹏在
保留 《资本论》 原著精髓的基础上进
行改写，并依据少年儿童的阅读特点
和接受习惯，辅以数百幅手绘插图，
将 《资本论》 编写为适合孩子阅读的
少儿彩绘版。

李晓鹏坦言，用彩绘版的方式向少
年儿童讲解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是一次尝试。为了让这部人文经典著
作被更多对经济学缺乏了解的少年儿
童接受，他花了一番心思。在写作
时，他首先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放弃
优越的生活，去为底层劳动者的利益
而斗争的经历做引子，启发少年儿童
思考社会正义和人生价值。在介绍

《资本论》 主体部分以及辩证法时，他
把 《资本论》的思想跟现实生活联系起
来，用生动的例子来讲解，使之通俗易
懂，而又不失理论价值。他认为，今天
重读马克思著作仍然是一件很有意义
的事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基础性的理论支撑有三个主要来
源，一个是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文
化，一个是西方的市场经济理论。这三
个方面的思想都要去了解，才能真正读
懂中国经济的成就。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
院院长、《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刘冠军
认为，《资本论》的一大特点是马克思把
经济学当成科学来研究，所以少年儿童
阅读《资本论》的意义和价值是对科学
的探索。阅读这本书，能让少年儿童了
解《资本论》研究的立场、观点、方法，让
他们知道，马克思经济学是劳动人民

“自己”的科学理论。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原副局长

邬书林说，《资本论》是他读了一辈子的
书。作为出版人，他始终认为，少儿出
版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在小孩子
的心灵中种下正义、公平的种子，使他
们将来成为正直的人。而这部《资本
论·少儿彩绘版》就有助于激发少年儿
童研究问题、追求真理的兴趣。

小孩子也读得懂小孩子也读得懂《《资本论资本论》？》？
本报记者 王珺

书海观潮

本报讯 （松果） 近日，以“同
读一本书 共建书香校园”为主题
的辽宁省中小学阅读活动在沈阳铁
路实验中学拉开帷幕。来自辽宁省
14 个市的 102 所基层学校校长在
启动仪式上接过“辽海图书室”的
牌匾，标志着全省百个“辽海图书
室”正式建成。

在省内基层学校开展“同读一
本书 共建书香校园”阅读活动，
是辽宁出版集团参加全省第七届全
民图书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活
动将在百个“辽海图书室”所在校
及本溪市桓仁县、葫芦岛市建昌县
中小学生中展开。活动期间，辽宁
出版集团所属辽海出版社将免费为
基层学校提供 《经典美文阅读》 和

《经典唐诗阅读》 共 3 万余册图
书，并通过组织出版社编辑深入基
层学校与师生共同读书、聘请省内
知名作家走进基层学校等形式指导
学生阅读。活动结束后，将开展

“同读一本书 同写一个故事”作
文征集和评选活动。

本次活动的主体活动平台“辽
海图书室”，是辽宁出版集团与辽
宁省教育厅战略合作框架的具体落
实，该项目自 2016 年启动以来，
已在全省 14 个市的基层学校建成
102个“辽海图书室”。

百个“辽海图书室”建成

一所学校成立了教师读书会，校
长邀请我去与读书会的教师们座谈。
座谈中，有的教师认为，阅读是一件很
私人的事情，不适合一群人聚在一起
共读。我认为，这种说法有道理，但不
完全正确。

在我看来，阅读可以分为非专业
阅读和专业阅读。非专业阅读就是读
自己喜欢的书，你喜欢小说，我喜欢散
文，我读点励志的鸡汤，你瞥几眼花边
新闻。这样的阅读，自然可以由着自
己的性子来，确实算得上是件“私人”
的事情。专业阅读则不然，在很多时
候是读“有用”但自己未必喜欢的书。
有些书，因为专业成长的需要，不管个
人喜欢与否，都必须逼着自己读下
去。也就是说，专业阅读在初期大多
带点“苦读”的味道，属于需要性的阅
读。这样的阅读，单靠一个人的力量
往往很难启动或者坚持下去，团队共
读就显出了独特的优势。下面，我以

“叙事者”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为例，
谈一谈我所理解的教师团队共读。

“叙事者”如何共读一本书

2010年春天，我开始致力于教师
群体的阅读和写作推广，组建了很多
基于学校的教师读写小团队。2016
年，依托一次教师寒假读写挑战活动，
我倡议成立了“叙事者”教师专业发展
共同体。两年来，“叙事者”主要遵循
了四大常态行走方式：一是“叙事者·
共读”，每月共读一本书；二是“叙事
者·共写”，每周撰写一篇教育叙事；三
是“叙事者·讲堂”，每月聆听一次主题
讲座；四是“叙事者·研究”，倡导每人
寻找一个研究方向。

“叙事者”是一个开放的民间教师
成长组织，旨在为每一位愿意成长的
草根教师提供抱团发展的环境和机
会；“叙事者”又是一个严谨规范的教
师专业成长团队，不仅有严格的考勤
和监督约束机制，还有一套科学完善
的成长课程。吸纳、包容和营养，正是
这些元素，“叙事者”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一线教师，至今，成员已经超过
1700人，初步形成了个人、学校、区域
三个层次的成员主体，越来越多的教
师从这里走向了读写之路。

“叙事者·共读”的核心理念是“深
度拥有一本书”，追求阅读的深度、信
度和效度。为此，“叙事者”形成了一
套完整的共读方案，分为三大环节。

环节一，选书。
选书是团队共读最为重要的一个

环节，读什么样的书，什么样的书值得
共读，都是一件十分考验团队智慧的
事情。“叙事者”在选书时充分尊重团
队成员的意见，一般是在学期开始之
前的一个月，通过微信公众号、QQ 群
等平台发布“荐书”公告，发动全体成
员推荐自己最喜欢的书。同时，团队
还会邀请知名的专业阅读人士、媒体
读书栏目的编辑等向“叙事者”推荐图
书，以增加阅读书目的专业性。

荐书结束后，阅读项目管理人员

会把团队成员推荐的图书进行汇总，
选出相对比较集中的20本书，再加上
专业人士推荐的10本书，作为共读候
选图书。然后通过网络投票的形式，
选出前十名提供给专家团队，由专家
团队确定其中的 6 本书作为本学期的
共读图书，其他的24本书则作为重点
图书推荐给成员自由阅读。

“叙事者”的共读行动以学期为单
元进行，在学期单元内选取的 6 本书
一般会兼顾人文底蕴和专业能力的培
养，也会注重由易到难、从通俗到经典
的阅读梯次。

环节二，读书。
“叙事者”以草根教师群体为主，

大多数人渴望读书却又不知如何读
书，或者说想读书却又坚持不下去，所
以“领读”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共读图
书确定后，管理人员就会在公布书目
的同时，发布一个征集“领读人”的公
告，公开选拔“一本书的领读专家”，为
每一本书邀请到一位领读人。领读人
确定以后，一本书的“共读”正式开始，
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步骤：

一是“启动导读”。每个月第一周
的周一，领读人在QQ群发布“启动导
读”，对整本书进行系统介绍，并提供
可操作的阅读方案，带领团队成员进
入这本书的“初阅读”。“初阅读”持续
三周，主要以团队成员自主阅读为主，
并在 QQ 群内随时交流心得和困惑，
或向领读人提问，帮助自己完成阅读。

二是“问题导读”。第三周的周
六，领读人会结合“初阅读”的情况，列
出有助于深度阅读的系列问题，发布

“问题导读”，启动为期一周的“聚焦阅
读”。团队成员则围绕领读人的问题，
在每个月的第四周进行反刍式“二次
阅读”。

三是“线上书吧”。每个月第四周
的周日晚上七点半，“叙事者”通过

QQ 群开展读书交流活动，由领读人
主持对共读的书目进行深度交流，实
现对一本书的“再阅读”。

环节三，拥有书。
怎样才算拥有一本书？“叙事者”

认为，只有把书读进心里，付诸行动
里，生长在气质里，才算是真正拥有了
一本书。所以，在读书活动结束后，

“叙事者”要求每位成员撰写一篇书评
或读后感，并把读书的收获运用到平
时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开展必要的教
育行动研究。

“共读”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在“叙事者”共读的两年时间里，
我见证了众多草根教师从迷茫到觉醒
的阅读成长历程，也深深感受到了团
队共读对普通教师的意义和价值。

获取力量。在小区里，我遇到一
个不愿意去上学的孩子。妈妈用尽了
各种诱惑，买好吃的东西、漂亮的玩具，
都无法说服孩子去上学。我问孩子：

“为什么不想上学呢？”孩子说：“不好
玩，不想去。”我问他：“楼上的小雨雨干
吗去了呢？”“上学去了！”“楼下的萌宝
呢？”“也上学去了！”我说：“你看，像你
一样大的小朋友都在上学呢！你是不
是也应该去上学呢？”他想了想说：“好
吧！”然后背起书包跟着妈妈上学去了。

其实，让这个孩子去上学的原因
不在于我的“能言善辩”，而在于环境
的力量。人是很容易服从于环境的，
周围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你也就
会自然而然地去做这件事情，这就是
环境带给人的影响力。而团队共读最
起码的优势就在于：它可以让你置身
于一个阅读的环境之中，并在不自觉
中走向阅读。当然，这只是团队共读
最基本、最基础的力量。事实上，在团
队中共同读一本书，还可以帮助你获

得更多力量：比如榜样的力量，在一个
团队之中会有走得快的人，这些人可
以影响着你加快步伐；比如同伴的力
量，更多时候，一个人行走的勇气来源
于同伴间的相互鼓励、监督，甚至是相
互的“不服气”。

在“叙事者”成立之初，很多成员
没有完整地阅读过一本专业教育书
籍。当第一本书共读到第二周时，便
有人打起了退堂鼓，不断地在 QQ 群
里喊“太难了，读不下去呀！”这时，就
会有人给他鼓劲：“多读几遍就好了，
有什么不懂的我们一起讨论！”“三个
臭皮匠还顶一个诸葛亮，咱们是一群
人，怕啥呢？”就这样，书越读越顺，越
读越多。陈玉卿老师说：“我教了 12
年书，只读过一本教科书以外的书。
这一年，我读了12本书。1∶12和12∶1
说明了什么？”是的，人大都有惰性，需
要相互间的邀约。拿起一本书读不了
几页，就不愿意再读，这就是惰性。大
家一起去读一本书，就会多了抱团取
暖的诗情，也有了你追我赶的画意。

形成能力。有时候，我们有决心
要去读一本书，也积攒了足够多读下
去的力量，却仍然读不下去。这就不
是缺少动力的缘故了，而是缺少读书
的能力。有人可能会说，阅读谁不会，
只要是认识字，能从头到尾读下来，这
不就是阅读吗？严格起来说，这不是
阅读，充其量算是浏览。阅读不仅仅
是可以识别文字，而是要从文字中读
出独到的理解和感受。

我一直认为，并不是每个人天生就
具有阅读的能力，阅读需要引领，需要
培养。这一点，在专业阅读中显得尤为
重要。很多专业书籍比较艰涩难懂，倘
若没有丰厚的底蕴，没有足够的专业能
力，极易因“读不懂”而停滞。而团队共
读则可以给予成员能力上的支撑：一方
面，团队共读一本书往往会有一位领读

者，也就是由对这本书极具话语权的人
带领大家一起读，这就大大降低了阅读
的难度；另一方面，同一本书，一百个读
者就会有一百种理解，每人一种认识，
每人一个观点，汇集起来就完全可以让
一本书变得通透。这两点，是“一个人
的阅读”所无法企及的。

去 年 ，“ 叙 事 者 ”共 读《人 间 词
话》。这是一本相当难读的书，最大的
困难是教师的文学底蕴不够丰富，诗
词方面的积淀过于贫乏，书中提及的
词很多老师根本就闻所未闻。团队成
员在阅读中不断丰富文本，有时为了
一句词而去寻找一篇文章、一本书，然
后又由一本书引出另一本书。就这
样，QQ 群里不断有人分享自己的“寻
书”之路，由《人间词话》引发的阅读远
远超过了图书本身。后来，我们把这
种阅读称为“根须式阅读”，逐渐成为

“叙事者”读书的通用方法。在团队中
耳濡目染的这些阅读技巧，一点点沉
淀成教师的阅读能力。一个人从无知
到知之甚多，很多时候不是依靠倾盆
灌入的方式获得，而是慢慢积攒、慢慢
熏陶的结果。

走向专业。人只有具备了足够的
阅读能力，才有可能走上真正的专业
阅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团队共读
是帮助一个人形成阅读能力、走上专
业阅读的“孵化器”。那么，什么样的
阅读才算是一个人的专业阅读呢？我
觉得至少要有这么两点：一是要有自
己的阅读架构，也就是要知道自己可
以读什么样的书，应该读什么样的书；
二是要有自己的阅读方式，如何去读
一本书、一类书，如何在阅读中尽可能
地获得更多的东西。

换句话说，一个走向专业阅读的
教师，一定要有自己独到的阅读品
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阅读确实是
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有着自己的规划
和朝向，有着独立的选择和甄别，有着
鲜明的个人喜好与坚守。但是，专业
阅读的这种私有性质或者说品位，不
会一蹴而就，也不会与生俱来，需要一
段漫长而合群的“共读”来培育。这或
许就是教师团队共读的最大意义——
引发一个人的专业阅读，让每一个人
形成专业而私有的阅读品质。

所以，我们强调的团队共读有两
层意思：首先，团队共读代替不了个人
的努力。一个人的阅读也罢，一群人
的共读也罢，要想一步步走向专业，都
需要自己的长久努力。忽略了个人的
努力，再优秀的团队也无法把你带向
成功。其次，团队共读不会长久地完
全存在于你的阅读生命之中。在团队
中行走一段时间以后，个人的阅读能
力形成了，有了自己的专业阅读品质，
你就有可能会离开团队独自行走。即
使不离开，在你的阅读生命中肯定也
会有了自己私密的阅读空间，团队不
再会是你的唯一。

毕竟，共读只是帮助阅读走向“私
人”的一段旅程。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教育体育局）

团队共读为什么团队共读为什么
王维审

封面·话题

本报讯 （缇妮） 随着科技的
进步，阅读方式也在发生变化，日
前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世界图书
日京版集团第16届讲坛以“听书与
阅读”为主题展开。著名诗人、《唐
诗的读法》作者西川，中央电视台

《对话》栏目导演迟忠波，著名儿童
阅读推广人阿甲，出版人、北京新
华连锁有限公司品牌顾问刘明清
等嘉宾，畅谈各自的观点，分享“听
书”与“阅读”的体会。

西川认为，有声读物在给诗歌
传播带来更多可能的同时也给文本

带来了限制，这种限制是否会激发
新的文学可能性是一个值得探讨的
问题。刘明清从出版者的角度提
出，无论是“听书”还是阅读的其
他形式，出版者都要在核心内容上
起到关键作用，给读者提供更优质
的精神食粮。

京版集团世界读书日讲坛从
2003 年开始已坚持了 15 年，北京
出版集团总经理曲仲希望，通过举
办主题讲坛，引起人们对阅读行为
和阅读产业的广泛关注，进而为促
进全民阅读作出切实的努力。

北京出版集团举办第16届读书日讲坛

最新书事

禹天建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