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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 《诸神的踪迹》 之后，著名
作家申赋渔“中国人的历史”系列
作品的第二部 《君子的春秋》 近日
由新经典文化·爱心树童书推出。在
新书首发式上，申赋渔就“我们文化
的起源——从上古神话到诸子百家”
这一主题与现场读者进行交流，并用
10 位君子的春秋，讲述那个风云激
荡的大时代。

“开天辟地”“女娲补天”“夸父逐
日”⋯⋯这些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只
是历史的开始，它们分散在不同的典
籍之间，深埋在地下的文物之中，又或

者流传于人们的口耳之上。人们在讲
述历史的过程中，因为夸张的叙述和
演绎，形成了神话。到了西周末年的

“共和元年”，人们开始使用文字确切
地记载历史，想象的空间被挤压了。
于是诸神退位，英雄登场，这就是人们
所说的“春秋时代”。

申赋渔认为，春秋是霸主的时
代，也是君子的时代。四方诸侯在追
逐霸业的同时，更讲究礼节和道义。
迎宾送别、婚丧嫁娶、祭祀盟会、节
庆仪典都离不开礼乐，就连排兵作战
都要依礼而循。建功立业不仅要靠实

力，也须依礼义，中华文化绵延千年的
力量之源就蕴含其中。在书中，申赋
渔选了郑庄公、齐桓公、延陵季子、孔
子等 10 个人，作为“春秋”的坐标系。
他们的人生就像是一条蜿蜒向前的时
间之线，10 个人，10 条线，首尾相连，
连缀起春秋300多年的历史。而他们
每个人的人生又与成百上千的人相互
交织，汇作一幅纷繁复杂的画卷，形成
风云激荡的“春秋时代”。

“中国人的历史”系列是申赋渔正
在进行的一个写作计划，他打算用10
年时间，以每年一部的速度将这一系

列作品完成，更打算不惜为它白了头
发。与之前的作品《匠人》《一个一个
人》所描述的小人物故事不同，“中国
人的历史”就像是一条星河，一个个杰
出的中国人就如星星般闪耀在历史的
天空之中，构成文明与精神之河。

“有人说我们中国人是没有信仰
的，错了，中国人的信仰是五千年的
信仰。我读了 20 年历史，做了 20 年
的读史笔记，为写这本书而翻阅资料
时，仍不断地有发现、有惊喜。读史
明智，会让孩子更聪明，让我们更坚
定。”申赋渔说。

申赋渔笔下的“春秋时代”
伊湄

得法

所谓“得法”，是指在参考和借鉴
专家、学者各种不同的阅读方法之
后，尽可能得出或者确定的最适合我
和学生的读书方法。

近些年，和学生读《论语》，我主
要参考和借鉴了以下专家、学者的阅
读方法：如李零《丧家狗——我读〈论
语〉》“以人物为线索，打乱原书顺序，
纵读《论语》”的读法；石毓智《非常师
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解读孔子和
他弟子们”的读法；钱宁《新论语》“打
破《论语》原有章节顺序，以‘仁’为核
心，提纲挈领”的读法，等等。

我确定我和学生的读法是：先读
出《论语》的两种结构形态，特别是后
一种结构形态，然后从后一种结构形
态入手，去读《论语》的整本书。

第一种结构形态我称之为显性的、
静态的“外结构形态”。可以做两件事：

第一件，不急于读正文，先读“导
言”（“导读”），看“目录”，再看正文每
一篇标题下的简要说明。如《学而篇
第一》下面标明的“（共十六章）”；《为
政篇第二》下面标明的“（共二十四
章）”，弄清楚《论语》的篇章数目。

第二件，上网输入“论语”“结构”
等词可知：《论语》上论十篇，主要讨
论或展示孔子的理念，以及孔子如何
用这些理念来教导弟子。下论十篇，
主要讨论孔子的行道方案、行道实
践，以及行道失败以后他的心态。

弄清楚《论语》的“外结构形态”，
有利于整体把握全书内容。

第二种结构形态我称之为隐性
的、动态的“内结构形态”。

与诸子著作相比，《论语》的结构形
态比较特殊，有学者认为《论语》是一本

“未经整理的课堂笔记”，也有学者认为
它是一本学生“追念老师”的“纪念册”。

既是一本“未经整理的课堂笔
记”或者“纪念册”，那自然是弟子甚至
再传弟子的“你一句我一句”，给人“杂
乱”的印象也就在所难免。《论语》一书
尽管有些“杂乱”，但还是隐藏着一条

孔子本人、孔子与弟子、
孔子与时人（当时的国
君、大夫、权臣、隐者等）
交集互动的线索。弄清
楚这种内在结构和线索，
或许就能找到阅读《论
语》的比较好的门径。如
参考李零教授的孔子的
一生、弟子的分期和其他
人物的分类，我们将全书
人物分成三个部分：一是
孔子本人；二是孔子与弟
子（可从“孔门十哲”切
入）；三是孔子与时人（可
从孔子与鲁昭公、鲁定
公、鲁哀公、季平子、季桓
子、季康子、阳货、公山弗
扰、长沮、桀溺、荷蓧丈人
和楚狂接舆等人切入）。
这样，以人带事，就事析
人，在时间脉络、人事变化上就能够
理出一条清晰的路径。

经典并不好读，好读不叫经典。
所以，当我们拿到这样一本经典时，
最好是先读读“导言”（“导读”），看看

“目录”，再查查专家、学者在读这本
经典时有哪些方法和策略，有怎样的
经验、教训和体会。

入境

叶圣陶说：“读书心有境，入境始
为亲。”可见“入境”是读书的最高境
界。怎样才能让学生读《论语》有“入
境”的感觉呢？

《论语》主要是一本老师和学生
聊天的记录，师生一体是它最大的特
点。为此，从师生的情谊、情境等进
入是个极好的选择。李零教授对《论
语》中出现的弟子人数做过统计：

“《论语》中的弟子有29人⋯⋯出现最
多的是仲由（42 次），其次端木赐（38
次），颜回、卜商（21次），冉求（16次）。
十哲以外，还有5个人也比较重要，樊
须、公西赤、有若、曾参和颛孙师（子
张），他们出现最多的是子张（18次）和
曾参（15次），其次樊须（6次）、公西赤

（5次）、有若（4次）⋯⋯”
于是，我和学生便先从出现最多

的仲由（字子路）入手：先梳理《论语》
中子路出现42次的语句，再整理司马
迁《仲尼弟子列传》中叙述子路的文
字。这样集散归类不仅能“入境”，还
能有新的发现，如《公冶长篇第五》“颜
渊、季路侍”和《先进篇第十一》“子路、
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两章都写学
生“各言其志”。子路早期志向（“愿车
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就颇
具“野人”气息；到了后期，尽管表现出

“率尔而对”的锋芒毕露和心直口快
（一些译注为“轻率”，不对），但其志向
（“千乘之国⋯⋯可使有勇，且知方
也”）较之前的“车马衣裘”却有云泥之
别。所以，有人将“夫子哂之”译为老
师嘲笑学生并不切当。老师既看到
了学生在学业、志向上的进步与成
长，也看到了学生在性格上的弱点或
缺陷；这一笑，既含欣喜，也有遗憾，更
有担忧，可谓用心良苦、意味深长，而
这正是夫子教育的心存大爱。如再
联系《论语》中“子曰：‘由也升堂矣，未
入于室也。’”（《先进篇第十一》）“子
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

冶长篇第五》）“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
其由也与！’子路无宿诺。”（《颜渊篇第十
二》）“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
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
路。文学：子游，子夏。”（《先进篇第十
一》）“闵子侍侧，訚訚如也；子路，行行如
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
也，不得其死然。’”（《先进篇第十一》）等
章，我们就更不难看出老师那既欣慰惊
喜又忧心忡忡的复杂心理了。

《论语》一书，学生和老师在一起这
样“如切如磋”其乐融融的场景，在先秦
诸子文字的描述里并不多见，难怪孔子
有“至圣先师”“万世师表”“教育家”那么
多名号。这样，学生沿子路而下，依次整
理出现38次的端木赐，21次的颜回、卜
商，18次的子张，16次的冉求和15次的
曾参等，全书内容便可一脉贯通。

克难

要做好“整本书阅读”，学生仅仅
“读过”是不够的，更应该“读懂”。《论
语》最难读懂的是书中有109处提到的

“仁”。在书中，孔子并未对“仁”下定
义，只是说某种行为符合“仁”，如果某
种行为不符合“仁”则为“不仁”。为此，

我和学生参考和借鉴了学者钱宁《新论
语》一书中“仁”的部分内容来攻克这一
难关，具体如下：

核心篇：从“仁”的定义开始，探讨
“仁”是什么？不是什么？有何内涵？怎
样才能做到？然后，探讨“仁”在不同社
会关系中所呈现出的不同形态——孝、
悌、信，以及外化为“礼”，成为人们相互
间的行为规范。最后，从仁者的种种作
为，展示出“仁”所具有的各种特质。

路径篇：指明求“仁”的三种途径：
学习、修身和践行。人之仁者，即是君
子，指明君子之路，君子应有的言行举
止；人之不仁者，就是小人，提出区分君
子和小人的标准。

实践篇：从治国和处世两个方面，
讨论“仁”的实际应用。先讲仁者如何
从政，包括整套的治国方略——以仁为
政、以德治国、以信立国、以教兴国，以
及直言、正名、选贤等；再讲仁者如何处
世，怎样面对富贵、闻达，怎样做人、交
友、识人，以及好德、慎言、闲居等。

例证篇：以实例教学的方式，通过
评论弟子、谈诗说乐、思辨案例、议论时
政、臧否人物、评说历史来展现“仁”的
深层含义，启发弟子们更具体和深入地
理解和领悟“仁”的实质。

哲思篇：将“仁”放在“天命”的层次来
思考，并讨论了鬼神、生死、时光等哲学命
题。“仁”下植于人性，上合于“天道”，而“性
与天道”是孔子学说中最高深的部分。

《新论语》书中列入的“核心篇”五
十章，“路径篇”八十七章，“实践篇”一
百一十六章，“例证篇”一百四十章，“哲
思篇”二十六章，这几乎涵盖《论语》
80%以上的内容，也梳理出孔子“仁”的
整个思想体系。如此从理论、理念到实
践、实例，有利于攻克“仁”这一难关，而
学生读《论语》就不仅能“升堂”，还可以

“入室”了。
总之，在“整本书阅读”的过程中，

教师得找到好的读书方法，努力把学生
带入到历史的情境，和学生一起去攻坚
克难。

作者单位：广东省深圳市新安中学
（集团）高中部

““整本书阅读整本书阅读””要迈三道坎要迈三道坎
吴泓

“整本书阅读”系列⑤

阅读推荐

每一个生命与世界相遇，都是一场历险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一个坚持以《礼物》
为诗集命名的女孩

邬建芳

在中国北部的内蒙古草原，一个
初秋的平凡日子，天已经开始冷了，
草地褪去了丰盈的绿色，黄色登场
了。草原上，马儿安静地吃着草，蒙
古包外的狗儿们也追逐玩耍着。有
一只狗妈妈却焦虑地进进出出，它是
一只蒙古细犬——一种古老的中国
犬种，它要当妈妈了⋯⋯这是蒙古族
自然文学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和
插画家九儿合作的第一本图画书《十
二只小狗》（贵州人民出版社）中的情
节，该书讲述了一个生命与自然、人与
动物亲密关系的故事。近日，他们来
到蒲公英童书馆，与大家分享创作经
历和书背后的故事。

对于黑鹤而言，蒙古细犬这种在
中国行将消失的珍稀猎犬，曾在他的
童年里留下了深刻回忆，也成为他作
品中抹不去的一缕色彩：“四岁时，我
第一次见到这种猎犬。当时，我住在
草原的小镇上，父亲的两个哥哥经常
会骑马来看我。他们背着猎枪，马鞍
上拴系着一些刚刚猎获的野兽或飞
禽，最吸引我的是他们的马后紧跟着
的几只猎犬：它们细腰大腔，高大强
壮，身体上没有一丝赘肉，闪亮的薄
薄皮毛下就是线条清晰的肌肉。它
们更像猎豹，而不是狗；它们冷漠傲
慢，高贵不凡，身上往往还带着刚刚
跟野兽搏斗过的伤痕；它们卧在马的
旁边休憩，偶尔被什么所吸引，目光
投向远方的地平线⋯⋯尽管那时我
还小，但这些我都记得，我将以自己

的方式纪念他（它）们——记录一些
远去的背影，记录已经在北方随着荒
野一起消逝的狩猎文化。”

现实生活中，黑鹤还是中国原生
猛犬研究者。在呼伦贝尔草原，他有
一个营地，饲养高大凶猛能够驱赶并
且杀死狼的猛犬——蒙古牧羊犬，并
且将繁殖的幼犬无偿赠送给草原上
的牧民，《十二只小狗》的故事就来源
于营地里接生小狗的经历。

九儿说，当她第一次读到这个故
事的时候，就被这个简单温暖、饱含着
生命感动的故事所吸引。她认为，生
命是图画书创作中不可回避的素材，
就像黑鹤讲一只小狗生下来就是冰冷
的，作家在抢救的时候就哭了⋯⋯这
是最触动她的。她想尽可能地展现
这种猎犬真实的样子，也希望让更多
的人去了解它，所以决定采用相对写
实的绘画方法。但是，在创作的过程
中，即使参考大量的图片，依然会遇
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于是，黑鹤
送给她一只小狗——呼和。刚来时
只有三个月大，到现在已经两岁三个
月了。

“黑鹤给我看了很多生小狗的视
频，看到狗妈妈从开始生第一只小狗
一直到最后一只，需要整整一夜，真的
是太辛苦了。每一只小狗生下来它都
要舔，让小狗去吃奶，而且中间还有一
只已经死了。当主人在抢救小狗的时
候，狗妈妈就一直在看着，那种希望能
救活自己孩子的无助又哀伤的眼神，

特别打动我。虽然它是一只狗，但是
所有的生命都值得敬畏，尤其是母亲
这个角色更是令人尊敬的。”九儿坦
言，“当我画到最后一页时，狗妈妈领
着小狗在跑，我心里是很伤感的。因
为小狗长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就意味着
将和妈妈永远分离了，它可能再也见
不到妈妈了。这些小狗将被送到四面
八方，就像呼和来到了我的身边，所以
我会善待它，也希望大家要善待所有
的生命。我相信，如果能善待一只狗
的话，你也能善待人生。”

对此，语文教育专家王林颇有
同感。他认为，这本书浅而有味，
读者可以从中读到很多东西，比如
生命的艰难，比如分离的忧伤。阅
读推广人李一慢从故事与家庭关系

的维度评价 《十二只小狗》 是一部
原创佳作，能向孩子们传递“生命
一体感”，即万物皆一体，生命皆一
体。而同样兼具作家和画家双重身
份的田宇则认为，这本书无论是文
字表达还是绘画细节都令人震撼，

“绘画的光不是来自太阳，光就在你
的心里，是通过你的手和笔照向了
你的书，通过每一页的画面、每一
个细节，照进了孩子的心里”。

当我们读完这个故事，不得不为
生命的神奇而感慨。当一个新生命
与这个世界相遇时，是那么的不容
易。“它让我们明白，要葆有一颗对生
命敬畏和尊重的心，热爱这片土地上
与我们并行的所有生命。”蒲公英童
书馆总编辑颜小鹂说。

麦田守望

那是去年的最后一天，在苏州字里行
间书店，我与一本名叫《礼物》的诗集初见。

一个女孩，从 6 岁开始，11 年时间写
下的诗歌，被母亲珍藏、整理、编辑，直至在
她19岁的冬季，付梓上海教育出版社。这
个女孩名叫蒋筱寒，她的母亲是史金霞，母
女二人的爱以及因爱而产生的种种情愫缠
绕其间，成为将散落诗句穿成集子的那根
坚韧的丝。第一页，唯一一行黑体字：“献
给我的姥爷”，诗集最后一篇，是姥爷辞世
当日写下的纪念诗《尘》。封面书名“礼物”
二字是舅舅亲笔题写，集子里有很多关于
姥姥、表妹以及小伙伴的诗篇，让这本诗集
自始至终弥散着亲情、友情的温度。

按年龄顺序编排的诗歌，如一幅生命
长卷在眼前铺展，读着读着，嘴角的笑意凝
固，表情渐渐肃然。这是一个孩子的成长
档案，每一次“生长痛”都历历于行间，唯其
真实，所以珍贵——

我看着大人在教训孩子／小孩儿在哭
泣／我也在想还和王紫叶玩儿吗？——

《友谊的缺陷》（9岁）
我的灵魂有空缺／刺骨的寒风呼呼地

进 来 填 满 ／ 让 我 千 疮 百 孔 ／ 它 满 意
了——《荒凉之上》（15岁）

这是许许多多孩子成才过程中共同经
历过的痛，但是许多孩子不愿、不敢或者根
本不会这样喊出来，而蒋筱寒用这些带着
痛感的句子发出呐喊，让我们、让父母，让
老师听到了。同时听到的还有她对成人世
界伧俗虚伪的看破道破——

爸爸对我说不要说谎话，但是大人时
刻都在说谎话／妈妈对我说干什么事都快
点儿，但是大人们总是慢吞吞⋯⋯——《但
是大人》（9岁）

有许多东西，就像首饰一样／只是用
来装饰的／友情，也只是用来装饰孤独寂
寞。——《装饰》（12岁）

作为教育人，更无法忽略这个敏感的
孩子被“分数”简单粗暴“蹂躏”后的控
诉——

我对自己绝望了。我要杀了时间，杀
了钱、世界、人类／我要杀了中国，太平
洋。我要杀了所有的东西／我也要砍人，
我也要吃人，我也要跳高楼／我也要有好
多条命。我终于变成了自己讨厌的人。

我是怪兽，我不是祖国的花朵／你们的
物理、化学、数学、你们的课／我像具死尸，
腐烂在课堂里／复杂的、恶心的人际关系，
甚至是我融入不进去，听不懂的笑点⋯⋯
——《昨天今天明天》（16岁）

作为教育人的痛，就是我们常常忘记，
将一个个受伤的孩子拥进怀，轻轻拍一拍
孩子的背，柔声安慰：孩子，你慢慢来⋯⋯
好在，孩子背后一直站着一位特别的母亲，
她气定神闲地将孩子带到自然、书籍、音乐
构筑的天堂里，鼓励孩子歌唱生命的爱与
痛，用写诗抵抗生命如影随形的孤独，引导
孩子用阅读垫起精神的高度，牵着孩子的
手让她与世界发生关联——《献给地震中
孩子已死去的母亲》《读〈夹边沟纪事〉》《电
影〈焦糖人生〉观后》⋯⋯当孩子在一己的
苦痛之外看见、体察并能够悲悯他人，她就
有能力重新审视自己，与一度敌对的人、事
和解：“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你不用担
心，只要天晴我就会笑的。”“整条大路为我
敞开，阳光只灿烂在我身上⋯⋯”

正如她在《言寸土》中所写，“是诗歌这
万文的起源／是诗歌这滋养智慧的土
地”。一颗丰富、率真、高贵的灵魂从诗歌
中破土而出——“用诗歌刻印的年轮，是高
贵的生命。”朱永新教授在诗集的序言中一
言蔽之。

如果，只有成长的履迹，只有生命的歌
哭，没有语言的“慧性”与“灵气”，很难称得
上“诗”，翻开筱寒的这本集子，每每邂逅令
人怦然心动的句子——

当无话可说的时候，落叶凋谢了／当
欲言又止的时候，雪花飘落了⋯⋯

泪水煮熟的香⋯⋯
还有只倔强的苍蝇／一遍一遍描着时

光的剪影⋯⋯
无数的舌头从脚下的土地冒出／辩解

似的，说着什么⋯⋯
天才诗人般的感知力、想象力，意象的

信手拈来，技巧的似无实有⋯⋯足以让这
本鲜嫩的诗集坦然措身于中外诗歌之林。

最后，说说书名——《礼物》。我不知
道，倘使有一天蒋筱寒这本诗集译成英文
的话，她会选择 present 还是 gift？我却
知道，在英语里，present 既指“礼物”，也
指“现在”“当下”，而 gift，除了“礼物”之
外，还有“天赋”之义。所以，这本名为《礼
物》的诗集启悟我们：要把握当下，“此刻”
就是上天赋予你的最珍贵的礼物！

一个坚持以《礼物》为诗集命名的女
孩，携着她天赋的才情，把握住了生命中很
多珍贵的“此刻”；而作为读者、作为教育人
或者父母的我们，是否应该用虔意阅读来
领受这个慧质女孩赠予的这份多彩的生命
礼物？更重要的是，读过后，懂得用爱、尊
重、温柔去善待每一个经由我们而来，或者
从我们身边经过的独一无二的孩子。

（作者系江苏省张家港市常青藤实验
中学教师）

阅读现场

本报讯 （付敏） 近日，由人民文学
出版社、天天出版社联合中版集团数字
传媒有限公司共同在京举办了“穿过光
阴的风和雨——张之路《金雨滴》新书
发布会”。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
李东华亮相活动现场，与北京二中分校
的师生们分享成长路上的风和雨。

《金雨滴》是张之路的一部原创力
作。作品由一辆凤凰自行车引出一段
少年往事，从而道出了一个关于友情、
感恩与自我救赎的故事。在这部幻想
小说中，主人公老张与自己的少年、青
年以及中年时光劈面相遇，故事饱含
了对人性中复杂一面的思考，延续了
张之路作品理性严谨的风格。

与以往的幻想作品不同，阅读
《金雨滴》，读者可以体味到更加生活
化的书写。李东华也表示：“这部小
说用类似幻想的手法，把自行车背后
的故事串联起来。透过自行车，读者
可以看到一个个隐藏在背后的关于友
情与亲情的感人故事。”

张之路携新作
与学生畅谈阅读与写作

本报讯 （郝辰） 很多人知道中国
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但很少
有人知道我们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
的海洋国土面积。近日，“读万卷书·行
万里海洋路”海洋主题科普教育“中科
小海军研学”启航仪式暨“书香少年中
国”主题国防科普创作“航母梦·中国
梦”启动仪式在北京天文馆举行。

与 会 专 家 一 致 表 示 ， 海 洋 的
70%是极为丰富的矿产和生物资源，
每一个有海岸线的国家都有自己的领
海，谁在公海占有充分优势，谁以科
技为支持的力量就更为强大。让学生
从小树立海洋意识，在广阔的实践中
体会海洋、感受海洋，培养学生的吃
苦精神、勇敢创新精神，必将成为重
要的科普活动形式。据介绍，“中科
小海军研学”已举办了3期，每期从学
校遴选出30多名少年儿童参与了研学
体验活动，发布会上展出了学生们边行
走、边学习、边记录的“研学手册”和
艺术作品。

本次活动由中国科普作协国防科
普专业委员会、中国科普作协科普教育
专业委员会等单位主办。

海洋主题科普教育
“中科小海军研学”启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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