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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

阅读是要讲究方法的，唯有掌握
正确的方法和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阅读才能事半功倍，才能体验到阅读
的真谛和乐趣，感受到阅读的美，从
中受到教益和启发。

没有好的阅读，就没有阅读力；
没有阅读力，就没有素养能力真正的
提高。与过去相比，现在的孩子们有
更多理由拒绝深度阅读：生活节奏太
快，作业量太大，不知道哪些书适合
自己等。这些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原
因，那就是阅读的这颗心还没有真正
落地，阅读的这颗心太浮躁，而要有
一颗真正阅读的心，就要学会念好阅
读的“三字经。”

排除游乐和功利性阅读

读书是内心对阅读的渴望，是
建立在一种兴趣之上的。但这种兴
趣并非是出于专业所需或单纯为了消
遣，而是一种发自内心对阅读的渴
望，是由阅读而推动的品格塑造和素
养能力的提升，是价值引领的向上阅
读。

读书是要排除游乐和功利的。阅
读专业书籍，归根结底是要解决精神
问题。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学校如果
没有那种占据学生全部心灵的真正的
阅读，学生就没有好的愿望，他们的精
神世界就会变得狭窄和贫乏。”

怎么解决精神问题？我们可将
自己每天的读书时间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专业课的阅读，另一部分是
对感兴趣的书籍进行自我阅读。为
了能长期坚持阅读，还要有每天的阅
读量。每学期布置一些书籍让学生
阅读，然后在课堂上讨论。一般不要
推荐网络上的小说，网络小说偏娱乐
化。而阅读纸质书籍的学生，对作者
思想感情的理解远在阅读其他书籍
的学生之上。好的阅读可以让孩子
离庸俗远一点，和高雅近一点；离卑

琐远一点，和阳光近一点；离浮躁远
一点，和宁静近一点；离邪恶远一点，
和善良近一点；离网络泥潭远一点，
和古今中外的智者贤达近一点。进
而培养高雅情趣、大家品性、健朗精
神、书卷气质，引领学生们品格和能
力的提升。

选择适合的书“精读”

阅读应该有自己的选择，苏东坡
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
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
欲求者尔。”因此要优中选优、精中
选精地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名篇和经
典阅读，这样才能体会读书的精妙和
益处。

北京大学教授、国际安徒生奖
获得者曹文轩说：“阅读是一种信
仰，阅读不能改变人的起点，但能
改变人的终点。一本好书，可以改

变人的一生。书是有文脉、有血统
的，在有限的生命长度里要多读经
典的书。”什么是经典？为什么是

“经典”而不是“精典”？据我个人
理解，经典就是经过了时间的淘
洗、考验之后仍然流传下来、没有
被淘汰掉的精华，是值得一生典藏
的好书。

阅读就像选择伴侣，选择好了要
阅读的书，就要认真、详细、全面、精
准地阅读，不仅要对书的内容、结构、
思想有一个详细全面的解读，还要对
该书当时的社会环境、作者的情感以
及作者要表达的主题有一个全面的
了解，这样才能做到不仅知其然，还
知其所以然。然而有很多人对阅读
就像一阵风，当时有着迫切渴望，但
买回一大堆书后，在某天却突然发现
没有好好读过其中任何一本。人跟
书的接触，其实和跟异性的接触差不
多。人生短暂，书海无涯。应该选择

适合自己的书籍“精读”，就像选择合
适的伴侣，并且接下来要对她投入十
二万分的热情去精读、去了解。

有的学生看一本书，觉得看不下
去了，我的意见是先放下来，过一阵
子再看。看书这件事情，其实很讲究
缘分。中学生应该多看一些名著类
作品，不在于一下子就读懂经典，而
在于自身阅读品位的深厚积淀，慢慢
就会读进去了。

学会整本书阅读和深阅读

整本书阅读和深阅读是提高阅
读素养能力的关键。整本书阅读是
对全书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把握，你
读得越多越全，理解力就越好；理解
力越好，阅读能力就会得到提高和增
强，因为阅读能力的核心就是理解能
力。整本书阅读可以使思维能力和
理解能力得到有效提升。

在阅读中，如果缺乏整本书的阅
读，学生的阅读量太少，文字激发大
脑太少，学生就会缺乏思考与语言活
化要素，对遇到的相关问题也没有自
己独到的看法和见解。只有完完整
整的阅读，才能建构属于自己的逻辑
思维体系，才会增长自己全面的知
识，才能对该书有一个既全面而又精
准的解读。

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读书要避免不知所云及人云亦云，要
从有字之处读到无字之内，体会到阅
读的深刻及内涵。真正的深读其实
只有四个字，“读透”“读懂”。“读透”
是在阅读时需要凝神聚意沉浸进去，
体会作者字里行间的感情。而“读
懂”则更加重要，在阅读时很容易受
到作者的影响，书却没能真正读懂。

“读透”强调的是结果，“读懂”是指用
所学的知识解疑释难、解决问题，强
调的是在“读懂”的过程中，发展自身
的阅读素养。从阅读过程看，“读透”
是“读懂”的基础，“读懂”是“读透”的
动机和结果。

在阅读之后，能够用自己独立的
思考进行解读，并且将书中所讲融会
贯通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是“读懂”，这
种洒脱自在的方式才是阅读的乐趣
本源，也是深阅读的基本完成式。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
台，起于累土”。深阅读是慢功，习惯
和兴趣的培养都需时日。若能持之
以恒，读着读着，阅读的奇迹就会发
生，所谓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事事
皆通，深刻而持久的阅读才能引领
我们走向远方。

蒲松龄曾言：“书痴者文必工，
艺痴者技必良。”深阅读的深入和持
久会把阅读作为一种追求、一种爱
好、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相信这
样的学生一定会拥有开阔的精神版
图和健康向上的未来。
（作者系山东省烟台第五中学校长）

阅读要念好阅读要念好““三字经三字经””
王兴金

这个题目，套用了日本 WOWOW 电
视台的电视连续剧《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
气》，故事改编自日本作家群阳子的同名小
说。母亲身亡后，亚纪子辞去编辑的工作，
将母亲的料理店重新装修开业，菜单只有
朴素却美味的三明治和汤，不久后，她又收
养了一只流浪小花猫太郎，一人一猫开始
了互相扶持的温馨生活。

壁炉和咖啡和猫咪好天气的故事，发
生在很多很多年前的捷克农庄——梨庄。
一场大雪降临后，溜冰场上满是脚蹬自制
冰靴的滑冰男孩；叼着烟斗的农民哼起走
调的歌儿，推上独轮车去赶集；坐在壁炉
边忙于针线活的老奶奶，透过老花镜望一
眼小罐子里咕噜咕噜快煮沸的咖啡；还有
一个戴着旧鸭舌帽的小男孩贝比克，他正
忙着教自己家的小黑猫说话⋯⋯

捷克最著名的作家之一约瑟夫·拉达，
用他的文字和画笔，为读者们勾勒出了栩
栩如生的东欧乡村画卷。他笔下温暖安宁
的梨庄，便是自己的出生地；有艺术天赋的
小男孩贝比克，是他自己的童年化身；那只
会说话的“可是不一般的”小黑猫米克什，
还有它会说话的同伴——小猪巴西克、山
羊波贝什，是约瑟夫·拉达点滴回忆中一个
个美好而梦幻的缩影。

与其说《黑猫历险记》（浙江文艺出版
社）是童话，倒不如说它是老奶奶在壁炉边
给孩子们讲述的一个个故事，它们活泼温
暖，清新可爱，感人至深。在故事构造的神
奇世界里，人和动物，皆是平等相处，友好
如邻。

比小男孩更小男孩的黑猫米克什，勇
敢机智又淘气，能带领巴西克用独轮车推
着自己去赶集，也能代替生病的小男孩贝
比克去上学；它也是最尽职的猫，作为梨庄
的捕鼠能手，更是常常把“我得上谷仓那边
去看看，免得老鼠在那儿闹翻了天”挂在嘴
边。时光平淡而欢乐地流逝，直到米克什
打破陶罐撒了奶油，愧疚的它决定出门赚
钱买新壶给老奶奶。梨庄米克什用出走完
成自我成长，归来时，已是捷克数一数二的
动物明星。它看到梨庄外的广阔世界，交
到了比在梨庄更多的朋友，但它知道，即便
被尊称为“米克什先生”，自己依旧是史维
茨家的米克什，是爱在壁炉前打盹、爱爬苹
果树、爱听老奶奶讲故事的那只黑色公猫。

走南闯北的米克什最终选择了停下，
它在故乡梨庄修了一座动物新家，让自己
的动物朋友和人类朋友欢聚一堂，大家过
着一如它童年般安静温暖的生活。小猪巴
西克、山羊波贝什探望它们的旧圈时，它偶
尔来串门，三位“大叔”一起回忆往事：它们
是怎么相识，又是怎么学会讲话，后来又是
如何出远门闯天下。时光，好像走了很久，
又好像没有移动半分。

故事的结尾，是一个满天繁星的圣诞
夜，人们和动物们从教堂做完祷告回家，陆
陆续续进入香甜梦乡，唯有我们的主角，
亲爱的米克什久久不能入眠。它无法入睡
是因为无限的快乐，它爱的人和爱它的
人，终于无忧无虑地睡在一个屋檐下。

距离初次看到这本书已近30年，时至
今日，我读到它的结局还是会潸然泪下，因
为《黑猫历险记》用最温暖质朴的方式，告诉
了我们什么是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就如
米克什出走后回来，用小爪子擦着眼睛，真
诚而颤抖地感慨：“到处都好，家里最好！”

愿我们每个人，每个读过《黑猫历险
记》的人，都能和我们的家人共同进入梦
乡。愿我们的梦里，都有温暖的壁炉，香甜
的咖啡，还有那只勇敢无畏的黑猫。

（作者系青年作家，《黑猫历险记》策划
编辑之一）

壁炉和咖啡和
猫咪好天气

孙佳

“在信息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
们的大学图书馆特别是高职院校图
书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困
难，有一种被边缘化的感觉。有些
图书馆设施陈旧，条件差，买了很多
书但借阅率很低，有的教师3年没有
进过图书馆⋯⋯”在近日举行的中国
高职图书馆发展论坛 （2018） 上，安
徽省教育厅副厅长储常连说，图书馆
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要满足学生学习
和教师专业成长的需求，在优质校建
设中，积极发挥图书馆的作用，使其
真正成为知识中心、学习中心、交流
中心、服务中心和文化中心。

此次论坛由中国图书馆学会高
职院校图书馆分会主办，安徽省高等
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高职高专
专业委员会承办，同方知网（北京）技
术有限公司支持，共设置了“专家报
告”“院长论坛”“青年馆员论坛”“馆
长论坛”“百秒畅坛”等 7 个环节，以

“新时代·新目标·新作为”为主题，来
自全国各地的高职图书馆主管院长、
图书馆馆长、青年馆员等近千人聚集
一堂，围绕高职图书馆与优质校建
设、图书馆的转型与变革、高职图书

馆与法、智慧服务与智慧图书馆等热
门话题共谋发展大计。

论坛上，湖南城建职业技术学院
院长王运政教授做了《特色专业群建
设背景下高职图书馆服务模式创新
报告》，山东职业学院图书馆副馆长
伏立霞分享了《基于大数据的图书采
访数据处理系统研究与实现》，浙江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图书馆馆长陈笑
缘谈了《构建“五位一体”特色空间，
创新智慧化服务模式》等。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用一个字形
容——破，两个字——真破。”吉林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馆员苗安影坦言，一
共17名馆员，平均年龄44岁，50岁以
上的有 6 人，但没有一个图情专业馆
员。虽然如此，大家充分利用现有资
源，开展了“八点读书”阅读推广活动，
每天8点钟在微信上推荐一本馆藏图
书。他们还尝试了“书—专题—展览”
一体化阅读推广模式，比如把荐书和
诗歌朗诵会、手工艺作品展相结合，成
为图书馆转型发展中服务重构的试验
田，受到师生欢迎。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馆长助理廖
建威告诉记者，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

题，就是如何培育 95 后—00 后高职
读者的阅读兴趣，它需要一个整体的
解决方案。“这两年我们正在做的，就
是将传统图书馆服务与信息化时代
智能服务结合起来，吸引年轻读者聚
合到图书馆来。比如，在有限的图书
馆空间外侧，打造了一组极具时尚气
息的创阅书廊，并通过体系化的漂流
系列活动，让每本漂流读物记录下捐
赠者的所思所想。还打造了一个户
外空间，支持 7×24 小时开放，服务
不同时段的读者群体，实现了图书馆
数字资源的无缝接入。”

为了给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搭建
更广阔的学习交流平台，此次论坛开
展了学术论文和应用案例征集与评
选活动，共收到论文 244 篇，服务创
新案例129件，参与投票超过50万人
次。现场揭晓了论文征集奖项、案例
征文奖项和人气案例，同方知网职教
职培事业部总经理匡惠华还发布了

《高职院校图书馆发展研究热点综述
报告（2017）》。

“面向优质校建设的高职图书馆，
需要提供深层次的知识服务。”匡惠华
说，知网围绕图书馆开展了科研服务、

专业建设服务、行业产业服务、特色资
源建设服务、导读服务，形成了针对性
的“资源+平台+服务”的图书馆优质
服务模式，比如CNKI研学平台，可以
进行深度阅读、笔记、交流、个人知识
内化管理，并提供动态、交互、图谱化
的阅读模式，构筑探究式学习环境，助
力高职创新人才培养。

谈到图书馆的未来，中国科学院

大学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系主任初
景利说，从智能图书馆到智慧图书馆
是大势所趋，但图书馆不是孤立的，
而是要以人为本、融入人的智慧。目
前，清华大学、南京大学、重庆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等学校已经开始尝试，
促进了师生的深度学习，激发了他们
的灵感和创新思想，相信未来会有更
多技术和创新服务于师生。

高职图书馆如何助力优质校建设
本报记者 却咏梅

阅读现场

本报讯 （伊湄） 近日，由清华大
学图书馆、武汉大学图书馆、同方知
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主办的2018
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与创新应用高
级研修班在成都召开。来自全国高
校图情界、科研界的700余位专家学
者，围绕数字图书馆前沿理论与实
践、大数据与“一流”学科建设、IR建
设、新图书馆时代等热门话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袁
青介绍说，该校在去年10月提出《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其中一
条就是要“建设一流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聂华表示，图
书馆人应该重新审视图书馆的核心
和价值，以创新的服务和资源重塑对
教学、科研的支撑作用。武汉大学图
书馆副馆长刘霞介绍说，通过对各个
高校图书馆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数
据统计发现，图书馆服务的范围在不
断扩展，信息服务、情报分析、用户研
究等已成为各大图书馆提高服务能
力、助力“双一流”的重要方向。

高校图书馆探索知识服务新途径
新闻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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