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校园书香
2018年6月25日 星期一

11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实习生：张墨颖 设计：王保英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21 邮箱:queym@163.com ·

看过由朱自强撰文、朱成梁绘图的
《老糖夫妇去旅行1》的读者，会为兴冲
冲地谋划旅行却心慌慌地未能成行的
老糖夫妇扼腕叹息，会笑话他们不敢冒
险的胆怯与杞人忧天的多虑，也会期待
他们勇敢地去尝试下一次的旅行。两
位“老朱”继续默契合作，开启了老糖夫
妇的又一段旅行趣事。这回，故事的主
人公能不能如愿以偿？这绝对是一个
扣人心弦的悬念。读者一定希望他们
能改过自新、勇闯天涯，但又不由担心
他们可能积习难改、重蹈覆辙。

3 年前的夏天，朱自强曾告诉我，
他家收养了一只流浪的小猫，给它起
的名字就是克洛伊，他讲起克洛伊时
眉飞色舞，喜不自禁。3 年后，活泼可
爱的克洛伊走进了主人笔下生动有趣
的故事里，裹挟着潺潺流淌的拳拳爱
意。更奇妙的是，虽然作者并未把克
洛伊的照片发给画家，但是画家笔下
的克洛伊形象俨然就是那个现实中的
原型，可见这一对“老朱知己”真是心
有灵犀。这种同心相印、同气相求的
图画书创作，必然会使得文字和绘画
更易浑然一体、活色生香。

那么，来看看这只小猫如何“折
磨”了老糖夫妇。为了安顿好克洛伊，
他们殚精竭虑，设想了种种方法，但又
屡屡推翻，只因舍不得让它遭惊吓、受
欺负、被追赶，也舍不得让它忍受噪音
和孤独。好不容易费尽心机地安排好
一切，临出发时，却又节外生枝，冒出
了又一个大难题，而没想到的是，这难
题竟然来自他们自己：无法承受对克
洛伊的想念和牵挂。最终，他们再一
次放弃了旅行。

我们对老糖夫妇顺利出行的期待
就这么一路“跌跌撞撞”地攀爬，结果还
是“跌入谷底”，泄气之时又有一种异常
温暖的雾气从谷底升腾而起，动人地洋
溢。因为，他们这一次的放弃，是完完
全全的心甘情愿，让我们看到了一种
爱，叫彻头彻尾的依恋，叫深入骨髓的
牵挂，叫放弃自我的牺牲，叫坚守责任
的担当，叫全心全意的呵护⋯⋯

这不仅是一个关于爱与责任的故
事，还是一个关于困难和挑战的故
事。当各种困难纷至沓来，我们要做
的是积极面对，想方设法去解决。这
还是一个关于束缚与自由的故事，真

正束缚我们的，有时不一定是外在之
物，而恰恰是我们自身。只有真正听
懂内心深处的声音，并坦诚地正视，才
能解放自我，还诸自由。好的故事总
会有丰富多样的含义，而最重要的魅
力是，透过故事这面镜子，能够照见故
事之外的我们自己。这本图画书的主
人公虽然是老糖夫妇，但作者的旨意
并不仅限于对老年人境遇和心态的观
照，他们只是生活的一种代表，不同年
龄的读者都可以从中感知到普泛性的
梦想、困境与喜乐。

优秀的插画家总能以独特的形象
巧妙地传递文字故事之神髓，并且还
以别致的构图和细节来丰富故事之趣
味。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装饰了花边
的画面是老糖夫妇的各种假想，不带
花边的画面是现实的生活，二者交替
变化、错落有致。文字故事中讲述了
许多动人心扉或者令人啼笑皆非的细
节，前者如老糖夫人为了免除克洛伊
的孤独而愿意改变自己的习惯，拉开
窗帘让它看风景；后者如离不开克洛
伊气味的老糖一个劲儿地想让小猫在
自己的包上再尿一泡的“爱屋及乌”。

对于后者，画家采用各式各样的小图来
呈现滑稽的情境，令人捧腹，也过目难
忘。线条柔和、风格拙朴的绘画更凸显
了故事本质具有的喜感与蜜意。

最后，还想说一说故事中可能会被忽
略的另一个背景角色——旅行的风景。
除了封面和正文中对旅游进行时的假想
之外，还有前后环衬中粗略勾勒的金字塔
景区的游览图。读完正文故事之后，在后
环衬中再次看到与前环衬完全相同的风
景，不由感慨万端。这种前后画面的呼
应，构成了一种假想与现实的反差，包容
了一种善意的嘲讽，也拥抱了一种洒脱的
舍弃，蕴含了一种热切的召唤。“旅行”所
意味的“诗和远方”，永远都是人生的美好
憧憬。风景还在虚位以待，似乎在说：“你
来与不来，我都在这里。”也似乎在说：“我
就在那里，永远等着你。”

那么，就让我们好奇地等待老糖夫
妇可能正在酝酿中的下一场旅行。或
者，在暗笑他们“屡战屡败”之际，也可设
想一下，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是否又真
的能够放下一切，毫无拘牵地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携来拙朴的幽默、温情与反思
——评《老糖夫妇去旅行2》

谈凤霞

一项旨在影响高中生阅读行为习
惯养成的“青春悦读”公益实践，在湖
南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已开展 10
年。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在走廊上
贴报纸到每周一份 2 万字的“青春悦
读”材料，10 年间，数百万字的阅读材
料，见证了一线教师推动高中生阅读
的不懈努力。

高中语文教师张曲，以这项实践
的首倡者和原创者，获得了更多关注，
而谈及初衷，她说“不过是因为读到了
自己和他人眼中的饥渴”。

大学毕业后，张曲被分配到一所
农村高中教语文。第一天上讲台，“几
十双眼睛齐刷刷望过来，里面饱含着
相似的情绪”，张曲说，那种情绪在第
一节课结束后，消失殆尽。后来张曲
才读懂，这种情绪是“饥渴”：高中生对
书本以外知识的渴望。只有一本教材
和一本教参的张老师，解不了学生的
渴，“他们对我的课堂很淡漠”。

经此“刺激”，张曲也进入了一种
“饥渴”状态。她开始频频听课，阅读
那些看似与教学无关的泛文化类书
籍，尝试着写随笔《落在春天的雪》。

“主要是写校园生活、人生情感、阅读
体会”，张曲说，写完了她会拿出来给学
生看，和他们交流，同时鼓励学生写。
学生们很乐意，但问题很快出现。摘录
可以为作文积累素材，只是“摘录从哪
里来？”学生普遍性的困惑，指向的是高
中生阅读引导工作的缺位。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汶川发生
8级地震。消息传来，举国悲痛。作为
一所寄宿制学校，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的高中生们，虽关注此事，却也没有多
少途径对事件进展获得更多了解。他
们都是些十六七岁的少年，无论是从
他们内心需求出发，还是基于学校立
德树人的目标考虑，多让他们阅读一
些相关文章，用正确的价值观来引领
他们，“一定是好的”。

连夜，张曲找来《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权威媒体，阅读

相关内容，并用红笔做出标记。次日
一早，她将标记过的几份报纸，贴在教
学楼的走廊墙壁上。

震区居民互相救助的感人故事，
专家学者的理性思考，是张曲红笔标记
的重点。“当时内心是忐忑的”，张曲事
后回想，因为之前从未有人如此做过，
也不知道会在学生中间产生怎样的影
响。只是听从内心的声音——“为学生
搭建一个了解汶川地震的阅读平台”，
张曲连着贴了半个月的报纸。

那半个月里，两米宽的走廊，每到
下课就挤满了看报纸的学生。“这行为
鼓励了我。”而外班几位不认识的学生，

“半路拦截”张曲，向她讨要汶川地震的
阅读材料，更坚定了张曲的认知：孩子
们是“饥渴”的，而“阅读”能解渴。此
后，一遇热点事件，张曲便如法炮制。
渐渐地，只有热点事件的阅读材料已无
法满足学生的阅读需求。喜欢传统文
化的张曲，便寻思着，能不能做一份兼

具时代热点和文化经典的阅读材料？
《青春悦读》应运而生。2008年至

今，这份阅读材料已从张曲自编、面向
所教两个班的班刊，发展成为全校语文
教师轮流当编辑、面向全校学生和集团
内兄弟校学生的一项阅读公益活动。

10 年、近 400 份阅读周刊、500 来
万字，全都是张曲和同事们利用课余
时间，精心挑选、悉心点评后得来。10
年，从个人自费印制到学校经费支持，
每期几千份的《青春悦读》，均免费发
放给学生。

然而，最初的几年里，这份“不要
钱”的阅读材料，曾遭遇了来自多方的
冷眼、忽视、不理解。有同行提出异
议：多是些碎片化的浅层阅读，与我们
极力避免的手机阅读有何不同？长此
以往，如何培养学生的“深阅读”习惯？
有家长表示担忧：孩子是要参加高考
的，看这些会不会浪费宝贵的备考时
间？有学生感到焦虑：我喜欢《青春悦

读》，但我有9门功课，每天光是做作业
时间都不够，哪还有精力去阅读？

尤其“应试”，是最大的考验。尽
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主流媒体也积极
配合，但“对高考有没有帮助”的功利
标准，仍普遍存在于公众心里。语文、
英语共享早读，白天上课，晚自习做作
业，3 年周而复始，几乎没有多少课余
时间留给高中生阅读，这也是推广过
程中的一道难关。

“阅读必须坚持！”见过那么多双
“饥渴”眼睛的张曲，最终决定，“以功
利为噱头”，将阅读材料与单元教学结
合，再辅以紧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时文选粹、热点讨论，制作一份篇幅
短小的阅读周刊，方便“缺时间”的高
中生“见缝插针式”阅读。

“关注当下，篇幅短小，聚焦核心
素养，兼顾德育与智育”，麓山国际实
验学校校长邓智刚用这几句话概括这
份“平均每期 2 万字、每年 50 万字左

右，可以实现教育部要求的一半目标
（中学生每年 100 万字课外阅读量）”
的阅读周刊。

我们手头是一份 2018 年 5 月的
《青春悦读》，共计1.4万余字，分“开卷
有益”“经典有声”“青春热点”“佳作有
范”“诗词有韵”5 大版块。陈寅恪、梁
启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10
位“五四”名人，50句经典言论，配上教
师自己写的百来字短评，组成了“开卷
有益”版块。随后的“经典有声”“青春
热点”，关注热播的《朗读者》第二季和
主持人董卿“跪着采访”事件，以及《人
民日报》关于反腐倡廉、汶川地震10周
年的两篇评论。“佳作有范”则聚焦“选
句关联型材料作文”写作与范文赏析。

“既贴近时政，又贴近高考；既不
忘传统，又紧跟潮流。”本期主编、高一
年级组刘智老师告诉我们，现在的高
中生和家长很能接受这种亲民、灵活、
接地气的阅读方式。新鲜，方能触动
年轻人的心弦；与时代接轨，传统才能
焕发生机；短小的经典，读起来不费
力；有应试技巧，可以得到家长、学生
的支持与配合。

因此，每期《青春悦读》一出炉，
2000 多份纸质版很快便被学生们抢
走了；电子版则会共享到麓山教育共
同体内的 7 所学校群里。即便如此，
QQ、微信上，家长、外校师生索要电子
版的留言，仍会数条数条地刷屏。

同样是碎片化阅读，因为有了教
师的整体规划、引导和删选，基本避免
了“网络碎片阅读”的负面内容。更重
要的是，《青春悦读》是一线教师依据
多年高中教学积累下来的经验，并充
分考虑各方需求后，形成的一个可操
作性强的阅读推广模式。

它是一道水果拼盘，营养、好看，且
不影响“一日三餐”，方便高中生在“每
样都尝一口”之后找到自己的“最爱”，
为未来几十年的深阅读探明“口味”。

张曲说，《青春悦读》10年，这当是
她最大的期望。

一位教师的一位教师的 年年““青春悦读青春悦读””实践实践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通讯员 钟武伟

一线行动

“这些书我都看过，您随便问！”站在
课桌后面的一位四年级学生自信地说。
这是日前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五小学举办
的读书交流活动的环节之一：一至六年
级的学生代表将自己近期阅读的书籍放
在课桌上，校长、教师可以随手拿起桌子
上的一本书，跟任何同学提任何问题。
无论是谈书里的内容，还是做阅读推荐，
学生们都讲得头头是道。

三（3）班的郭鑫朋吸引了无数人的目
光，一眼望过去就能发现，他桌上的书堆
成了小山，是其他同学的两三倍。“这些书
你都读过？”一位校长怀疑到。郭鑫朋底
气十足：“你别看我小，我读的书可不少。”

“那这本讲的是什么？”这位校长选了一本
《我们，我们的历史》，郭鑫朋立即介绍，这
是一本非常漂亮的绘本，讲生命的起源、
人类的诞生以及历史的发展。校长又请
郭鑫朋选一本自己最喜欢的书，他毫不犹
豫地拿起《老鼠阿贝漂流记》：“我特别喜
欢这本书，里面不光有有趣的动物故事，
还让我对阅读方法有了感悟。”郭鑫朋说，
利用早晚和课间的时间，他一天最多可以
读3本书，不光阅读量大，喜欢的书籍类别
也非常丰富，他还喜欢把感兴趣的故事记
下来，给班上的同学讲。

在六（3）班的展示区，学生昝宁清与
朱思芋就一位老师提问的“你喜不喜欢看
漫画”辩论了起来，她们以各自的视角探
讨了对漫画与文字两种表达方式的理
解。一位认为漫画更简洁，用漫画讲道理
一目了然，更容易理解，效率更高；另一位
认为文字更有意思，文字的形容与表述给
人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提问的老师忍不
住为这两个六年级的孩子竖起了大拇指：

“你们太了不起了，知道的真多！”
其实，这样的阅读交流与讨论是师

生的常态。校长吴璀介绍，龙泉五小是
一所典型的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发展起
来的学校，班额大、学生生源复杂、个体
差异很大，在这样的前提下，学校将阅读
作为师生的发展之路。

“阅读能改变一个人的文化基因”，
“童年的阅读决定儿童之间的差距”，出
于这样的信念，学校于2006年正式启动
了“阅读考级”项目，不光学生参与，教
师、家长都被纳入课程中。通过校本课
程，引导学生“广泛阅读、大量积累、积极
思考、自由表达”，培养“终身的阅读者和
自信的表达者”。

学生年龄特点与阅读基础不同，各
个年龄段阅读侧重点也不相同，教师会
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推荐书目。比如，
二年级学生开始独立阅读时，父母给他
们讲的故事要从画面多彩、故事简单的
绘本转换成情节跌宕、线索众多、篇幅较
长的书本。与此同时，给孩子提供和他
们现实生活贴近、篇幅较短的文字书，鼓
励他们自主阅读。教师会在每个阶段进
行引导，让同学们拾级而上。

有了阅读的输入，还需要表达的输出，
有一定“量”的积累之后，同学们很愿意把
自己的阅读主张与大家分享。每学期期中
和期末，学校都会举行阅读展示，有摘抄
本、读后感的分享，也有课本剧、童话续编
的创作，让同学们展示阅读的收获。

在龙泉五小，走进一间办公室，单凭
桌上的各种书籍，很难判断是哪一位教
师的位置，因为教师们的阅读面非常广，
学科边界正在模糊。现在，教师们追求
的状态是：“我不是教语文或者教数学
的，我是教学生的。”他们的阅读积极性
已经充分被调动。

为了给教师更好的阅读指导，学校
提供了大量外出培训的机会，还鼓励老
师利用碎片化时间完成一些专门的线上
培训，让老师的眼界更加开阔。

吴璀一直坚信，教师的阅读可以引
领学生的阅读，但在学校推进教师阅读
的过程中她发现，更多的时候，其实是学
生的阅读在倒逼老师的阅读。她认为，
学生阅读、教师阅读正在重塑基础教
育。越来越多的老师意识到，语文教学
不能仅仅围绕教材进行，学生必须进行
大量而高品质的阅读。在阅读过程中，
教师应该和学生进行真切的情感交流和
思想讨论。

吴璀说：“20 年前，教科书是学生的
全世界，而今天全世界都是学生的阅读
资源。真正的教育，尤其是自我教育，很
多都是在阅读中发生的。”

（作者系教育导报记者）

一所小学的阅读
输入与输出

向颖

中国古代诗词赏析类的著作已是
汗牛充栋，但《中国诗词名篇赏析》一
书包含的诗词是央视《中国诗词大会》
的命题范围诗词，由学术总负责人、研
究唐诗的名家李定广教授选定并评
注，在茫茫书海中凸显了自身的鲜明
特色，这里拈出书题中一个“名”字，稍
作介绍和阐发。

这些名句的采集依据，一方面是
在古代社会的文化传统中，有些句子
一经传出，就妇孺皆知，成为文人墨客
吟诗作文时不时用到的语典，比如王
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的“海内存知
己，天涯若比邻”，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中的“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脍灸人口，千古传诵。还有些古代
的诗歌名句，可能当时不太出名，只是
在现代社会，突然成为网红金句，让网
友纷纷仿效，如韦应物《简卢陟》结尾句

“我有一瓢酒，可以慰风尘”，经人改为

“我有一壶酒，足以慰风尘”在网上传
播，引得世人接龙般续写。

对于名句引出的名篇，李定广作
了评注，既照顾了通俗性，也不失学术
性，可谓“名评名注”。比如李白的《梦
游天姥吟留别》，有些选本在对这一标
题出注时，仅仅把它注解为“李白在长
安受权贵排挤，被放出京的第二年，准
备由东鲁南游吴越，所以写了这首梦
游吴越的诗留给在东鲁的朋友，也题
作《梦游天姥山别东鲁诸公》”。却忽
略了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会在七字
句的第四字后稍作停顿，这样容易带
来一种误解，以为“留别”才是“吟”的
话题，所以李定广的赏析本特意注明

“‘某某吟’是歌行体裁的一种”，让我
们意识到在读此诗的标题时，应该在

“梦游天姥吟”后面稍作停顿，这样添
加一句注，就十分必要了。

如果说，出这样的注是照顾了普

及性，那么有些注则需要有专门的研
究作基础。比如白居易的《琵琶行》结
尾“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
湿”中的“青衫”，一般都注解为“唐朝
八品、九品文官的服色”。但是江州司
马在唐朝属于六品下阶的等级，为什
么白居易又是穿八、九品这样更低品
级才穿的青衫呢？李定广的注解告诉
我们：“白居易当时官阶将仕郎，是从
九品下阶，属唐代官员中最低一级。
白居易虽然是江州司马（正六品下阶）
的官职，但实际品阶是将仕郎，地位、
俸禄皆按将仕郎待遇。”打个不恰当的
比方，白居易当时属于“高职低聘”，聘
用的是最低等级。由此我们恍然，他
对琵琶女说的“同是天涯沦落人”，就
不是一句泛泛之言，而是有自己的切
身体会。

对名句本身独立的赏析和解读，
也是本书一大特色。其在“赏析”的后

半部分对每条名句的独特内涵、审美
意义以及当代价值给予画龙点睛的分
析，可谓言简意赅，颇能满足大多数读
者的审美阅读期待。如对名句“渡头
馀落日，墟里上孤烟”的赏析，作者写
道：“这一联写出了落日留在水面，孤烟
直上天空的瞬间动景，是写景名句。在
前面已经提到过王维不仅是一位诗人
更是一位画家，作为画家的王维非常注
重线条，‘渡头馀落日’落日是圆的，落
在直线条的水面上，勾勒出简洁的画
面，‘墟里上孤烟’一句更是用画家的角
度描摹了线条，这里的‘孤烟’和‘大漠
孤烟直’的‘孤烟’不同，因为这是炊烟
不是狼烟，因而能轻飘飘的‘上’，而不
是硬朗的‘直’。从这也能窥见王维写
诗的炼字功夫。”让读者明白这两句美
在何处，妙在何处了，进而也明白了大
漠孤烟与墟里孤烟的不同。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名”为何物
——《中国诗词名篇赏析》荐读

詹丹

本报讯 （伊湄） 近日，由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指导、中国出
版集团公司主办的“第四届海峡两
岸新媒体原创文学大赛”启动，倡
导现实题材创作方向，以“新时
代·创精品·享阅读”为中心，面
对海内外中文创作者征文。

此次大赛主题为“书写时代变
迁，打造文学精品”，鼓励创作者
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发现生活之
美，书写家国情怀、时代变迁，创
作出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文学精
品。题材类别包括但不限于“都市
情感类”“军事历史类”“悬疑推理
类”“官场职场类”“玄幻言情类”“武
侠科幻类”“校园童趣类”，共设大佳
小说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影视
创意奖 5 个奖项。中国作协副主席
李敬泽、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潘凯
雄等 9 位大家出任大赛终评委，安
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潘小平、江苏
省网络作家协会副主席吴正峻等
11 位 各 方 负 责 人 出 任 大 赛 复 评
委。投稿截止时间为 11 月 20 日，
最终结果将于2019年4月公布。

第四届海峡两岸新媒体
原创文学大赛启动

阅读推荐

麦田守望

读家报道

阅读现场

图书角

《十七岁的轻骑兵》
路内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路内“追随三部曲”的前
传作品，路小路、大飞、花裤子他
们，骑着飞速的单车逆光而来，在
他们身后是闷闷、丹丹这些让他们
梦绕的女孩。在十七岁的旷野，他
们热闹拥挤又孤单落寞，我们阅读
他们这一刻青春的故事，也阅读他
们青春所驻的那一段上世纪 90 年
代的过往。 读书交流活动现场

张曲张曲（（左一左一））在和学生交流在和学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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