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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中国 供图
不好，教师不读书，他整天就读一点
《家庭》
《读者》
《意林》之类的杂志，然
后看一点韩剧，八卦一下这些东西，他
怎么可能教好语文？”接着，温儒敏倡
导：
“我们师范教育，我们中文系，要想
办法，将多读书、读好书作为语文教学
的牛鼻子。”
“ 我们语文老师自己要做
读书的种子，老师读不读书，从这个老
师的眼睛就看得出来。这有点夸张，
确实是这样的。读书多的人跟读书少
的人，站在讲台上是不一样的，有些教
师读书多，很有底子，很有分量，有点
幽默感，很懂学生，但他讲课好像不怎
么好，跟所谓流行的示范课不太一样，
但是学生喜欢，甚至学生就要这样的
老师。所以老师的读书非常非常重
要，老师都不读书，肯定很难把学生培
养成喜欢读书的人。”

阅读内容的选择
语文教师的阅读如此重要，接下
来的问题是，语文教师需要读什么内
容的书？怎么进行阅读才更有效？
作为一名师范院校中文系教师，
我认为语文教师的阅读首先是要读经
典。经典文本是经过时间淘洗的，是

最新书事

活、校 园 生 活、社 会 生 活、网 络 安
全、突发情况、自然灾害等几个方
面入手，通过常见的案例与精准的
案例分析以及实用的贴士，告诉青
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如何冷静应对、
机智地化解危机，从而转危为安。
据了解，作为一本全方位宣传
未成年人自护科学方法的图书，
《跟
陈士渠学自我保护》一经出版就入
选了广东省教育厅“暑期读一本好
书”
推荐书目。

“伟大也要有人懂”系列海外出版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王露） 近日，
“青少年
的成长始于惊奇——
‘伟大也要有人
懂’
系列海外出版座谈会”
在京举行。
该系列作者、
北京大学终身教授
韩毓海表示，
他尝试将充满思想的专
业研究与充满激情的通俗讲述结合
起来，
寻求适于青少年阅读的叙事风
格和写法，
这样才有利于读者把高深
思想和日常生活结合起来，
重燃对世
界的好奇与惊奇。中少总社总编辑
张晓楠说，希望通过
“伟大也要有人
懂”
系列中的伟大思想产生的震撼力

和影响力，带给青少年对世界的
“惊
奇感”
，
从而启发他们为人生、
为世界
发展而努力。荷兰雷奥欧出版社总
裁雷纳德·沃特斯介绍，
该系列落地
到荷兰、比利时的 150 多家图书馆，
被评为五星级读物，
有专家称：
“这是
一批有助于我们的学生了解中国的
超值新藏书。
”
此次座谈会由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人民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少
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联合主办。

《表演生命学》新书发布暨高峰论坛举行
本报讯（记者 欧媚）“表演的
创作意味着演员的生命融入角色的
创作中，而角色的生命又活在演员
的心灵中。
”近日，由中国广播影视
出版社出版的、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林
洪桐新书《表演生命学》在京发布，
北
京电影学院党委书记侯光明，中央
戏剧学院前副院长罗锦鳞，戏剧家、
学者童道明，
北京人艺导演李六乙，
演员蒋雯丽、张铁林等出席新书发
布会，并在
“表演生命学”高峰论坛

回到阅读出发之地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阅
读？读书的方法是什么？
目前的语文阅读教学，有许多误
区。其一是迷信阅读书目。诚然，阅
读书目很重要，在出版物多如牛毛的
时代，在每年产生数千部长篇小说的
年代，筛选过滤掉劣质的书籍是十分
重要的。近年来，许多中小学、大学都
有针对学生的阅读书目，这是好事，说
明整个教育界对阅读都很重视，说明
社会对阅读有热切的期待。问题是，
琳琅满目的书目让我们的阅读变得无

书海观潮

《跟陈士渠学自我保护》助力青少年安全自护
本报讯 （缇妮） 由北京出版集团
旗下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主办的
“《跟
陈士渠学自我保护》新书发布暨青少
年安全自护主题研讨会”
日前举行。
作者陈士渠长期在公安部刑
侦局工作，拥有丰富的刑侦经验。
他认为，青少年在日常生活中存在
各种各样潜在的风险，在不幸置身
险境的情况下，选择正确的防范、
应对方式才可能降低所带来的伤
害，所以在这本书中，他从家居生

常读常新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曾
这样叮嘱文学青年：宁愿去读拜伦或
者济慈的一行诗，也不要去读一千本
文学杂志。因为文学杂志发表的文
章，大多是没有经受时间检验的时文，
离经典很远。
面对浩如烟海的语言文学著作，
经
典作品如此之多，对一个教师来说，如
何进行选择？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
的阅读为例，最理想的做法，是依据文
学史，
找到那些优秀作家的代表作品进
行系统研读。当然这会是一项耗时巨
大的阅读工程，
无论对于在校的本科师
范生这些
“准教师”
，
还是对于在职的语
文教师来说，
都是如此。特别是对于从
事繁重教学任务、
兼作班主任的语文教
师来说，
这样的阅读规划是不可能完成
的。对于在职的语文教师来说，
最为可
行的是，
首先阅读选入教材的经典作家
的代表作品，
熟悉这些作家的整体创作
风格，
从而做到了然于心。如果做到了
这些，教师就会对教材的理解比较立
体，就不会过分依赖教学参考书，对课
文就会形成自己独到的看法，
甚至能纠
正教材或者教参中对课文理解的谬误，
避免以讹传讹。

所适从，变得越来越格式化，我们的阅
读已经变成了规定性的动作，我们失
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许多语文教师
天天盯着推荐榜去读书，而不是按照
自己的阅读兴趣去选择，这样不可避
免地会影响到阅读动力的持久性。
其二是迷信阅读方法。语文教育
专家们设计了许多种读书方法，
有朗读
法、默读法、精读法、略读法、速读法，
等
等。这样一来，
仿佛一下子学生和老师
都不会读书了，
都需要接受各种指导，
倾
听许多讲座和培训，
才有资格打开书本，
按照所谓的专家所规定的路径去阅
读。像目前提倡的“整本书阅读”
，
这本
来是一个好的阅读倡导，
但是一旦把这
个理念格式化，
用培训的方式加以推广，
宣讲阅读路径、
方法，
就会束缚住阅读者
的手脚。语文教师学会了屠龙术，
却陷
入了困惑中。人们不禁要问：在层出不
穷的阅读方法指导下，阅读的从容和
美感何在？
其实，
阅读需回到最原初的常识那
里，
不应被所谓的阅读方法绑架。以文
学阅读为例，
阅读的实质是一种美的享
受，是和大师进行心灵的对话，是感受
文字蕴含的无穷魅力。阅读是没有多
少技巧的，
真正有效的阅读是进入一种
境界，是不带任何功利色彩的审美境
界。譬如我们打开《诗经》，读开篇的
《关雎》，随着眼睛扫过一行行诗句，由
文字触发的心灵震颤扑面而来，
那个辗
转反侧的青年男子，
对窈窕淑女的思念
填满了我们的心胸。美好的爱情，
两千
多年以来，依然让我们每个人怦然心
动，
迷醉在其中，
流连忘返。
在此，我想强调自由阅读的重要
性。当然，按照权威专家推荐的书目
去阅读固然是捷径，但是自由阅读，往
往能够真正激发起阅读兴趣，从而达
到最佳的效果。温儒敏教授在会议发
言中说：
“ 阅读不要完全指向考试，也
不要完全指向写作，现在为什么学生
不喜欢读书？因为目的性太强他不喜
欢读书。要给学生自由阅读的空间，
即 使 不 能 给 80% 、90% ，也 要 给 他
20%、30%。没有自由，就没有兴趣，
你规定读完以后写一篇文章，你的出
发点是好的，但他只要带着这个任务，
读书的兴趣就会减少一半。关于这一
点，
我们做过实验的。
”
只有解决了读什么、怎么读的问
题，语文教师的阅读素养才可以培养
起来。而有了阅读的根基，
“腹有诗书
气自华”，语文教师的核心素养在此基
础上，
才会有效地培育起来。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
中文系教授）

发表演讲。
《表演生命学》一书是北京电影
学院的科研成果，是林洪桐教授半
个多世纪从事表演、导演和表演教
学科研的总结。该书是艺术创作与
教学的实践，图文并茂，
结合了文字
阅读与影片分析、视频教材，
试图以
宏观论和系统论的方法研究当代表
演艺术的理论问题，用宏大结构和
技巧研究
“生命学”
的基点问题和经
常问题。

人非孤岛

书皆世界

本报记者 王珺
秋日的中午，首都师大附中高三
理科班学生丛榕匆匆吃了饭就赶到
学校的喷泉广场等候第八届读书节
开幕。此时，已经有不少同学聚在广
场的“谜之世界”猜谜、在“书海世界”
挑 书 了 。 作 为 升 入 高 三 才“ 光 荣 退
休”的校图书馆管理员协会前宣传部
长，丛榕在模型书、宣传背板以及各
种文创展台前驻足观看，很是兴奋，
她说，这些都是图书馆管理员协会的
小伙伴们设计制作的。她指着背板
上“人非孤岛 书皆世界”几个大字告
诉记者，这是本届读书节的主题。
校长兼党委书记沈杰宣布第八届

读书节开幕后，校图书馆管理员协会
主席、高二（6）班学生陈思宇宣读了
倡议书，
号召全校师生
“通过读书认识
世界，
让读书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
在读书节现场，师生们将自己的
闲置书籍通过
“漂流世界”
进行共享阅
读；
“ 谜之世界”是学生自制的一本巨
型题海书，每页上列满了各种关于图
书的题目，只为寻找解谜冠军；
“ 书海
世界”
人头攒动，
纸质书展区域和电子
书借阅区挤满了学生；
朗读亭内，
学生
们沉浸在宁静的世界中，
朗诵经典，
录
制精彩篇章；
“ 文创世界”更是受到师
生们的欢迎，由学生原创设计的纪念

女孩之美

书签、钥匙扣、帆布包等在此首发。
图书馆教师朱漪峰介绍，首都师
大附中以“做有温度、可传承的图书
馆”为宗旨，1995 年成立了学生志愿
者团队图书馆管理员协会，目前有成
员 300 人，设读者服务部、宣传部、千
帆编辑部，已成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
沟通的桥梁。
据了解，本届读书节活动是在图
书馆老师的专业指导下，由学生精心
策划、自发自主组织的。作为首都师
大附中精品校园文化项目，今年的读
书节首次与北京阅读季合作，让书香
飘出了校园之外。

静享花开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女孩的培养过程理应有别于男孩，
30 万字，集结了女生成长过程中的 89
应充分尊重女孩成长规律，
用心呵护，
因
个热点话题，
通过讲故事、提建议的方
势利导，
用心陪伴，
静享开花……”
近日，
式，
从爱与陪伴、好习惯、高贵的品格、
由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北京
撑起女孩身心安全的保护伞、人际交
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中学、人民出
往等九个方面，
做了系统、精准的分析
版社主办的《静享花开——美丽女孩
与解读，分享了女子中学一线教师的
成长手册》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这是
教育经验，并对家长、老师、女孩提出
国内首部由女子中学一线教师、班主
了诚恳的建议。
任、校长撰写的关于女孩成长教育的
在发布会上，
与会专家一致为书名
著作，由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华夏女子 “静享花开”
叫好：
以前大家常说
“静等
中学编著，
蔡晓东、刘海霞担任主编。
花开”
，
这个
“等”
字除了表达一种耐心，
该书历时一年，
多次征求教师、家
实际上也有一丝无奈。而
“静享花开”
，
长、学生们的意见，
并得到了中国陶行
仅一字之差，却是一个静静享受的过
知研究会女学生教育专业委员会和无
程，
是一个陪伴的过程，
也是一个参与
锡市第一女子中学、上海市第三女子
和关注孩子成长的过程。
中学、沈阳市同泽女子中学等中国知
在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康震看来：
名女子学校的支持和参与。全书共 “男性也应该看看这本书，
才能从中了解

到一个女孩应该得到什么样的呵护。
”
北京青年报总编辑田科武说，
“这
是一部适合家长与孩子共读的书，通
过这本书孩子可以知道如何面对成长
中的问题，家长也能学到如何关心孩
子、尊重孩子和保护孩子。
”
他认为，
与
国内其他成长教育类图书相比，该书
抛弃了重故事、轻说理的缺点，把故
事、说理和建议融合得非常好，
变得可
读、好读、操作性强。
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校长蔡晓东
坦言，
“50 年前，实验中学也是一所女
中 ，3 年 前 我 们 接 手 承 办 了 华 夏 女
中。可以说，实验中学对女孩子的教
育充满了感情，也积累了很多经验。
所以这本新书特别有意义，它是一本
真正针对女生展开的书。
”

报眼态度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们
以往将重点放在了中小学生核心素
养特别是阅读素养的提升上，忽视
了中小学语文教师应有的阅读素
养。在近期由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
院中文系主办的首届语文教育论坛
暨“语文教师核心素养的培育与建
构”研讨会上，一些语文教育专家直
言不讳地指出，语文教师的核心素
养其重心是阅读素养。
而目前国民的阅读现状却不容
乐观。根据调查显示：从幼儿园到
小学，直至初中二年级，是一个人一
生 的 阅 读 高 峰 ，初 二 以 后 逐 年 下
降 ，成 年 人 不 读 书 的 现 象 十 分 普
遍。业余时间刷微信成为最常见的
“阅读”方式。不可否认的是，微信
是一种最为便捷的沟通方式，有一
些微信公众号也不乏有水准的文
章。但是，微信文本毕竟是一种轻
阅读，具有娱乐性、消遣性，离经典
是很远的。
作为教书育人的主体，语文教
师的阅读现状又是如何呢？在这次
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演
讲的题目是“语文教师要做读书的
种子”，他强调：
“我们做过一个大数
据的调查，结果发现现在中学老师
读书的状况很不好，很多教师是职
业性阅读，明天要备课了，赶紧找来
看一看。这样一来，基本上不需要
额外读书了。”
“ 现在教师阅读状况

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选入中
小学教材的作品，如果教师不做延伸
阅读的话，在组织教学时就会捉襟见
肘。譬如，2009 版的北京市高中课程
改革实验版教材选入了萧红的一篇作
品《一条铁路的完成》，这篇作品并不
是萧红的代表作，突出的是萧红作品
中反帝爱国的一面。如果教师没有读
过萧红的代表作《呼兰河传》，就不会
知道萧红作品中最具魅力的是对生
命、对生存的诗性表达，对麻木人生的
善意批评。再譬如，海子的《面朝大
海，春暖花开》这首诗，被选入了多个
版本的语文课本。而在课文的导读
中，把这首诗解读为温馨、阳光，归结
为 诗 与 远 方 的 主 题 ，类 似 于 心 灵 鸡
汤。如果熟知海子的生平以及诗歌，
就会知道这绝不是一首温馨的诗，它
表达的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言传
的哀伤、
无奈、
悲凉以及徒劳，
整个基调
是极为伤感的。诗歌的每一节都是
“从
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预示着现实
的不幸福和残缺，
这种不幸福只能靠想
象浪漫的明天来画饼充饥，
这哪里会是
在营造温馨和浪漫呢？可以想象，
如果
一个语文教师仅仅按照字面的理解，
仅
仅依据教材所给予的阅读提示去讲解
这首诗，
会有多大的误差。
对于语文教师是否一定要阅读大
量课外经典作品，在这次研讨会上，也
有不同的声音。首都师范大学的张彬
福教授认为，语文教师的扩展性阅读
很重要，但是读透教材是第一步。如
果教材都读不透，教学就缺乏针对性，
教学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他说：
“我们
教师的读书首先应该从研究课本文本
开始，而不是在课本以外去读很多的
东西，那些东西固然可以反哺你的教
学，但是你首先要把文本读好。”他以
部编本一年级语文教材里的一篇课文
《荷叶圆圆》为例，举例说明课文所蕴
含的生活逻辑，如果读不透文本，教师
就会犯逻辑性错误。

检查课程作
业 的 时 候 ，收 到
一份抄写得极为
工整的《老子》，
心 里 正 赞 叹 ，旁
边的学生问：
“老
师 ，这 份 作 业 可
以自己留着吗？
我想当作礼物送
给妈妈。”听了学
生 的 话 ，不 由 得
想起上初中时送
给外公的一份礼
物 ：白纸糊的纸
盒里装着一包
烟，盒子正面左
上角画了一树梅
周
花 、右下角画了
耿
一丛菊花。外公
把烟抽完，纸盒
却保留了很久。
这么简单的礼物
尚且如此被珍
惜，不难想见那
位收到《老子》抄
本的妈妈该是多
么的欣喜。
此后再介绍
课程考核方式的
时候，我都会把
这个故事说一
遍，后来收到的
作业里，不仅有
用钢笔精心抄写
的《老子》，甚至
还有用毛笔抄写
的。
老子说：
“上士闻道，勤而行之。”
（《四
十一章》
）经典本身便是劝人学道、
行道的，
如果说经典是“知”，那么，抄写、赠予经典
就是
“行”
。网络时代，
键盘代替了钢笔，
语
音输入又代替了键盘，快捷的信息输出给
人际交流带来了便利和随意，个体情绪轻
易宣泄，
情感无法沉淀。技术时代但求
“用
力少，
见功多”，
虽得之于实际功效，
却造就
了心神不定的
“风波之民”
（
《庄子·天地》
）。
一撇一捺、
一字一句地抄写整本经典，
留给我们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涵容情绪、
安顿身心。抄写经典既需要动手，还需要
“动心”
。一笔一划之间，
精神凝聚，
内心清
静。
“唯道集虚”
（
《庄子·人间世》
），在重温
汉字音形义的过程中，逐渐领会字句背后
的精神之道。
张松辉老师《老子译注与解析》没有在
岳麓书社出版之前，上课用的是一份手写
的讲义。最初看到这份讲义的时候，我以
为是楷体的打印稿，
仔细一看，
才发现是一
笔一划的手写稿。张老师说，他抄过包括
《老子》在内的大部分先秦子书，抄写让心
变得更静，
对经典的记忆、
理解更深。
抄写作为研习经典、安顿身心的方式
不止于校园，还广泛流行于社会。见君兄
是社科院宗教所的博士后，他定期义务指
导人们小楷抄写《心经》，
盈筐累箧之余，
分
赠友朋。
事实上，抄写经典古已有之。如果说
印刷术发明之前的抄写是为了典籍流通、
是被动的，那么，印刷术发明之后的抄写，
便是出于各种主动的目的。
在曾国藩看来，
“ 手钞熟读”好文章是
写作的基础。阮元甚至把有条理的选抄看
作有良好学术训练和学术积累的体现。曾
国藩记载说：
“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
童夹带，
必自细阅。如系亲手所钞，
略有条
理者，
即予进学。
”
（参钟叔河选编：
《曾国藩
教子书——读书？作文？做人》
）
抄书不仅有助于写文章、
做学问，
还能
养生。刘宋时期的沈麟士
“年过八十，
耳目
犹聪明”，
抄书
“二三千卷，
满数十箧”，
当时
的人们认为，
潜心读书、
抄书正是沈麟士长
寿的主要原因。而佛教为了鼓励人们读
经，
宣称抄写佛经可以获得大功德。
（参《法
华经·法师功德品》
）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2017 年全国
国民阅读调查显示：“超过半数成年国民
倾向于数字化阅读方式”，
“深度图书阅读
行为的占比偏低。”抄写经典无疑是深度
阅读的方式之一，而作为礼物赠予亲友则
为抄写提供了内在的动力与意义。当抄写
经典作为礼物之时，所用之心就不仅是思
虑之心，更有情感之心，一字一句的抄写
更像是情绪的点滴积累，抄写因赠礼而意
味不同。
在生命的历程中，父母“生之蓄之，长
之育之”
（《五十一章》），随着生命体的成
长 、充 盈 ，子 女“ 反 哺 ”
（郭 店 简《太 一 生
水》
），
抄一部经典送父母，
为父母带来了情
感上的慰藉。然而，在道家的理想中，
“敬
孝”
“ 爱孝”
（《庄子·天运》）只是孝道的初
阶，
最高的孝是自己得道，
同时也让父母得
道。这意味着赠予者在抄写过程中，要深
刻领悟经典的思想意蕴，实现精神生命的
提升与转化，
最终与道合一，
才有可能实现
最高的孝道。而父母作为受赠者也将郑重
地对待作为赠予者的子女，修养自身，
“生
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
（《五十一
章》
）。
抄写经典作为礼物带来的双向交流过
程，不仅存在于父母、子女之间，还存在于
赠礼的各种关系中。抄写经典，既是送给
他人的礼物，也是在这个繁忙时代送给自
己的安静礼物。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教师）

抄一部经典作为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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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教师：
语文教师
：阅读
阅读素养
素养卡在哪儿
在基础教育界，
“ 核心素养”是
一个热度很高的词。具体到语文教
育，2017 年教育部公布的高中语文
新课标规定，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
包括四个方面，即语言建构与运用、
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
文化传承与理解。这是经过分解的
核心素养，而这四个方面，都离不开
阅读素养的养成，阅读是达成这四
个素养的根基。其实，语文教育，一
言以蔽之，就是培养听说读写的能
力。而作为以汉语作为母语的学生
来说，听与说的训练，可以从家庭与
社会中自然习得，而读和写，需要在
专业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可以说，
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语文
学习，很大程度上是读和写的训练，
特别是到了高中阶段，更是如此。
如果延伸到大学阶段，大学汉语言
文 学 专 业 本 科 师 范 生 作 为“ 准 教
师”，其核心素养亦可归结为以上四
个方面，阅读与写作能力的训练同
样是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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