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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如果把旨在倡导师生读书的中国教
育报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评选比喻为
植树，自2004年开始的这一活动已然催
生了一片繁茂的森林。如果将推动读书
的榜样们比喻为农人，他们播撒的读书
种子已然遍布中国大地，生根发芽，蓬
勃生长。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
重要方式，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精神
发育、文明传承的重要途径。中华民族
有着优良的读书传统，崇尚读书、诗书
继世之风绵延数千年。作为首个国家级
全民阅读规划，《全民阅读“十三五”时
期发展规划》提出要举办重大全民阅读

活动等十项主要任务，旨在推动全民阅
读工作常态化、规范化，共同建设书香
社会。

在大兴读书之风的形势下，越来越
多的优秀教师、推广人用阅读为学生点
亮心灯，越来越多的校长致力于为师生
营造书香校园，越来越多的教育行政管
理者倡导阅读、支持阅读行动。十几年
中，我们评选出一大批阅读的引领者，
他们用智慧、勇气与行动诠释着推动的
意义，为全民阅读的愿景贡献着不容忽
视的力量。

为表彰 2018 年度的推动读书积
极分子，将全民阅读引向深入，激

推动阅读推动阅读，，就是推动社会进步就是推动社会进步
——中国教育报2018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评选启动

去年 12 月，笔者又一次来到深圳
旧天堂书店。在书架前徘徊良久，无
意间看到诗人、评论家凌越的一本诗
集 《尘世之歌》。凌越是我很喜欢的作
者，当年有一份很好的电子杂志 《独
立阅读》，凌越是撰稿人之一，从他的
文章里收获过很多关于阅读的锐评与
灼见。我知道凌越写诗，但不知何
故，竟然错过了他这册 2012 年出版的
诗集，赶紧拿在手里。继续搜寻，看
到一册 《〈读书〉 现场》，这书是“三
联 《读书》 精选”系列里的一册，也
算故友重逢，顺手抽出来，就看到封
底贴着的一个小标签，上面写着：“老
友书凌越。”难道这是从凌越那里收来
的？心念一动，翻回扉页，果然，上
面有凌越的签名。这也太巧了，非常
开心地把这册书也收了下来。

与 书 的 相 遇 就 是 这 么 绝 妙 且 自
然，没办法不感叹，因为阅读，因为
书籍，生命中的确更多天光云影——
其实，我现在越来越认定，阅读就是
一件平常事，不用把它拔得过高，所
谓“阅读推广”，最好的对象不在他人
或者学生，而在自己，自己长久地做
个“普通读者”，正是推广之路的第一
步。可是，毫无疑问，某些时候意外
且美好的相遇，仍然如闪电一般击中
我，让我为之触动，久久回味，更忍
不住想告诉更多人这书前书后的乐
趣，就好像那个下午，在“旧天堂”
遇到凌越。

我活着 我阅读
近来所读，带给我欢欣与愉悦、

沉思和启迪，让我同样感受到或美好
或荒凉的“尘世之歌”。另外还有几
本。第一本来自导演贾樟柯，《贾想》
出版 9 年之后，《贾想Ⅱ》 终于来到，
这本握在手里仿佛一册软面抄的书是
我 2018 年所读的第一本新书。必须承
认，贾樟柯的写作才华，做个专栏作
家同样绰绰有余，本书收录了他 2008
年到 2017 年所写的十几万字文章，关
于电影、关于创作、关于中国、关于
人，文字干净，总有风雷凛冽。尤其
喜欢书中的对谈与演讲，有一篇题为

《我是叛徒》，刚劲有力，铁口直断，
最后是这么一番表达：

如果我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
仅依赖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
度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的是我们自
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对教育工作者，这当中每一个字
都适用，以怎样的面貌、怎样的热
情、怎样的渴望来做教育，这难道不
是每个人先要思考的？我个人钦佩贾
导，除了他的力量，更在于他的谦
卑，书的序言里有一段，是讲述他的
心声，却刺破时代的某些真相，值得
所有人凝视并反思：

持续的学习和思考，一直在帮助
我压抑自我的膨胀。知道真理不容易
在手，也就不再强词夺理。知道万物
有灵，也就不再唯我独尊。一点一
点，是持续的行走、读书、思考，让
我变小。是的，只有谦虚才能帮我保
留体面。

已经有很长时间了，我感觉我的
课堂发生了一些变化，努力让自己变
小，再变小⋯⋯重读到此，不禁想，
难道这是贾导暗中教我的？

“ 时间 ”，这看不见摸不着的东
西，藏着世间全部的身体和灵魂、行
动和瑟缩、伟大和下作，尘世之歌，
本质上就是时间之歌。假期里读完了

张新颖先生的 《沈从文的前半生》，正
与时间相关。这本书是张新颖完成

《沈从文的后半生》 之后，倒回去写
的，本来没打算写沈先生的前半生，
在他看来，已出版的相关传记讲得足
够翔实而精彩，但是，在完成 《沈从
文的后半生》 之后，他的想法有所转
变，一来是这些年有一些新的材料，
二来更重要的是，后半生重新“照
见”了前半生，由此生发出对沈从文
的新的理解。张新颖以此为触发，完
成了同样厚重而好读的 《沈从文的前
半生》。就跟当年读“后半生”一样，
我不眠不歇，一口气读完了 300 多页
的“大”书，直到看见在 1948 年，他
留给时代的一个背影，一个有“悲哀
的分量”的背影，从这个背影再回头
看沈从文写于1934年的一段话：

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
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
播得远。我没有方法拒绝。⋯⋯

这样的自信与无畏只会令人更加
悲哀，更加无奈。这时候的沈从文大
概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创作生涯不过
就只剩 13 年了——此刻的喝彩，意味
着日后加倍的寂寥，幸好他是天才，
天真的预示里是对自我的接纳、对生
活的确认、对时间的领悟。沈从文认
为，一个人要认识自己，就需要沿着
自己的生命来路去追索。读完这两本
书，唯有叹息，没有谁能勘破时间的
秘密；却也无须消沉，历史终归“有
情”，沈从文用另一种方式书写了后半
生，“对人生‘有情’，就常和在社会
中‘事功’相背斥”，“事功为可学，
有情则难知！”一个“有情”，是他不
圆满却未必遗憾的一生。

侧耳倾听，最近萦绕耳边的，尚
有 《宋徽宗》《长乐路》《出梅入夏：
陆忆敏诗集》《文心雕虎全编》《秦汉
儿童的世界》《世界的渡口》《泥手赠
来》《刺杀骑士团长》《重读八十年
代》《世界尽头的歌声》 ⋯⋯诗人泉子
说，“每一个人生命深处的羞愧成就了
这伟大的尘世”，面对这些书籍，除了
有尘世的欢乐，也有无知的惶恐。不
断有人问我为什么要读书，可是读书
实在不需要理由，读书就是读书，一
定要说的话，或者是喜欢，或者是需
求；或者为求知，或者为消遣，在
我，大概还会多一个，那是谱写一阕
私人订制的尘世之歌。我活着，我阅
读，仅此而已。

寂寞者的观察
当然，仔细想想，这么说也不完

整，从事教师职业，教书的时候怎么
能不读书呢？由此，读书于我，也更
多一些审慎的反思与实践的行动，有
如“寂寞者的观察”。

这方面，个人觉得最值一说的是
张文江先生的 《古典学术讲要》 与成
尚荣先生的 《儿童立场》。张先生这本
书多次重读——出版8年，已经忘记读
了多少回了，去年出了修订本，二话
不说，再次订购，重新阅读。暑期在
苏州半书房参加“顺道”演讲，以此
书为话头，作了一个主题为“阅读所
在”的发言，既是谈感悟，更是向书
致敬。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辈们
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
脑。”张文江先生直面这些纠缠着活人
头脑的先辈的传统，选择比较深入浅
出的古代经典篇目，字字句句进行讲
析，试着清理它们的源流演变，并探
讨它们和现实生活的联系，从更大的

背景来说，也是在寻求中华学术在世
界文化中的位置。博古通今的张先生
以其深厚的积累，生动的讲解，通透
的联系，将我们带到古典面前，“低头
饮泉水一滴，已可尝源头活水的滋
味”。从阅读与教学两个角度出发，均
能感受 《古典学术讲要》 的厚重与博
大，“好的教师永远把自己当学生，而
学问有些至深之处，只有当了教师才
能学会”，这句话，我是将之深深刻入
心底了。

《儿童立场》 是成尚荣先生厚积薄
发，去年推出的教育文丛之一。在我
心里，成先生是哲人，是诗人，因
此，他的教育观既有哲思，又有诗
意，《儿童立场》 正是这样一本哲思与
诗意兼备的教育书。对“儿童立场”
这一表达，我借用过村上春树的一句
话，他曾经说：

“在一面高大、坚固的墙和一只撞
向墙的鸡蛋之间，我将永远，站在鸡
蛋的一边。”

这是教育的起点，真正的起点，
都说要陪孩子站在课堂中央，如果没
有恰当的儿童观，不能立足儿童思考
并观察，那么，这个“中央”是怎么
也让不出来的！成先生用一本书，回
应了这个“让”——为什么要让，让
给谁，怎么让，让了会怎么样？就我
的观察，如果一个人能答出以上四
问，那么，“儿童立场”就不言而喻，
尽在其中。

说到 《儿童立场》，倒是不能不提
一提作家凌拂的 《山童岁月》 一书，
属于近日阅读之意外收获。这册出版
于 2012 年的教育书，有着飞一般的童
年心性，作为资深教师，作者没有把
儿童挂在嘴边，但眼里、手下皆是儿
童，由此反观出大人的短视与潦草，

“情境未到的时候急不得。面对孩子我
们常期望立竿见影，事后返观，‘急’
只是我们内在的无明。”她讲了很多故
事，带出一种“从容、缓慢且睿秀”
的教学情境，看不见，摸不着，只能
靠感觉，可是它最关键——说到底，
所谓“情境”，正是“生命”，这才是
在今天近乎泛滥的“创设情境”之
上，人人均须在意的东西。

什么是“寂寞者的观察”，为什么
须是“寂寞者”的观察？读着这些极
好的教育书，我时常欢喜，却又无比
安宁，慢慢寻着答案。漫读影评人梅
雪风的 《虚无的质感》，他讲了“两个
有关厕所的故事”，献给电影人的领悟
是：

平常心，不自我感动，也不自我粉
饰，这未必是你拍出伟大作品的充分条
件，却是必要条件，不具备这点，你永远
只是在通向伟大的路上表演。

对教育人而言，不也相通？这正
是寂寞者的姿态，“平常心，不自我感
动，也不自我粉饰”。见过太多专注

“表演”的同仁，有时真想问问，你还
寂寞吗？有多少独处的光阴？对你而
言，书已经读完了吗？

感受阅读的光亮
“语言的本质是一种质询”，法国

哲学家埃·列维纳斯如是说。我以
为，阅读的本质与之高度接近，正是
寂寞者透过不间断地阅读与观察，获
得这种质询的力量，若非如此，又怎
能抵达事物和自我的内里？前阵子，
读了几册河合隼雄，《猫魂》《青春就
是梦和游戏》《故事与神奇》，阅读河
合先生，就是对他的汲取和对自己的

追问，问得越深，收获越大；还读了
徐贲 《经典之外的阅读》、傅国涌 《新
学记》、赫胥黎 《长青哲学》、黄德海

《诗经消息》、王笛 《袍哥》、王汎森
《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薛仁明与
王肖的对话 《我们太缺一门叫生命的
学问》、山中康裕 《孩子的心灵》、刘
擎等著 《季风青少年哲学课》、潘向黎

《梅边消息》、李娟 《遥远的向日葵
地》 ⋯⋯阅读就是对话，不断与作
者、与书自身对话。

说到“对话”，想起仙逝不久的贾
志敏老师，读他的口述史 《积攒生命
的光》，再读于永正老师遗作 《我的教
育故事》，都是在与他们对话，从中深
深获益。这些老先生，一心为学，一
心为生，留下来的只言片语，也足够
我们这批后生好好学一阵的了，何况
如这两册书，真以生命写成，读者当
精研而求达诂。暑期还读了一册 《为
孩子重塑教育》，这个书名就好，开宗
明义，是当下教育人所面临的主要课
题：做什么样的教育，如何重塑，能
做到的有哪些？书里以详尽的调查和
数据及模型分析，告诫老师们，现在
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早就不是你知道
什么，而是能利用你知道的做什么。
社会日新月异，学校、教师、教育，
必须做出有力的回应，未来已来，迫
在眉睫，如桃夭老师书名所示，《种下
一间教室》，该是教育者的追求了。

联系上述问题推演一步，“寂寞者
的观察”，也是阅读的光亮引出来的，
这一点，于儿童阅读推广尤为必要，
如散文家、儿童文学研究者赵霞在

《我的湖》 里所写：
对于阅读的光亮和气息的感受或

许比阅读内容本身更为重要，它所培
育起来的那份对阅读的珍惜和爱慕之

情，比许多书籍的内容更深刻地影响
着我们内心深处对于阅读的态度。

看起来，教育者首先需要好好培
育自己，不断感受阅读的光亮。

阅读是人与书的相遇，也是人与
人的相遇。真正的阅读既指向过去，
也揭示未来。所以，我的这份阅读札
记既是对过往的回顾，也是对即将开
始的新学期阅读之旅的期许。叶夫图
申科有诗曰：

凡人皆有其趣，人之命运犹如星
辰秘史；凡人皆有特点，恰如星斗各
各相异。

想起迟子建在 《北极村童话》 里
的话，“我的北极村，它代表了一切，
代表了我整个的生活世界、文学世
界。我觉得只要把这个村庄领悟透，
咀嚼透，我就拥有了整个世界。所以
我后来就说，我见到了更绚丽的人和
更多的风景之后，回过头一想，世界
其实还是那么大，它只是一个小小的
北极村。”我当然知道，人世间的欢乐
与哀愁，远比读书更紧要，贾樟柯有
一段就说这个，“这是我们的日常，是
我们必将经历的生活。如同老虎奔走
在山林，它没读过书，但它有它的世
界：每一棵树、每一条小溪、每一块
石头，都是它的世界。”然则，对书、
对阅读的这一点乐趣，或许是我犹如
星辰秘史的命运，那么，就任着时间
漂流，由它给我一个恰如其分的终
局，此刻，我只想与手中这册 《拍电
影时我在想的事》 的作者是枝裕和一
样，愿意把从书籍中感受到的“敬畏
和憧憬”传达给每一位陌生或不陌生
的读者，哪怕只有一点点，那它就不
是没有意义的。

（作者单位：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
验小学）

真正的阅读既指向过去，也揭示未来。这份阅读札记既是对过往的回顾，也是对即
将开始的新学期阅读之旅的期许——

犹如星辰秘史的阅读之趣犹如星辰秘史的阅读之趣
冷玉斌

封面·新学期新阅读

“绘本教学如何与语文教学
相结合”“怎样通过画作表达一
种哲学的理念”“什么样的插图
才 符 合 3—6 岁 儿 童 的 审
美”⋯⋯日前，以“新时代国际
视野下儿童阅读教育多元形态”
为主题的第五届北京国际儿童阅
读大会在京举行，吸引了国内外
的儿童阅读研究专家、作家、一
线教师代表参加。

本次大会包括国内外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主题报告、儿童阅读
专家高峰论坛、儿童阅读教育实
践专家圆桌论坛、特级教师儿童
阅读教学观摩课等一系列活动。
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绘本大师
罗杰·米罗说：“小时候就非常
热爱中国，也读过有关中国的书
籍。书籍是了解世界的一种方
式，也为我们了解世界提供了可
能性。”在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
波看来，阅读是生命的拓展和延
伸，一个人的精神味蕾是靠阅读
来培养的，有阅读快感才能产生
阅读记忆。

围绕当前的热点话题——分
级阅读，亚洲儿童文学学会副会
长王泉根教授表示，“什么年龄
段的孩子读什么书”是儿童阅读
的黄金定律，分级阅读是一项系
统工程，需要整合多学科、多行
业的智慧与力量。中国儿童文学
教育研究中心秘书长王蕾博士认
为，阅读素养是学生综合素养的
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学校的阅读
教育面临三大难题，即教什么、
怎么教、怎么评价，通过分级阅
读教育的测评、分阶与系统化模
式运用等三大策略，可以使其得
到解决。

现场还举行了全国儿童分级
阅读教育联盟成立启动仪式，这
是由中欧国际阅读教育联合会、
教育部“分级阅读与儿童文学教
育研究”课题组等十几家学术单
位共同发起的，首批联盟科研基
地包括全国阅读特色教育局、小
学、幼儿园等。

美国诗人谢尔·希尔弗斯坦
写过一首小诗 《总得有人去擦亮
星星》，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
宁坦言，教师应该是擦星星的
人，用阅读去擦亮每一个孩子的
心灵，使得他们产生阅读兴趣，
养成阅读习惯，最后形成阅读能
力，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

用阅读擦亮孩子的心灵用阅读擦亮孩子的心灵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书海观潮

最新书事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由中
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中
国现代文学馆、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联合主办的“白冰图
画书的创意空间和情感探索”研
讨会近日在京召开。儿童文学界
作家、画家、评论家齐聚京城，
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出版人白
冰的图画书系列作品 （《换妈
妈》《挂太阳》《爸爸，别怕》

《雨伞树》《一颗子弹的飞行》
《大个子叔叔的野兽岛》《一个人
的小镇》《吃黑夜的大象》《黑和
白》《上去和下来》） 进行深入
研讨。

研讨会由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曹文轩主持。著名儿童文学作
家、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金波认
为，白冰熟谙图画书是文学和绘
画的融合艺术之规律，其创作从
探索到成熟，具备了无限广阔的
经验和积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秦文君说，白冰从很早就开始图
画书的创作，是一个孤独的求索
者，也是一个异想天开的造梦
师。著名图画书作家、研究者彭
懿认为，《一颗子弹的飞行》 开
阔了一个题材，每个学校的图书
馆都应该有这样一本书，因为它
太独特了。与会专家认为，白冰
的图画书系列作品立足原创出
版，深挖本土资源，为中国原创
图画书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少总社旗下的原创图画书
品牌“中少阳光图书馆”为中国
原创图画书的长远发展确立了高
标。据悉，目前白冰在中少总社
出版的图画书均已成为“中少阳
光图书馆入选书目”，9 本图画
书版权已实现 100%输出，并荣
获国内外各项大奖。

儿童文学大咖
研讨白冰图画书

励更多的 爱书人加入阅读推广者的
行列，“中国教育报2018年度推动读书
十大人物”评选即日启动。现面向全国
读者征集候选人，欢迎广大读者自
荐或推荐您了解的积极参与阅读推
广并取得一定成效的“推动读书人
物”。

推荐内容包括：被推荐者姓名、单
位、联系方式（手机号+常用邮箱），事
迹介绍（包括阅读主张、阅读推广事迹
简介、阅读推广持续时间、推广效果及
影响力等，请勿发送视频资料和过多图
片），以及推荐者姓名、联系方式。请使
用电子邮件报送参评材料，在邮件主题

处注明“读书人物推荐”，发送至dush-
uzhoukan@163.com。资料征集截止到 4
月1日。

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
物”评选至今已评出了一百多位关心教
育，在引领读书、推广阅读方面功绩显
著的读书人，这些读书榜样在各自领域
以不同的方式、同样的热忱，点燃了一
个班级、一所学校、一个地区的阅读激
情，为实现“全民阅读”贡献着自己的
力量。我们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加入到
这支队伍中来，一起为倡导阅读添柴加
薪。

本报文化副刊中心启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