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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荐

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无论整本书
阅读搞得如何轰轰烈烈，只要是阅读，
就没有什么神秘要素，核心就是两个
字：“阅读。”阅读是件安静而且朴素的
事情,因此，真读是打开整本书阅读的
不二法门。

于此强调“真读”，毋庸讳言，是针
对当今众多的“考读”“装读”“骗读”“摆
读”“炫读”而言。由于篇幅所限，此中
情状不一一列举了。我强调的“真读”
的基本内涵，包括这样几个意思。

一、“真读”，就是能够将作品基本
通读一遍，并且能尊重师生阅读的既定
节奏与读书兴趣。不仅督促学生读，教
师也要读。在阅读过程中，不要让计
划、检查、活动、汇报以及种种阅读名
目，轻易打乱师生阅读的既定节奏与读
书兴趣,要保证师生把书完整地读完。

二、“真读”，就是师生可以“坠落其
间”，在阅读中诞生单纯的投入力与贯
注力。这里强调的“真读”是指在阅读
过程中，自我可以沉浸于文字的海洋，
身处书中，入情入境。《水浒传》中，武松
大闹飞云浦，反戈一击，在杀死途中要
取他性命的公人与蒋门神派来的两位
徒弟后，读者金圣叹不由得揣摩起蒋门
神等人当初的种种情状，于是，笔酣墨
饱地抒写了一段点评：“⋯⋯方其授意
公人，而复遣两徒弟往帮之也，岂不尝
殷勤致问：‘尔有刀否？’两人应言：‘有
刀’⋯⋯”于此提及这段文字，无意要说
明武松那时杀人正确与否，也不想对武
松做过多的点评，核心想强调的是金圣
叹的“真读”。这些文字是金圣叹完全
沉浸于书中的想象之语、快意之句，是
金圣叹的兴味使然。我们不难体察到，
金圣叹此时似乎是暂时忘却了现实与
自我，他在文字里涵泳，在文字里“分
神”。这是阅读中的一种贯注式的“分
神”，但阅读中美好的“分神”恰恰是深
浸其间，是对书中所绘情状内在式的一
种补充或者探及。在这样一种补充、探
及中，阅读变得“书”“人”合一，“书”让

“人”突破现实阻碍，欢快地流动起来。
于此时，一个旁观者会觉得人的生命可
以被阅读过滤、养化得那么真纯可爱，
那么富有灵性，那么光彩照人。

对学生而言，青春时期的阅读一时

不一定很“懂”，但在阅读中的那种痴纯
的富有深度的投入力与贯注力、对于人
的内部世界的那种搅动、对人的内部世
界的那种无法言说的影响力，是后来入
世渐深后的阅读所无以企及的。对成
年教师而言，纵观金圣叹的一生，“活
得”并不轻松自在。但阅读让人们出情
入境，帮助人们暂时摆脱现实的困扰，
甚至摆脱“日常”对我们的困缚与羁绊，
摆脱对我们的影响与钳制⋯⋯一个成
人（教师自我）能做到这一点，实在难能
可贵。成年人最害怕的便是被眼前的

“现实”完全锁住、完全征服，而阅读恰
恰是对此的一场拯救。如果没有教师
的“真读”，学生的“真读”也会大受影
响。

三、“真读”，就是作品在自我的生
命里得到了验证，获得了回响。这里强
调的“真读”，就是读者（师、生）能真诚
地面对自己（有时候，真诚地面对别人
已经不易，但真诚地面对自己则更难），
带着自己内在的生命体验，与书对话。

阅读在自我的生命里得到了验证，
获得了回响，也只有将书中的内容与自
我的真实的生命体验相互印证、相互映
照、相互沟通的时候，阅读才真实有效
地发生了。阅读绝不仅仅是“眼睛”的
事业，它其实也是人内心深处的事业，
是一个人生命的事业。

虚假的阅读有种种，其中一种便是
阅读的内容并未在我们生命内部予以
回应，获得的仅仅是凝固型知识的积
累。陈丹青先生说：“一本好书会让我
安静下来，会让我有内心的生活。我每
天出去都是应酬、谋生、作假，只有片刻
的安静是读书带来的。法国人蒙田有
句话，大意是‘人类的一切灾难在于人
回到家还安静不下来’。我很庆幸我没
有变成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安静不下来
的人。这和我这么多年坚持阅读有很
大的关系,我对阅读充满着感激。”

不负自我、不负年华、不去逢迎、不
道听途说、不以只言片语为炫耀资本,
让书中的字字句句落在读者自我生命
的玉盘里，听文字与内心碰撞融通的
声音。确实，阅读伟大的作品就是让
我们的内心更有力量。在无尽的挑
战、困苦、甚至是磨难中，人的内心

应该永远自由祥和并且富有灵性。所
有内化而深入的阅读，都会给我们的
生命以亮度，最终成为苍茫与浩大的
黑暗里永恒的、令人仰望的星光。

四、“真读”，需要得到自我内心的确
认，自我获得修复，亦获得出发。所谓

“真读”，即读者自己有个性化的体验，读
者自我进行个性化阅读的创造与对书的
建设，且作品里有立体、完整、充分的生
命场，并带给我们充沛而巨大的冲击与
影响。这时倘若我们能够很内在地“旋
入”其间，同时也能打开自我的“生命
场”，那么便不难获得个性化的体验。

现在不少学生很早就听说过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甚至有的同学在上高中
之前都已经“读”过。对这部作品，他们

已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主题“共
识”——在平凡的世界里，少安、少平等
人展示出他们的“不平凡”。这样的主题
认识不能说不对，但人人皆是如此认识，
那就有“装读”之嫌了。“真读”的意义不
是获取一个与己无关、四平八稳的结论，
而是在于从书中产生个性化的内在“出
发”。这部书，我初高中的时候就读过，
近些年我又重读、再读，渐渐地发现并形
成了我自己的“世界”。

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世界”，指的
是“人”不被现实彻底限制、占领乃至征
服，不向“现实”彻底交出自己的不屈与
抵抗，不让“现实”在自己的身上显示出
强大的力量，不去主动充分地适应“现
实”，也不会不断促进与帮助这个“现

实”。“不因为世界错了，也跟着错，甚至
还为此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不孤独，以
为自己沐浴了堕落世界的荣光”（熊培
云《我改变不了世界，我能做什么？》）。

我们不是在与己无关地追求知识，
系统化地去“讲阅读”，我们其实是在利
用作品更新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更新
中，因为想着要和一群可爱的学生一起
分享，还能影响他们，能在他们的青春
岁月里产生更多美好而富有启发性的
价值，我们应该彻底地向作品、向自己
敞开心扉，坦诚以待。因了阅读，因了
作品，我们打破了旧有的“自我”，从而
触探并诞生了一个更大、更动人心魄的

“世界”。
五、我们的现实与挑战。重阅读规

划、重固态化知识、重基本情节、重人云
亦云、重既定结论、重表演、重炫耀、重
设计、重呈现、重所谓的“方法”⋯⋯但
只有一样常常为我们所忽视，那就是师
生的“真读”，这是整本书阅读中最明显
的也是长期以来的一个遗憾。我常常
关注整本书阅读教学设计，不少的时
候，在看似缜密的、逻辑化的教学设计
当中竟然找不到读者（师、生）真切阅读
的任何细节。

课上读也好，课下读也好，设计也
好，活动也好，考查也好，都没有师生的
真读；随着考试题目的模式化、阅卷教
师水平的参差不齐，整本书美好的阅读
期待又可能会演变成新的形式主义，再
一次阻碍学生真实的发展。不爱阅读
的依旧不读，原本喜爱阅读的学生深觉
校内的阅读无味，于是还是搬出长久以
来的老方法，挤出自己的时间，一方面
与老师虚与委蛇，与考试相周旋；另一
方面将自己真实的阅读再次转入地下。

凝固性的知识为什么会在我们的
整本书阅读教学中如此流行，也是因为
缺乏“真读”所致。没有“真读”，我们的
阅读，到头来还是跪在简单“应试”之下
的一场热闹的游戏。

阅读一本书如暮色天降，安静地与
我们的灵魂融为一体。赞同也罢，反对
亦好，但自此我们的生命里便有了一片
辉煌的灯火。我想这样的阅读，对于学
生与教师而言，真是恰到好处了。

（作者单位：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

真读真读，，打开打开““整本书阅读整本书阅读””的不二法门的不二法门
连中国

阅读现场

本报讯 近日，数字阅读平台掌
阅在京发布《2018 掌阅数字阅读报
告》，详细介绍了 2018 年掌阅数字阅
读平台上用户的整体阅读情况，以及
数字阅读领域发展的新趋势。

报告显示，在掌阅平台上，90 后、
00 后用户已占据总用户的七成。作
为移动互联网原住民，00 后用户数量
逐年大幅增加，目前占比已达 28%，
超过 80 后成为第二大阅读群体。另
外，00 后 APP 用户平均每天阅读时
长 52 分钟，超过了全年龄的平均阅
读时长。从内容上看，当代小说、传
统文学、社科图书和漫画都是 00 后
喜爱的内容，而使用阅读器的 00 后
用户更倾向于严肃类阅读。此外，偶
像的影响力巨大，掌阅品牌代言人王
俊凯的首部图书 《十九岁的时差》 的
读者中，00 后占比达到 75.7%。另
外，该报告还总结出了 2018 年数字
阅读的几个趋势：中国作家的作品更
受欢迎、言情与悬疑小说成为娱乐休
闲主力、数字阅读形式不再拘泥——
用阅读器看漫画和杂志、用手机听书
已成常态。 （田野）

“00后”成为数字阅读
新锐势力

本报讯 近日，亚马逊推出全新
电子书阅读器“Kindle 青春版”，与上
一代入门版产品相比，全新 Kindle 电
子书阅读器新增内置阅读灯，读者可
随意调节屏幕亮度，在多种场景下安
享阅读。而升级的电子墨水屏让文字
显示得明晰锐利，还原了纸书般的阅
读体验。另外，全新“Kindle 青春版”
在软件上也做了升级。读者在阅读完
一本书后，系统自动在他的个人图书
馆中，将此书标注为已读，并同步至他
的所有设备和 Kindle 应用程序上，仅
需几次点击，读者就能轻松找到已读
和未读的书目，让个人图书馆管理变
得更加简单。

与此同时，亚马逊还将举办以“读
书的人·面上有光”为主题的阅读活
动，用新颖有趣的方式吸引人们加入
到读书的行列，将阅读的精神气质传
递给更多人。 （洪伟）

亚马逊推出青春版
电子阅读器

马金莲的《小穆萨的飞翔》（北京少
年儿童出版社），从儿童视角和经验出
发，紧贴回族儿童的原生态的现实生
活，生动有趣地描摹了回族山村里两位
少年儿童的成长经历和精神面貌，承载
了他们的精神渴望和梦想，展示了少数
民族优秀的风貌习俗和文化图景。

小说讲述了生长在山村的回族少
年穆萨，坚韧不拔地克服重重困难，终于
制造出了一架可以真正翱翔的小飞机；
弟弟尔萨凭着对民族文化和知识充满
渴望与热爱，小小年纪便取得了不俗的
成绩。作家怀着一颗赤诚童心，秉承现
实主义的写作精神，从文本中的童年生
活经验以及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之道，
都很容易找到“我们小时候”的影子。

小说追求在细节上对现实进行真
实临摹。从羊的习性到放羊、接生羊
羔仔；就地取材用红胶泥做“哇呜”；做
木工活的流程——从工具到“熬胶”再
到兄弟俩配合锯木材等方面，充分展
示了具有西部回族特色的俗常生活和

精神消遣，以及回族人民的吃苦耐
劳、能工善作。而属于共同童年记忆
的部分，更是不胜枚举：比如来自妈
妈的警告——小孩玩火之后晚上会尿
炕、大雪之后孩子们的游戏——赏窗
花、套鹁鸽⋯⋯这些细节是对童年经
验和童心最有力的呼唤。

作家善于捕捉儿童或狡黠、或贪
心、或侥幸、或执念的细密的小心思，
构筑成叙述和情节的真实。如大雪之
后，爸妈让“我”在家不用去学习。“我”
本想着可以玩一天了，而后又不踏实
地跟妈妈确定“我不去，旁人是不是会
去？”一个勤勉好学、生怕落后的少年
的心思流露出来，也丰盈了人物形象。

在坚持细节真实之外，作家还俯身
深入儿童生活，尽力从他们的思想和内
心出发，书写儿童们成长的经历，尤其
是遇到困难时的坚韧和解决问题的毅
力，努力塑造立体丰盈的人物形象。

小说题目中的“飞翔”指向两个主
旨：一是生活在闭塞宁静的山村中的

穆萨，受支教老师田老师的启蒙，痴迷
于造出一架可以飞行的小飞机。在克
服重重困难后，木头制作的飞机最终
成功飞上蓝天；二是两位少年理想和
精神层面的飞翔——心灵手巧、好奇
心强的穆萨不想被长辈强加兴趣，勇
敢地坚持自己的喜好。在制作飞机的
过程中，木工手艺日渐精进；文静好
学、心思细密的尔萨对民族文化充满
了敬意和渴求。两人都遵循内心世界
的召唤，最终完成了精神上的飞腾。

小小年纪的两个孩子，性格上各
有独特性和复杂性。他们有着邻家孩
子身上稚嫩的一面——淘气、鲁莽、毛
躁爱闯祸，犯错后想尽办法隐瞒，却又
惴惴不安的可爱，甚至可以找到我们
自己孩童时候的影子；另一面，他们善
良质朴，对自然、生活充满好奇和同理
心，热爱亲人长辈；更难得的，是他们
清醒地知道自己心之所向，秉持信仰，
并且乐意迎难而上，对自己所热衷的
事全力以赴，散发着智性的光辉。他

们背后的家庭如我们万千普通家庭一
样，有威望颇高的长辈忙碌一生、辛勤
付出。有对孩子严格管教的父亲，有
唠叨能干的母亲，形成了一个爱和理
解的家庭环境。在这样温情、关爱、包
容的氛围的浸润中，两个怀抱梦想的
少年得以坚韧、快乐、自由地成长。

作家在小说中塑造出了敏而好
学、具有探索创新精神的少年形象，故
事性与民族性、童年性与儿童性并重，
诗意地呈现出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文化
内涵，传递出对西部地区回族少年儿
童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关怀。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教师）

赤子心与飞翔梦
谭杰

麦田守望

这是一次迟到的阅读。我的义务
教育阶段几乎无像样的课外阅读，工
作后也只是耳闻过《城南旧事》，直到
这个寒假，才和孩子一起读了此书。

读完全书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
在给这本书定性。据资料讲，该书是儿
童小说，适合五年级学生阅读。在我看
来，它更像是作者自传性的回忆散文，
当然也适合我这个年龄段来阅读。说
它是小说，是因为该书讲述了围绕“小
英子”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有些情节不
是真实的生活，不必当真；说它是自传，
是因为该书描绘的“老北京城南”就是
作者林海音的童年居住地；说它是散
文，是因为该书追忆逝去的童年时光，
散发着浓浓的缅怀韵味，而并不是以奇
特的人物和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

我特别喜欢《冬阳·童年·骆驼队》
里开头、结尾的那两部分文字：

骆驼队来了，停在我家的门前。
它们排列成一长串，沉默地站着，等
候人们的安排。天气又干又冷，拉骆
驼的摘下了他的毡帽，秃瓢儿上冒着

热气，是一股白色的烟，融入干冷的大
气中。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
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
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
也不会再做了。可是，我是多么想念
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
啊⋯⋯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
冬阳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
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开头段起笔利索，描写细致，生活
感、画面感极强；结尾段点明主旨方向，
伤而不哀，怅而不惘。虽过了记忆的最
佳年龄，但我一有空就浏览、默念，反复
感受咂摸。是的，“童年”，就是这本书
的关键词，好的文字应该能产生强烈的
代入感。林海音用她那女性特有的笔
触，引领读者回望童年、缅怀童年。

童年是愚呆的。大人眼里的秀贞
是疯子，我却喜欢和她交往，替她留心
寻找小桂子；偷东西的小偷搅得邻里
不安，我却了解了他的家庭困难，他是
一个全力供弟弟上学的好哥哥；和父

亲暧昧的兰姨娘，我有些恼恨，却又给
她和德先叔牵了线。凡此种种，“我”
的愚呆可现。究其原因，是作者特意
从儿童视角，观察记录所致。

童年是神圣的，每个人的童年都
是成年后可以远远眺望的家园。童年
不可再现、不可复制，每一个过往即便
是残损遗憾的，有时也会充满了温
馨。因为，以儿时的认知水平，那时的
所作所为都是顺理成章，都是自己的
审美体验。所以，“我”的笔下，少有艰
难生活的描绘，没有对黄板儿牙的鞭
挞，连爸爸也是喜花爱花的。

应该说，吴贻弓导演的电影《城南
旧事》，堪称经典。与原著相比，我觉得
电影放大了“离别”的主题，或者说将主
题定位在“离别”上，是对原著“想念童
年”的某种曲解。电影中，一个明显的
例证就是删掉了“兰姨娘”那个章节。
因为“兰姨娘”那个章节确实和“离别”
关联不大，而且还可能有损父亲的形
象。所以，我还是更喜欢原著，任何的
改变或改编都是尝试与冒险。

如果考虑到儿童这一特定的阅读
群体，我还是觉得当下有些出版社太
不负责任了。以我所读的《暖心美读
书》（名师导读美绘版）为例，其中《惠
安馆》末尾处莫名其妙地加了《我们看
海去》开头部分的内容；《我们看海去》
中间部分又有遗漏，导致前后不衔接；
其他类似日文的错字则有多处。查阅
该出版社的官网，还真有此书信息，翻
阅该书，其纸张、印刷、装帧也不像是
盗版，那原因只有一个：编辑质量不过
关。幸亏当时我借阅了两个版本进行
对比，不由得感慨：担当落实之难、之
稀缺，静心做事之可贵、之可赞。毕
竟，儿童还不具备这样的辨别意识和
能力，家长也不能凡书都准备两种版
本以供鉴别吧。

最后所言，有跑题之嫌，但为了每
个愚呆而神圣的童年、少年读者能保
有纯粹的阅读体验，这点要求并不为
过、并没跑题。

（作者系山东省日照实验高级中
学教师）

缅怀愚呆而神圣的童年
——我读《城南旧事》

潘洋

之前读杨志军的 《藏獒》，就引
发了很多思考，这次读他的新作 《巴
颜喀拉山的孩子》 更有刮目相看的感
受。这是一本非常具有艺术张力的小
说，内容非常具有吸引力，我读的时
候常常忘记了自己的评论家身份。该
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且深邃，鲜活地
写出了藏族牧民对草原真挚的情感、
对信念和价值观的守护，展现了牧民
从传统草原生活向现代城市生活转型
过程中价值观上的冲突，以及对草原
生态环境的维护和建设。可以说这是
一部发人深思的作品。

说到藏文化，必然是丰富的。首
先“奶奶”这个人物形象刻画得非常
丰满，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她身
上，我们看到了传统和现代的冲突，
更感受到传统的力量。现代性中有袪
魅的倾向，但是和现代性相对的草原
游牧民族是附魅的，比如，奶奶和动
物“扎西”们亲密的关系——守护着
藏獒卓玛的尸体不让别的动物吃掉，
还有写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也是发人
深思的。阿爸说过一句话：“我不如
卓玛”，而卓玛是一只藏獒。“我”在
过着到了城里之后的生活时说：“我
们抛弃了草原，但她却没有。”这里

“她”也是指卓玛，也就是藏獒。“她
不想抛弃我们，也不想抛弃公獒鲁
噶，她在城市和草原之间把自己跑死
了。”这都是震撼人心的笔墨，深刻
地写出了人类在现代性之前的那种困
境和悖论。另外，《巴颜喀拉山的孩
子》 的文学表现十分含蓄。比如，写
到“我”一家和央金阿妈聚了以后又
分开，分手之后，作者不写人与人之
间有多留恋，而是写公獒鲁噶对卓玛
的那种留恋。其实，这是明写动物之
举，暗写人之深情，这些含蓄的笔墨
尤其让人感动。

《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在故事情
节上具有匠心独运的巧妙设计。文中
在一开始设置的伏线是寻找珍宝的情
节，然后就引出了仁青岗的车祸事
件，并把好多事情穿起来了，比如说
奶奶撒盐。我们从书中知道，撒盐是
路陡路滑，但最根本原因则把德吉的
身世也交代出来了，表现出主题传达
上的功能性。德吉到了城里后，他知
道了钱的重要性，于是进一步去寻找
珍宝，最后由活佛把这个扣解开了。
我觉得这个设计见证了德吉转变性的
成长，这种情节就是功能性的，展现
了儿童文学中的成长主题。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巴颜喀拉山
的孩子》 的语言。好的儿童小说，一
定会重视对话、写好对话。杨志军写
的孩子们之间的对话，显然不是汉人
和孩子们之间的对话。比如拉姆姐姐
问：“你家的草场好吗？牲畜好吗？
你的胃口好吗？”拉巴哥哥回答：“草
场好不好，你看得见。牲畜好不好，
你得去问牲畜。我的胃口好不好，你
得去问我家的老母牛，‘你那白花花
的奶，是牛犊子喝得多，还是贪嘴的
拉巴喝得多？’”文中的对话都是这
种含蓄又委婉的形象化表述，这种表
达方式是藏族文化的、藏民的。还有
文中的歌词，既表现了能歌的藏族牧
民本来的表达样式，又承担着一部分
叙事的功能，是非常好的文学表现。
乔纳森·卡勒曾说，文学就是语言的
突出，读文学的时候就好像突然被戳
了一下：嘿，我是语言。这本小说的
语言也是会戳我们一下的。作为小说
来说，语言要是没有这样的力量的
话，整个的艺术就可能会大打折扣。

最后，谈一下 《巴颜喀拉山的孩
子》 的叙述视角。这部小说是以第一
人称“我”的视角来进行讲述的。将
第一人称设定为孩子，好处就是时时
提醒作家不能脱离孩子的感受。陈伯
吹当年说，用孩子的眼睛去看，用孩
子的耳朵去听，还要用孩子的心思去
想，这样有助于保证小说的儿童文学
的性质。但这种叙述视角的难度受到
人物表现的局限，把叙述的人物设定
得越小，局限性就越大。这是一部有
这样重大的主题，有这种深邃的思
想，而且表现着这么一种独特文化的
小说，难度是比较大的。从这部小说
的表现来看，绝大部分都处理得非常
好。但全书写到最后才明确地出现了

“十年之后”这样的交代，我觉得最
好用双重视角，即童年的“我”的视
角与成年的“我”的视角两者交替，
或者融合着使用。这就需要在前边一
开头，或者是在前部就出现“十年后
我从大学毕业”这一信息，读者就得
到一种心理暗示，知道这个“我”很
可能既是童年的“我”，又是成年以
后那个“我”。这样处理，小说所表
现的东西就可以很深邃，艺术表现的
空间就可以更大。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丰富深邃的内涵
深切诚挚的情感
——读《巴颜喀拉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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