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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曾在网上看到一句话：“毁灭一
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忙到没有
时间成长。”我深有同感，忙碌是成
长的最大敌人，它会让人丧失创造
力，陷入低效、重复的工作状态。而
读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恰是一种自
我拯救，使我们从周遭的繁杂事务中
抽身而出，以超脱、高远的姿态重新
审视自我。其实，读书的主动权，一
直掌握在我们手里。改变自己，正从
读书开始；而一个人的成长停滞，也
是从不读书开始。

越忙越要读书

我问过很多老师，影响你读书的
最大因素是什么?

“没有时间！”很多人脱口而出。
是的，在这个节奏越来越快的时

代，我们越来越忙，忙着备课上课，
忙着参加各式培训，忙着开各种各样
的会，等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
还要辅导孩子完成作业……但是，

“忙”不应该成为不读书的借口！打
一个简单的比方，你再忙，会忙到
没有洗脸、刷牙就出门吗?估计很
少，甚至没有。那忙到没时间读
书，恰是因为没有将读书当作像洗
脸、刷牙那样的日常功课，没有将
读书当作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因
此，不要让“忙”成为我们不读书
的借口。

有两种生活状态：越忙越不读
书，越不读书越忙；越忙越要读书，
越读书越悠闲。读书能使我们掌握处
世之道，以更智慧、高效的方式节省
时间成本，从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
由。

于我而言，每天几乎都被排得满
满的，急冲锋式地工作，几乎以分钟
来计算——我其实并不喜欢这样忙碌
的生活。而让我庆幸的是，无论白天
多忙，晚上一旦回到自己的书房，就
感觉天也开阔地也清朗，内心一轮明
月。棕红的书柜宁静而肃穆，从一排
排书上掠过，目光变得纯净、明澈。
泡一杯咖啡，在咖啡香气的缭绕中，
摊开一本书，我又恢复了元气满满的
状态。

读书，总能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
中找到内心的清宁，让眼神变得纯
净，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而不读书
的生命，会处于一种消耗的状态，消
耗着美好的生命能量，而这种消耗会
让你感觉疲劳、厌倦。

拥有自己的阅读信仰

信息时代，我们缺的不是阅读信
息，而是阅读信仰。

信息时代的到来，的确给我们的
生活带来很大的便捷，但伴随而来的
问题是：汹涌而至的信息有时使人无
所适从，人们常常迷失在茫茫无际的
信息海洋中。每天打开网络，映现在
眼前的往往是“昨夜今晨发生了哪些
大事”之类的消息。如果缺乏控制
力，很容易被一些标题吸引，将宝贵
的时间交给无聊的新闻。梭罗曾经这
样嘲讽那个时代的新闻成瘾者：吃了
午饭，还只睡了半个小时的午觉，一

醒来就抬起了头，问：“有什么新
闻？”好像全人类都在为他放哨。而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那些发生在远
在天边的大事小情，无论是一场血淋
淋的自杀式袭击还是女明星成功或者
失败的隆胸术，都与我们的生活毫不
相干。

我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同事，他对
全世界每时每刻发生的事都表现出极
强的兴趣，知道某某地方有某个女子
生下多少公斤的巨婴，知道某某地方
一个诈骗团伙被端掉……他对周围人
的阅读内容也很感兴趣，其他人读什
么，他也会立马找来读。与他交流，
他显出无所不知的姿态，但往往是道
听途说，并没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
类人没有形成自己的阅读信仰，往往
被泛滥的信息所绑架。

我曾经被封闭起来参加命题工
作，手机、电脑甚至连手表都被收
走，刚开始有点儿不习惯，常常不自
觉地想掏手机看看有无信息。几次摸
空后，逐渐适应了这种没有手机的生
活。每天在院墙内，外界发生什么与
我无关，我只专心想着命题的事，休
息时看看天空与远处的山脉，饭后在
院墙内绕圈散步，日子过得清静而充
实。直到如今，我都会常常想起那段
信息斋戒的日子，那段眼眸清亮的日
子。

怀特海说：“零零碎碎的信息或
知识对文化毫无帮助。如果一个人仅
仅是见多识广，那么他在上帝的世界
里是最无用且无趣的。”要让零零碎
碎的信息和知识整合起来，这就需要
形成自己的阅读信仰。阅读信仰，是
一个人在阅读过程中所形成的基本的
阅读判断和价值观念，影响其阅读内
容与阅读方式。小学语文特级教师管
建刚是一个有阅读信仰的人，他对自
己的阅读有着清晰的认知与规划，他
认为教师应建立自己的“阅读中
枢”。前些年他的研究重心是作文教
学，于是重点阅读与作文教学相关的
书籍、文章。两三年研读一个专题，
等自己对这个专题的认识比较深入

了，再换一个专题来阅读。两三年一
个“阅读中枢”，十多年就有了好几
个“阅读中枢”，而这些“阅读中
枢”会在某一天神奇地连接起来，形
成一个大的“阅读中枢”。

管建刚老师的“阅读中枢”，帮
助他过滤掉了于专业发展无用的阅
读，使他在有限的时间内能多读一些
于专业发展有益的书。这种阅读看似
功利，但对于想专业发展快速的教师
而言，却是极为有效的方式。对于每
一个阅读者而言，确实存在着时间少
与图书多的矛盾，做一个有主见的阅
读者，就显得尤为重要。人一生可读
的书是有限的，阅读信仰可以帮助你
在读书上形成聚焦，借助主题式阅
读，在“点”上实现突破，进而构建
自己的阅读系统。

手机阅读，也是一种重要的阅读
形态。我关注的微信公众号有中国教
育报好老师、第一教育专业圈、点灯
人教育、外滩教育、京城教育圈、新
校长传媒、三联生活周刊、文汇报、
新京报……这些公众号总能推出一些
给人启发的好文章，我会将文章放入
收藏夹，回头再细读。手机阅读有碎
片化阅读的特征，但它的好处是可以
随时随地，坐地铁、等公交、会议间
隙，都是阅读的好时光。有主见的阅
读者，可将这些碎片连成完整的大
陆。

经典的重新定义

何谓经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定
义，但似乎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观念，
那就是：经典是一些上了年纪的老
书。这些经过时间淘洗的好书，沉淀
着人类的优秀文化，散发着恒久的魅
力。非经典不读，也一度成为我的读
书准则。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与其
泛读一些二流三流的书，不如精读几
部经典好书。

但是，仅仅阅读这些上了年纪的
经典好书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社会。
我们的社会已进入一个信息爆炸的时

代，信息量呈几何级别的增长。加利
福尼亚大学研究团队指出，到2024
年，全世界服务器一年处理的数据量
将是2008年全球信息数据量的4500
多倍。如果我们仍仅仅阅读过去的那
些经典，而不去阅读闪烁着时代新观
念的好书，就好比拿着唐朝的地图，
到今天的西安城去寻找陕西博物馆、
回民一条街一样落伍而愚蠢。尽管唐
朝的那张地图是完全准确的，但它只
对那个时代准确。在数字化时代，我
们的阅读也必须经历一次脱胎换骨，
否则就要被时代所抛弃。

在我看来，世上的书可分两种：
有力量的书和没有力量的书。有力量
的书蕴含着摧毁一切的能量，正如俄
国小说家扎米亚京所说：“有些书具
有炸药一样的化学构造。唯一不同的
是，一块炸药只爆炸一次，而一本书
则爆炸上千次。”因此，我想给“经
典”重做定义：经典与书的年龄无
关，经典是那些有力量的书，能够改
变甚至颠覆读者的观念。没有绝对的
经典，只有相对意义上的经典。可以
说，没有读者对书的积极回应，就没
有经典。没有亲密而刻骨的交集，生
命何以会从书中或者书何以会从生命
中获得真正的意义和力量?

新东方三巨头之一的王强有本
书，名为《读书毁了我》。这是一个
极有内涵的书名，读书就是不断摧毁
旧我的过程，尤其是读那些有力量的
书，能使我们从桎梏中一点点挣脱出
来。人活着，难免会生活在自己编织
的茧子里，一点点撕开茧子，让光亮
慢慢照进来，生命也逐渐走向圆融通
透。

真正的读书，正是不断寻找、发
现“经典”的过程。在读物的选择
上，我们应培养自己顽强的阅读个
性。曹文轩老师说：“一个人说：我
不读别人读的书，只读别人不读的
书。此说也许是狂言，也许是极端，
但这份决断也有可取之处，那就是顽
强地展示阅读个性的意识。到别人不
常进入的领域去淘别人不淘的书，就

会得到别人得不到的知识，就会发出
另样的声音。”王强《读书毁了我》
一书收录了他的大量书评，他读过的
书有阿尔文·托夫勒的《权力的转
移》、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理查
德·德·伯利的《书之爱》、扎米亚
京的《我们》、普里斯特利的《露台
集》、艾伦·布鲁姆的《走向封闭的
美国精神》……我不知道，这些人
名、书名对你来说是否陌生，但我可
以确信，正是这些独特的阅读成就了
独特的王强。

作为当代教育工作者，我们不仅
要读柏拉图的 《理想国》、卢梭的
《爱弥儿》、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
育》等经典老书，还要读格雷厄姆·
布朗-马丁的《重新想象学习：互联
社会的学习变革》、诺曼·道伊奇的
《重塑大脑，重塑人生》、玛丽亚·哈
迪曼的《脑科学与课堂：以脑为导向
的教学模式》等经典新书。

当然，在“读什么”这一问题
上，你大可不必接受我的建议，你完
全可以寻找属于自己的经典。每个人
的生命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阅
读也应该是独一无二的。你不仅要学
会读什么，还要学会不读什么。学会
不读什么，才是真正会读书的人。

速度与深度可以兼容

数字化时代的本质是速度。在海
量信息中，快速浏览，迅捷提取有效
信息，已成为一项重要能力。

有人认为：速读接近于快餐式阅
读，信息过眼即忘，很难抵达作品的
深度；而如果追求阅读的深度，又会
慢下来。速度与深度，难以兼容。这
其实是一种误解。速度，强调的是阅
读量的增加；深度，强调的是阅读品
质的提升。二者非但不矛盾，而且可
以兼容共生。

我喜欢买书、藏书，家中近万册
图书虽然没有全读，但都通晓一二，
加上这些书分类摆放，所以虽然书
多，却井然有序。我的读书习惯是，
书到用时方来读。比如要写关于“核
心素养”的文章，我会将相关的书打
开，快速浏览，搜索有用信息，在大
脑内迅速完成重整。每次读书都是要

“一意求之”，即苏东坡所说的“八面
受敌”读书法。如此，半天时间往往
能通读四五本好书，且得其精髓。

我完全认同《如何阅读一本书》
的作者艾德勒和范多伦的观点：“要
真正完全拥有一本书，必须把这本书
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才行，而要让你
成为书的一部分最好的办法……就是
要去写下来。”这也就是我一直所说
的，未经表述的阅读是肤浅的。经由
表述，书就在我的体内安家落户。这
些年，我专心致志地读过不少好书，
且发表了几十万字的书评。看上去颇
费气力，速度较慢，但实际上，这些
好书逐渐构成了我的结构化的知识
网络。有了这个庞大的认知系统，
读那些艰深的专业著作也变得轻松
愉快。阅读的速度与深度，原本可
以两全。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园区教师发
展中心）

读书何以拯救自我
徐飞

最新书事

“去年，98岁的许渊冲先生说，你把
100个书名给我，我希望在有生之年把这
100部剧目的名字翻译准确，这样我到天
堂以后就安心了。”在近日由北京外国语
大学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究院承
办的“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系列”第三
辑新书发布会上，北京外国语大学艺术研
究院院长孙萍回忆起出版这套书的酸甜苦
辣时几度哽咽，表示一定要尽全力做好做
完这项外译工程，不辜负来自各方领导和
专家学者们的关心和支持。

“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系列”于
2011年9月正式启动，是一项以北京外
国语大学为主体，汇集了103岁戏曲史论
家郭汉城、98岁翻译家许渊冲为代表的
众多戏曲、翻译界知名专家学者协同攻关
的国粹经典外译工程，由北京外国语大学
艺术研究院主要担任译著工作，旨在以创
新形式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
神内涵，弘扬国粹，传承经典，向各国人
民介绍中国京剧，讲述中国故事，树立中
国形象。

京剧“走出去”离不开京剧剧本的翻
译。孙萍介绍，该系列计划收录100部左
右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京剧剧目，共 10
辑，目前已出版40部（前两辑20余部为

“中国京剧百部经典英译系列”）。此次出
版的京剧剧目为《彩楼配》《别窑》《红
娘》《三击掌》《赵氏孤儿》等，涵盖10
部京剧经典剧目中英文对照剧本、导赏、
乐谱、图片及相关知识讲解，并在前几个
阶段出版成果的基础上，对内容体例进行
了全新调整，包括京剧剧本翻译和整理、
剧目赏析、演员介绍、服饰展示、经典段
落唱腔分析等，图文更集中、详细，也更
便于读者阅读与查询。

新书发布会上，柯马凯先生代表103
岁的加拿大籍专家伊莎白教授发言，他
比较了东西方戏剧戏曲传播现状，从受
众视角认为，这套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推动中国文化的海外普及。该套书翻译
总顾问许渊冲结合案例，提出了当今戏曲
翻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他向大家分享了

“意译”的翻译理念，即“把忠实于原文的
内容放在第一位，把通顺的译文形式放在
第二位，而不拘泥于原文形式的翻译方
法”。戏曲理论家龚和德则表示，这套书
是构建中国戏曲表演体系理论体系的重
要成果，填补了戏剧戏曲学等相关领域的
学术空白，具有历史与现实双重价值。

谈起出版初衷，孙萍说，当年在耶鲁
大学讲学时，她发现图书馆里的《莎士比
亚全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全集》等都
摆得整整齐齐，学生们随处可见，但找不
到任何关于京剧的书籍或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资料，所以她发誓：“不久的将来，
我一定要让中国京剧的书在西方名校的图
书馆占有一席之地。”

为了让更多国家的人了解中国戏曲文
化，孙萍致力于戏曲研究和传播工作，并
决心构建京剧表演的理论体系。2013
年，“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系列”获批
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
关项目”，是探索京剧对外传播模式的典
型范例。目前，该套书的第一辑已被美国
查普曼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南加
州大学等海外知名学府收藏。美国查普
曼大学表示，学校要不断收集中国京剧
的有关资料，启发更多的东西方学者进
行汉学研究，为他们搭建研究中国戏曲
的桥梁。

为京剧走为京剧走出去助力出去助力
——“中国京剧百部经典外译

系列”推出第三辑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本报讯 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
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国际扶贫中心共同指
导、中国高科集团主办的“青少年阅读教
育关爱公益行动”近日在北京市八一学校
启动。在启动仪式上，北京市八一学校学
生代表向全校师生发起为贫困山区学校捐
赠图书的倡议，并诵读表演了曹文轩作品
《草房子》片段。

据介绍，“青少年阅读教育关爱公益
行动”将于2019年6月至10月展开，通
过开展社区流动书展，呼吁社会关注贫困
地区青少年阅读教育，提高市民阅读意
识。同时，邀请北京金牌阅读推广人和阅
读专家前往四川凉山、贵州雷山等贫困山
区学校开展阅读教育讲座，鼓励青少年

“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并为当地青
少年捐赠实体图书及音频“公益阅读
课”，与学校携手共建书香校园。主办方
表示，“青少年阅读教育关爱公益行动”
旨在传递教育温度、关爱青少年健康成
长，期望通过阅读教育，激发贫困地区孩
子们的读书热情、培育科学思维，更好地
用阅读扶智力、扶志气。

（缇妮）

““青少年阅读教育关爱青少年阅读教育关爱
公益行动公益行动””启动启动

6月6日，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
发布会在北京PDC未来学校举行。
发布会的主持人是北京PDC未来学
校的小学生，发布的新书是朱永新的
《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

《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是
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成员、新教育实
验发起人朱永新的最新著作。在互联
网、AI（人工智能）等科技发展的
背景下，他对未来教育内容、教育方
法、教师队伍、评价体系等多方面的
发展趋势作了梳理和预测。针对当下
诸多教育痛点，朱永新对未来教育趋
势作出了预判：今天的学校会被未来
的学习中心取代。

朱永新认为，我们今天觉得天经
地义的学校生活，因为互联网，因为
信息技术的发展，会在润物无声的改
变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相信未

来某个时候，人们会觉得我们今天看
起来好像天方夜谭的“学习中心”是
那么顺理成章。未来的学习中心

“长”什么模样？朱永新告诉我们：
未来的学习中心没有固定的教室，每
个房间都需要预约；没有以“校长
室”“行政楼”为中心的领导机构，
表面上看，可能有点儿像今天北上广
的创业孵化器；它可以在社区，也可
以在大学校园，甚至在培训机构。未
来的学习中心，没有统一的教材，全
天候开放，没有周末、寒暑假，没有
上学、放学的时间，也没有学制。未
来的学习中心，教师是自主学习的指
导者、陪伴者，一部分教师将变成自
由职业者。

“教育变革，虽然不像社会变革
那样有强烈的人为干预色彩，但是我
们可以主动迎接、主动介入通往未来

的教育趋势，这个趋势就可能会向着
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朱永新说，

“我们已经来到了教育大变革的前
夜，已经站在了未来学习中心的门
前。推开这扇门，就是一个新的世
界。”

来自教育、科技、新闻、出版等
领域的2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新书
发布会，并发表了各自的观点。北京
中学夏青峰校长认为，社会需要面向
未来的创新型人才，学校的形态必
将随之改变。未来的学校，学校的
氛围会更好，学生的选择范围将更
大，学习的时空更宽广，学校将充
满志趣。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中心
小学马骏校长认为，未来教育学与
教正在发生颠覆。在急剧变革的社
会，如何赋予孩子未来能量，成为
全球教育关注的热点。PDC教育立

足真实的社会生活，在真实的问题和
情境中培养完整的人，用PDC赋能
教育，让未来可期。北京第二实验
小学朝阳学校陈筱梅校长认为，朱
永新的新书《未来学校》就像为我
们打开了一扇门，为我们展现了一
个充满未来感、新鲜感的全新教育
世界，令我们遐想无限，而又期待
无限。

《未来学校》由中信出版集团出
版，甫一问世，就得到多位国内外知
名人士的高度评价。英国剑桥大学国
王学院终身院士艾伦·麦克法兰说：

“朱永新教授是我见到的在世界范围
内并不多见的知行合一的教育家。他
的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在当今世界
都是出类拔萃的。”著名作家梁晓声
认为，这本书“必将会对当下从小学
到大学的教与学两个向度，产生旨在

改变思维模式的深远影响！”
会上还展示了未来学校的实践案

例——PDC未来学校。据马骏校长
介绍，该项目是2016年初由北京市
朝阳区呼家楼中心小学提出的PDC
理念的实践。在“P项目（Project）
D驱动(Drive) C生成(Create)实践
育人理念”的引领下，2018年学校
在酷车小镇成立PDC未来学校，每
个周末开展跨校式项目学习。以项目
为单位，以兴趣为导向，学生不受学
校和年级的限制，可自由组成混合式
项目学习团队，开展对接真实生活、
解决现实问题的项目研究。在这里，
没有固定老师，没有固定学生，学生
可以自己当老师；没有学习课本、没
有教案，学生的问题和创意就是学习
的资源……PDC未来学校诠释了我
们对未来学校的想象。

朱永新朱永新：：今天的学校会被未来的学习中心取代今天的学校会被未来的学习中心取代
——《未来学校：重新定义教育》预测未来教育趋势

本报记者 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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