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校园书香
2019年6月17日 星期一

11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设计：王保英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21 邮箱:dushuzhoukan@163.com ·

“为国以礼，其言不让；以民为本，
尊师重道；和而不同，日新月异⋯⋯”
在近日由光明网、中国孔子研究院共
同主办的“讲好中国故事——国风小
注”项目启动仪式上，北京民族小学学
生身着汉服表演的“国风小注”样本
剧，赢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本次活动立足于传统文化的根
基，旨在以时代精神激活传统文化的
内在生命力，创新传统文化表达理念，
让国风文化滋养青少年健康成长。启
动仪式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活动主
题发表演讲，共同探讨国风文化在当
代的创新表达。

光明日报副总编陆先高认为，国
风文化已经到了正本清源、确立导向

的阶段，如何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成为大家面对的共同
课题。我们要引导青少年认知什么是
正确的“国风”文化，什么是经得起推
敲并富有深刻内涵的“国风”文化，否
则很可能出现一些唐装汉服混搭、烤
串过圣诞节的现象。山东省曲阜师范
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单承彬
表示，“国风小注”这四个字让人耳目
一新，“国风”代表中国风格和中国精
神，“小注”是从微观角度、具体的项目
平台，对中国风格加以注释和阐述。

“过去我们的传统教育有形式主
义的地方，我不是反对洗脚，但如果把
传承就当成给妈妈洗脚是不行的。事
实上，每个孩子都是有潜能的、独特

的，树立正确的儿童青少年观是传承
的宝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研究
院名誉院长陆士桢说，传承传统文化
要注重研究和挖掘其现代内核，用现
代思维演绎传统文化精髓，并且注重
发掘每个孩子的独特性，切实做到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让优秀传统文化滋
养青少年健康成长。

据介绍，本次活动将持续推出一
批在思想和观念上守正、在形式和内
容上创新的优质文艺作品，包括出版
系列经典书籍、改编系列经典剧目、举
办系列青少年小剧场活动、制播系列
传统文化影视作品等。“国风小注”首
场演出活动也将于近期在孔子故里山
东曲阜举行。

“国风小注”以创新形式传承国学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当一部作品涌动着充沛之气流淌
而来时，它留下了的必然是丰厚的滋
养物。我读了 《梦想天空》（陶耘
著 希望出版社） 之后，顾小麦在池
塘边捉翠玉蜓的场景真是让人忘不
了，我全然享受到了文字之美、意象
之美、生活之美。

在书中，陶耘真情拥抱了他笔下
的小说世界，同时又获得身心的自由
释放。正因为满怀真情且想要释放真
情，这部作品就有了很多看着不起眼
却很有情致的闲笔。比如，他写顾小
麦的姐姐顾穗子的时候，花了不少的
笔墨写了这个被称为“毛巾姑娘”的
趣事；还有他写小麦的父亲贵平的时
候，煞费苦心地铺陈了整整一小节令
人惊心动魄的点火烧秸秆的文字内
容。最初我觉得应该删掉这一小节，
因为之前的阅读经验告诉我，这么汪
洋恣肆不加节制地铺陈，如果就是为
了衬托贵平竞选村主任失败的情绪，
那是多么的浪费和划不来啊。但最终
我认识到，贸然删掉是错误的。陶耘
说：“我需要给贵平一个出口。”他说
得对，小说里的人物不是任由创作者
摆布的木偶，当他们从笔端流淌出来
并且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人物”的时
候，创作者能做的就是顺着他们、还
原他们、给他们恰到好处的说话和做
事的理由。

静下心来仔细想想，穗子的活泼
和执拗，包括后来爷爷在家谱上没有
写她的名字时她的不依不饶，有人欺
负弟弟后她敢于拽着弟弟去找人家的
家长，这些后续情节的展开，可不就
得有穗子对于毛巾那股子执念的铺垫
吗？贵平之所以在竞选落败后下定决
心离开村子到省城发展，这里面如果
没有他思来想去却无法平复的自尊心
膨大再膨大却又断然受挫的跌宕，读
者怎么可以体会到他的痛苦和无奈、
他的悔恨与忧愁？⋯⋯隔着好多章内
容精心埋下的伏笔，古人叫作“草蛇
灰线，伏延千里”，我从这里感受到
了；我国古代辞赋的富丽堂皇、反复
叙说，以至于极致，我也从这里感受
到了。

我觉得这本书真心好，因为陶耘
对创作与生活的理解很深入。小说里
小麦的家人、朋友和周遭出现的所有
人物，或许都在陶耘年少时的记忆
里，他是借着这部作品穿越了 30
年，打开了时光的虫洞，回到家乡，
回到创作出发的地方。然而，陶耘又
明确地指出，他笔下的家乡是他在文
学世界里对于丰依村的重新建构。他
说：“与其以‘出走/还乡’的姿态捶
胸顿足，我更愿意凭空而起，建设一
座想象中的海市蜃楼。”所以，在文
学世界的丰依村里，无论时代有怎样
的变革，勤谨知理、淳朴忠厚的乡风
民俗还在，清明透亮的汾河水依旧流
过村庄，绿色健康的大庄稼绿得晃人
眼，漫天飞舞的蜻蜓惹人爱⋯⋯而
这，何尝不是当下中国乡村振兴的美
丽图景？

陶耘说：“我选择了儿童视角，
或者说，是以儿童文学的形式，呈现
我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思想。在我看
来，孩子们正在成长的年龄，他们眼
中，所有的事物都很美好，所有的批
判都只有真善美的标准。小说的责
任，或许不仅仅是眼光犀利的批判，
更要有满怀希望的建构。通过文字，
我想阐明我的理想，尽管这是一件很
难的事。”陶耘曾困扰于童书出版的
种种怪现状，他可能为此反思过，也
作出了很大的改变。至少从 《梦想天
空》 这里，我看到了新的可能性。至
少在我看来，这或许就是童书创作和
出版的新的可能性。

小说的结尾处描写小麦第一次坐
上飞机，“飞机急速地穿过跑道，一个
拉升过后，小麦明显感觉到机头上扬，
他不自觉地向后仰。小麦的心瞬间提
到了嗓子眼，他看到地面越来越远，那
些原本巨大的建筑物，正在一点点变
小，慢慢地，所有这一切都模糊了。向
上，向上，一道霞光透过舷窗，照亮了
小麦红扑扑的脸⋯⋯”不知道为什么，
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总会心生感
慨，无论小麦以后的人生道路如何，他
有这么一段年少时光追逐着梦想，这
已经足以拨动万千像他这样的孩子的
心。高悬理想，就是要找寻光亮，如果
光亮一直都在，哪怕理想已经更换了
具体的内容，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
我推介这部作品给孩子们，因为小麦
对理想的渴盼就是我们自己的渴盼，
小麦对理想的坚持就是我们自己的坚
持，小麦看到了理想的光亮，而我们也
就看到了理想的光亮。

从这里看得到
理想的光亮

田俊萍

《文学经典怎么读》（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是“80后”上海女作家
钱佳楠的作品。其实我对这位青年作
家一点儿也不熟悉，读她的这本书，
首先源于封底复旦大学王宏图教授的
一段推荐语：“钱佳楠依据自己的切
身体悟，从古代现代和外国翻译作品
中选取了一批文本进行剖析，为学生
打开了通向神奇世界的大门，这对长
期积累的语文教学的积弊不能不说是
一种富有创造性的矫正。”可能是因
为语文教师职业的关系，因此我对这
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花了一段时
间细细阅读。作者在书中，从国际文
凭 （IB） 课程的视角重新解读文学经
典，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
文学、外国文学各领域多部经典名
著。读毕掩卷，不仅为作者旁征博引
的才华所折服，更为当前中学生的文
学经典阅读陷入沉思。

一本好书会领你进入另一本书

在电子产品横行的时代，很多孩
子被游戏、网站、视频迷得魂不守舍，
他们不爱读书，静不下心来读书，对各
种游戏、网站如数家珍，对文学经典却
涉猎甚少。经典文学阅读呼唤放下电
子产品，捧起书本，多读书，读好书。

《文学经典怎么读》告诉我们“培养兴
趣时需要挑自己读起来觉得有意思的
书”“一本书就像一粒种子，会领你
到另一本书”。是的，兴趣是最好的
老师。

记得我教的上届学生初一的时
候，有几个学生家长都说孩子“从小
到大没有读过一本完整的书”。于是
在阅读课上，我让他们挑自己最喜欢
的一本书，他们不约而同地挑了“哈
利·波特”系列中的一本，不给他们
任何阅读任务，不过多干涉他们的阅
读过程，让他们在轻松愉快中享受阅
读，沉浸阅读。没想到他们读完一本
后，又读了这个系列的另一本，三个
月就读完了七本，非常令人惊喜。紧
接 着 ， 我 又 向 他 们 推 荐 了 《白 海
豹》，告诉他们其中不仅有非凡的想
象，更有世界上唯一有雄心找到一片
乐土的海豹柯提克！他们似信非信地
又读了起来，很快欲罢不能，两周就
读完了。然后，他们又转向一样脑洞

大开的 《西游记》。这样的情景在以
前是不敢想象的，是的，一本好书就
像一粒种子，在学生的心里生根发
芽，把他们从一本书领到另一本书，
长成文学世界里的大树浓荫。

《文学经典怎么读》 的作者还在
附录里专门附有比较详细的推荐书
单，其中有我们非常熟悉的 《从文自
传》《人间草木》。让人更欣喜的是作
者还贴心地列出了“提升青少年核心
素养推荐书目”，这对我们语文老师
来说是一个大大的福袋。这些书就像
一棵棵大树，一棵摇动另一棵，另一
棵再摇动整个森林，就像 《复活》 把
喜欢托尔斯泰的孩子领进了 《战争与
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骆驼祥
子》 把喜欢北平生活的孩子领进 《四
世同堂》《城南旧事》 ⋯⋯

拥有一把文本解读的神奇钥匙

文学经典所构筑的世界绚丽多
姿、异彩纷呈，阅读教学就是教给学生
深入理解文本的方法，让他们徜徉其
中，感悟汉语言的魅力，培养语文情
怀。《文学经典怎么读》最吸引我的是
作者对文本的解读，为我们展示了她

解读文本的高超技艺，“努力寻找文本
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横向比较和串
联法，从作者的写作意图来探究主题，
从字里行间寻找文心，从意象、核心艺
术手法、抒情主人公、结构来破解现代
诗歌等，把它们组合起来，就如一把神
奇的钥匙，带领学生推开了文本的神
奇大门，流连于文学经典的殿堂。

记得在学习柳宗元的 《小石潭
记》 时学生用这把钥匙来解读，达到
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小石潭记》 是
著名的“永州八记”之一，当时柳宗
元参与王叔文的改革，失败后被贬到
蛮荒的永州，寄情山水，写到“四面
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
悄怆幽邃”“不可久居”，从这些字里
行间，学生能真切触摸到他寂寞处境
中的忧伤抑郁之情，这就是本文的文
心。

一般的课堂，学生能理解到这里
就差不多了。但如果采用《文学经典
怎么读》的横向串联法，把《小石潭记》
与柳宗元在同一时期的《钴鉧潭西小
丘记》《钴鉧潭记》《捕蛇者说》进行横
向串联阅读，学生们会发现柳宗元此
时不仅有难以排遣的抑郁忧伤，还在
自然美景中陶醉欢歌，更替民生疾苦

而赤诚呐喊。他们就会懂得，伟大的
文学家柳宗元，虽然眼前千沟万壑、
心境难平，但依然热爱山山水水，依
然心系天下黎民于水火。《文学经典
怎么读》 赋予学生一把神奇的钥匙，
帮我们不断地打开文本的一扇扇大
门，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个真实的柳宗
元、多面的柳宗元。

这本书的作者说过，“希望我能
把我阅读和诠释时的乐趣分享给你
们，希望这本书可以抛砖引玉，让你
们可以具备多种看待文本的视角”。
当前的文学经典阅读教学呼唤教师

“授人以渔”，教给学生文本解读的方
法，让他们在文学经典中历经一段精
彩的旅行：在通俗生动的行文中尽享
轻松愉悦，在丰富精当的选文中领略
名著的无限魅力，在严谨透彻的论述
中收获满满，打开一扇扇通向神奇世
界的大门。

每个学生都应有“高光时刻”

《文学经典怎么读》是钱佳楠的 IB
中文课程的讲稿。她在书中指出IB中
文课程的核心理念是“我们没有参考
答案，只要学生言之有理，无论他的答

案是什么”。记得当时看到这句话，让
我两眼放光，心里狂喜，觅得知音，深
有同感。因为当前文学经典阅读的课
堂上有太多的人云亦云，太多的正统
理解。这短短的一句话正是当今文学
经典阅读要大力倡导的理念。

我们要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见
解，使得他们能深入文本、真正与文本
进行对话，用自己的逻辑和推理得出
自己的主观感受，在属于自己的“高光
时刻”大放异彩。例如在阅读《威尼斯
商人》时，我记得有一个学生提出了这
样一个观点：“不能简单地给夏洛克贴
上‘贪婪’‘自私’‘冷酷’的标签。”他认
为，安东尼奥和夏洛克彼此结成深仇
宿怨的原因之一在于价值观的根本分
歧。一个认同自然经济的价值标准，
另一个认同商品经济的价值标准，不
能简单地用贪婪来评价夏洛克。夏洛
克自己也说，他与安东尼奥进行的是

“一场对自己并没有好处的评价的诉
讼”，他拒绝以“三倍原数的钱”来结束
诉讼也证明他并非对金钱贪得无厌。
再者，夏洛克对安东尼奥的复仇包含
了宗教、民族、文化、社会、历史等各方
面的复杂内容，也不能简单地以“自私
冷酷”来评价他。

他说得有理有据，学生们听得认
真入神，我想那一刻就是他的“高光时
刻”。文本常读常新，正是读者的不同
会意构成了文学解读五彩斑斓的世
界，这样才会出现鲜活的课堂、高阶
的思维、深刻的体验⋯⋯这就是每个
学生的“高光时刻”，我们呼唤这样
的“高光时刻”，希望这样的时刻多
一些，再多一些⋯⋯

我们应该让学生的脑海中有这样
一种观念，那就是“文本的生命是作
者赋予的，作品的意义由读者创造和
延伸，读者才是解读文本意义的最终
力量”。让他们坚信，文学的真正价
值在于读者对其作出了永无止境的多
元解读，能产生一个个蕴含个体独特
生命特征的文本意义。

愿老师和学生都能听到文学经典
阅读的声声呼唤，愿学生在文学经典
的大河中酣畅淋漓地弄潮，愿他们在
文学的滋养下，眼里有光，内心足够
强大，成为最好的自己，让生命诗情
画意，江河浩荡。

（作者系北京市中关村中学教师）

在经典阅读中寻找自己的在经典阅读中寻找自己的““高光时刻高光时刻””
周建芬

从 1995 年的《祝你生日快乐》，到
2014 年的《外婆住在香水村》，再到
2018 年的《玩具诊所》；从《花婆婆》

《故障鸟》到《我们永远不分开》《我们
去跳舞，好吗》等译作，细心的读者会
发现，台湾绘本作家方素珍的许多作
品都与生命教育有关，故事直抵人的
内心深处，流淌出浓重的人文关怀。

由接力出版社出版的绘本《募捐
时间》，是方素珍与画家徐开云合作的
又一本新书，依然延续着一贯的生命
教育特质，甚至有了进一步的提炼与
升华：视角直指汶川大地震，通过女孩
小珍珠想要奉献爱心，向动物募捐时
间、帮助灾区孩子的故事，传达了爱无
国界、爱在奉献中传递、唯有爱与分享
能成为永恒等主题。

“这一话题酝酿了很久，汶川大地
震发生时，我常在飞机上看到空姐鼓
励乘客给灾区捐款。尽管每次都倾力

捐款，但我觉得这还不够。”方素珍在
接受记者专访时说，从那时开始，她就
在构思这个故事，但一直找不到切入
点，“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笔下
的小珍珠抱着一个小箱子，向来来往
往的路人募捐，可没有人理她。最后，
她走进一座森林，遇见一群动物⋯⋯
这个梦给了我灵感，对啊，小珍珠可以
向动物募捐。动物当然不会有钱，可
动物有的是时间。当我把这些小事串
起来，故事的雏形就出来了。”

选择这一题材的另一原因，是希
望当下的孩子正确看待灾难，不畏困
难，并在敬畏生命的同时尊重生命、热
爱生命。方素珍说她自己目睹过地震
灾害，如 1999年 9 月 21 日发生于台湾
中部山区的大地震，是台湾地区伤亡
损失最大的一次地震。在她看来，人
类的灾难并不少见，但每次地震都展
现了人性伟大的一面、人类团结一致
的精神，让人看到光辉、美好和希望。
而与地震有关的生命教育题材，其实
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能让孩子认识
现实世界，在此过程中生发出关爱他

人、无私奉献等积极情感。
生命教育的另一层意义，是增强家

庭成员之间的联结，拉近孩子与他人的
关系。在《募捐时间》里，方素珍想表
达的一层意思是，亲人之间只要想念，
亲情就会永在，回忆可以战胜时间。
而这背后也许跟自己的经历有关，“我
的妈妈在 2000 年去世，《外婆住在香
水村》更像是对妈妈、对过往生活的怀
念。我的爸爸和我一起住了 6 年，每
天读我创作和收藏的绘本故事，可以
说他生命最后的日子是蛮享受绘本
阅读的。我自己也经常去台湾一些安
老院做故事义工，从老人们身上，我看
到了故事疗愈心灵的力量，看到生命
被善待、被尊重的重要性。其实，每个
人在成长过程中必然会不断遇到各种
失去，但通过阅读生命教育主题的绘
本或其他门类童书，会渐渐懂得如何关
心自己、关爱他人、过上幸福生活。”

为了更好地展现生命教育这一主
题，让故事更有表现力，方素珍透露
自己几年前还专门上过电影课，因为
绘本也被称为纸上动画，跟电影有许

多相似之处，即都用画面讲好一个故
事。对于 《募捐时间》，她感觉比较
满意，镜头感很强，剧情也很感人，
但创作过程也比较折腾。

“作者与绘者就像导演与制片的
关系，要一起把握好绘本的节奏感。
这本书从 2008 年构思到 2016 年初完
成，文本打磨经历了 8 年时间，徐老师
是我非常敬仰的一位资深画家，画工
无可挑剔，但由于是第一次合作，对于
绘本的起承转合，还有文字跟图画如
何互补，我们着实花了很多心思讨论，
接力出版社也倾注了大量人力，只为
打磨好每一张图画。”

红色的底，偌大的有裂缝的表
盘，小珍珠坐在分针上，长颈鹿、松
鼠和小猪等从表盘后探出头来⋯⋯回
到 《募捐时间》 的封面，的确有一定
的设计感，让人产生翻开阅读的冲
动。而走进故事之中，每位读者无疑
会重新思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把心
打开，爱与奉献等慢慢浮上来，就像
方素珍所期待的，自觉成为让世界变
得更美的力量。

方素珍：生命教育给心灵以力量
本报记者 张贵勇

读家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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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推荐

麦田守望

江苏徐州经济开发区教体局
要求每个学校安排专门的阅读课，
并建立了引领阅读和评价机制，每
年评比“十佳书香教师”“十佳书香
学生”“十佳书香家庭”，激励学校、教
师、学生和家庭更加积极地投入到
书香校园建设活动中。

为了给学生的课外阅读创设
良好条件，徐州市西朱中学实施
了一系列措施：为每间教室打造
开放式图书角，实现班与班之间
的图书流通共享；学校阅览室全
天向学生开放；“竹节书吧”由露
天天井改造而成，面积200多平方
米，能同时容纳150名左右的学生
读书，书架上图书 5000 多册。图
为学生在“竹节书吧”读书。
李智梅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文/摄

本报讯 “承国学诵读经典 扬
国韵吟唱诗书——北京市中小学生网
络诵读大赛”日前在北京市丰台区阳
春小学举行颁奖仪式及朗诵艺术节。
一等奖获得者王若琪、邱思哲两名同
学分别诵读了 《木兰辞》 和 《将进
酒》。朗诵艺术团的孩子们用原创诗
歌 《崇高》 表达了对祖国、对红领巾
的热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
酒杰为全校师生进行了朗诵指导。

诵读大赛是书香中国·北京阅读
季·北京儿童阅读周品牌活动之一，
旨 在 通 过 诵 读 加 强 青 少 年 阅 读 能
力，在吟诵中继承和发扬中华经典
文化。大赛利用新媒体优势，打造
全媒体平台，推广经典诵读活动，
吸引了北京市众多中小学校积极参
与。

（晓柳）

北京市中小学生
网络诵读大赛颁奖

阅读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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