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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给
孩子”系列最新一册——商伟先生编
注《给孩子的古文》，这是商伟先生应
活字文化之约，耗时数年，精心选目、
导读、编注而成，我觉得是一册极好的
可以与孩子共读的古文选本。

关于古文与古文选本，商先生是
这么理解的：“从古文作品中，我们可
以读到美德与修养、友谊和情义，也可
以读到对自然的观赏、艺术与审美的
趣味，以及生活的经验和历史的智慧。
一部好的古文选本，就是一部中华传统
文化的读本。读一本好的古文选本，也
就是经历一次古典文化的精神洗礼。”

在我看来，《给孩子的古文》的确
担得起一个好选本的称誉，选文丰富，
内容丰赡，有公认之经典，有新选之妙
文，兼之导读与注释，由浅入深，直道
而行；此外更有文化浸润之力，古人所
述自然之味、生活之趣、艺术之真、修
身之道、人情之善，跃然眼前。

先说选目。作为一册古文选本，
书中自然有不少历来为人称颂的经典
之作，以时间为序，诸子中如《老子》

《论语》《庄子》，到魏晋，如曹丕《与吴
质书》、王羲之《兰亭集序》、陶渊明《五
柳先生传》，往后还有韩愈《师说》、柳
宗元《小石潭记》、范仲淹《岳阳楼记》、
归有光《项脊轩志》、张岱《湖心亭看
雪》，全书收束于饮冰室主人《少年中
国说》，慷慨又响亮，此文压轴，可谓余
音绕梁。此类经过时间检验的经典之
外，商先生慧眼独具，更从古文的多样
性和丰富性入手，选择了一些以往选
本中不常见的作品，如谢赫《〈古画品
录〉序》、金圣叹《快事》、刘侗《帝京景
物略》、董其昌《跋米芾〈蜀素帖〉》等，
使得小读者可一窥古文主题与内容之
多姿多彩，“小自身边琐事、日常交往，

大到历史兴衰、天下存亡”，更可对古
文的重要文体有一个基本了解。

作为一个今天的读者，阅读古文时
总免不了有一番“趣味”上的考量，商先
生着眼阅读的接受性，从读者的立场出
发，选择恰当文章，比如女儿在多个选
本中遇过的《左传》名篇《郑伯克段于
鄢》，本书未选，倒是有《战国策》数则，
这数则又非长篇大论，却是那些辩士所
讲的有趣寓言：《画蛇添足》《南辕北辙》

《鹬蚌相争》，还有以往不多见的《列子》
数篇，文字不多，俏皮风趣，忧天之杞
人，动了机心的好沤鸟者，利令智昏的
欲金者，他们身上怕是有着很多普通人
的影子，略略琢磨，或也能让小读者们
会心一笑，又不乏思考了。

说选目丰富，还有编者在选择作者
时透露出的才识与见地。文选不是全
集，汇于一册书中，要能给出自古及近
古文的代表性篇目，并且不仅代表古文
的特点与发展，还代表了此作者的突出

观念与某些风格。《给孩子的古文》中，
除了那些一向为选家青睐的“文起八代
之衰”的大家宗师，更在习见的视野之
外，选入了一些平日少见却同样有着独
特文字魅力的名家，以致能够打破小读
者脑中固有之见，如王维与李白，小读
者以往更多了解他们是大诗人，而本书
各收其文，再有文震亨、锺惺、李渔、吴
敏树，所选其文章多与日常经验、人际
交往、生活美学、艺术欣赏相关，这样的
作者，这样的文章，能让孩子们接触更
多题材与风格，给出更多有益的阅读线
索，更能与他们自身审美结合，开拓视
野，让孩子们看到一个美好的古代中
国，更好地做个现代中国人。

说了选目，就是导读。《给孩子的
古文》是“给孩子”系列中第一本包含
了注释与导读的读本，在阅读之后，我
不禁因欢喜而感叹，商先生选得精当，
导得亦好看。我太喜欢他的导读文
字，每一篇单独抽出来，就是一份厚度

与温度兼有的简明版解读与阐释，从
“作文”角度，文字好，结构佳，意蕴
深。粗粗来看，这些导读大抵上一则
以史，一则以文，即一方面介绍原书与
作者，讲其成就，述其生平，立足于文
学史；另一方面则是就文章而谈，有针
对性地解读，点出要点，分析重点，提
示读法，指点学法。

关于导读，商伟先生有自己明确
的主张：“不求面面俱到，也没有遵循
一个固定的格式，而是每一篇各有侧
重，就文章的某些精彩之处，做启发性
的提示和发挥。我希望这些导读既能
展现古文写作的千姿百态，也可以启
示阅读古文的不同方式。”

我以为商先生是说到做到，且做得
相当好，上引一段，可见一斑。对于“展
现古文写作的千姿百态”，不唯导读，实
则只看选文已可感受一二，另外两点可
重点说，一是“启发性的提示和发挥”，
商伟先生解读古文，常读出文中“点睛
之笔”，而他的导读也是这样，略一发
挥，便自有机杼，气象大开，确实是极好
的提示。如解读陶弘景《答谢中书书》，
文章已分析完毕，就此收笔未尝不可，
但是，商先生紧跟着写了一段：“南北分
裂、晋室东渡之后，江南地区得到了开
发。面对江南的开发，也正是对自然山
水的一次发现。自此之后，山水之美不
仅体现在了山水诗中，而且滋养了南朝
文人的气质风神。物色感召，心为之
动，江南的秀美风景为他们的写作提供
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天然宝藏。一
个美文的时代，由此降临。”

由小及大，渐入佳境，由文入史，
受益无穷，读来已令我于此文字中，

“物色感召，心为之动”。编者有这样
的发挥，真是读者阅读的幸运。

另一可说，即“启示阅读古文的不

同方式”，商先生导读中结构把握、关键
词句品读、文体特征介绍、语法修辞分
析，这些都是对阅读古文方式方法的直
接引领，他以他的读，引导孩子们的读，
启发孩子们在阅读古文时，要善于想
象，体贴古人，更要学会前后贯通，深化
理解，如对张岱《湖心亭看雪》中“舟子”
的辨析，本质上，这就属于一种文学阅
读能力的培养。但是，我要说，这还是
商先生的小道，在导读中，商先生更不
时有对孩子们阅读心性的指引与培
育。导读韩愈《师说》，一番引导，商先
生写道：“读罢全文，我们就会发现韩愈
的说法并不简单，应该细心体会才好。”

“细心体会”，这已经是读法之上的
阅读态度，与作者对话，切莫厚今薄古，
小看作者。据商先生讲，他撰写导读的
时间远超预期，可见他用心之深，只是，
这样的导读对读者而言，真是再好不
过，就如他导读金圣叹《释孟子四章》所
言：“不仅提示了阅读的门径，还让我们
感受到了阅读所带来的智性的快乐。
这是一个难得的收获⋯⋯读过之后，我
们才知道，经典原来还可以这样读！”

很喜欢商先生选录的钟惺《与陈
眉公》中的一句：“有益矣，岂犹恨其晚
哉！”钟惺说的是友情，又何止是友
情？在我想，学亦如此，书亦如此，只
要“有益”，无论何时打开，都不必有相
见恨晚的遗憾。所以，希望更多大人和
孩子，一起打开这本书，一起来阅读，让
古人的这些异彩华章，道德与智慧的结
晶，人生阅历的总结，陪伴着大家成长。
但愿孩子们长大了还记得这些篇目，再
回过头来重读，那么，每一次重读，都好
像旧友重逢，宾至如归；每一次重读，都
会带来发现的惊喜和意外的收获。

（作者系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验
小学教师）

“有益矣，岂犹恨其晚哉！”
——商伟编注《给孩子的古文》阅读随感

冷玉斌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
这 70 年中，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当
代作家和长篇小说，其中荣获茅盾文
学奖的作品作为重要的代表，镌刻了
属于一代人的文学记忆。

1981 年 3 月 14 日，病中的中国
作家协会主席茅盾致信作协书记处，
捐献出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一个长
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此鼓励和
表彰最杰出的长篇小说创作。同年3
月20日，茅盾文学奖委员会成立，每
4年推举一次。今年又恰逢第十届评
选年，茅盾文学奖再一次成为读者关
注的热点话题。近日，人民文学出版
社与 SKP RENDEZ-VOUS 联合策
划推出茅奖作家沙龙系列，陆续邀请
曾获得过茅奖的作家与评论家、编
辑、读者进行交流，分享自己的创作
体会和书背后的故事。

王蒙：对不同语言和文化有兴趣

“ 《这边风景》 记录了我 39 岁
到 47 岁之间的人生，那时我去边
疆，到水深火热的一线基层去扎根，
小说更多的是记录了那个时期维吾尔
族人的生活风貌，而且从头到尾都是
掏心窝子的认真，这是我今天再也无
法抵达的写作状态了。”回忆起新疆
生活，王蒙说，自己对于不同的民

族、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和不同
的生活方式非常有兴趣，最为得意的
一件事是很快就学会了一口流利的维
吾尔语。书里的对话都是先用维吾尔
语构思，然后把它翻译成汉语。因为
真实丰富的细节，有人称赞《这边风
景》是“新疆的清明上河图”。

作为当时的评委，文学评论家胡平
说，《这边风景》整个作品里面充满性
格冲突，而这个性格冲突是一百年、一
千年文学小说的重镇，这一点非常令
人佩服。

自1953年开始创作《青春万岁》
至今，王蒙的文学生涯已经跨越了近
70 个春秋。2014 年，45 卷本的《王
蒙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
的创作紧贴时代脉搏、扎根于现实生
活，文学作品已超过1800万字，反映
了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
也表达了他80多年人生历程的深刻
思考。现在，85 岁的王蒙仍笔耕不
辍，不断有新作品问世。

周大新：一直回望并思考着乡村

周大新的创作历程从1979年开
始，《湖光山色》 以丹江口水库为地
点，描述了一个曾在北京打工的乡村
女性暖暖与命运抗争、追求美好生活
的不屈经历。周大新以他对中国乡村

生活的独特理解，既书写了乡村表层
生活的巨大变迁和当代气息，也发现
了乡村中国深层结构的坚固和蜕变的
艰难。

作为从河南走出去的作家，周大
新一直很感谢家乡父老乡亲对他的关
注和关照，对故乡的回望是他一直在
做的事。他说，《湖光山色》是酝酿在
他心中十几年的故事，“每次返乡看到
乡村的变化，我都在思考，中国的农村
该向哪里走？在今天城市化进程中，
土地存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
希望将自己对当代农村的思考融进小
说中去。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付如初认
为：“《湖光山色》是最早写到逃离北
上广话题的书，暖暖从北京城回到乡
村，这种超前性、预见性是这本小说
特别值得我们阅读和记住的地方。
在欲望面前你是坚守还是迷失，这是
该书探索的重要方面，也是这部作品
有生命力、能够突破乡土题材的限制
的更广泛意义所在。”

毕飞宇：获奖的秘诀是内心干净

谈到茅盾文学奖，毕飞宇说他在
写《推拿》的时候没想过得奖这回事：

“‘推拿’这个题材不是主旋律，也没
有历史感和宏大的天问，无非就是写

了那个被所有人忽略、几乎已经不存
在的生活。”他笑说，《推拿》能获茅奖
最大的秘诀是“当你做事情的时候，
内心干净是多么重要”。

在评论家张莉看来，《推拿》并
不是为了盲人而写盲人，而是写到
了人类普遍性的主题，比如说人和
人之间的爱情，人和人之间的尊重，
人和人之间的日常的尊严。“这个小
说最微妙或者最动人的地方，是毕
飞宇写了一个颠倒的风景：你以为
你无所不能，但是在有限的空间里
你是受限的。”

毕飞宇风趣幽默，机智诙谐，谈
起小说来更是妙语连珠。作为编辑
的赵萍敏锐地抓到了他的这个特点，
于是邀请张莉于2013年到南京和毕
飞宇用两天时间做了一场对谈，形成
了对谈集《牙齿是检验真理的第二标
准》。今年人文社再版了此书，并更
名为《小说生活》。在书中，毕飞宇不
仅与张莉谈了对许多文学名家、作品
的看法，而且真诚地披露了他在创作
中遭遇的犹疑、困惑、折磨、自我完善
与自我提高。正如张莉所说：“书里
潜藏着一个乡下少年如何成长为优
秀小说家的秘密，因为毕飞宇在写他
的创作经验和小说经验以及阅读经
验的时候，完全是毫无保留的、完全
敞开自我的方式。”

听茅奖作家讲述书背后的故事
刘奕

读家报道 暑期荐读

2014年1月，13岁的朱夏妮在初中
的最后一个学期出版了诗集《初二七班》，
梁文道在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节目中
对其作了热情推介。之后，朱夏妮赴美国
读高中。美国的高中生活有学业压力、同
侪压力、身份认同压力，而朱夏妮喜欢拿
起笔捕捉生活中留下印痕的瞬间。在18
岁生日前，她的书稿终于画上了句号，17
万字的非虚构小说《新来的人：美国高中
故事》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书中既有来自全世界各地同学之间
的幽默趣事，也有不同性格老师的生动
形象，同时还有她面对不同文化的个人
思考。在《厕所里的午餐》中，朱夏妮写
道：“我打算坐在厕所洗手池边的窗台上
吃三明治。这里看上去很干净。玻璃外
的天很蓝，没有云。我看着镜子，想象镜
子里是另外一个人——我的朋友。脚步
声朝着厕所的方向传来，我赶紧拿起三
明治走进马桶的单间，锁上门，我现在只
好暂时不吃了。我听到有人推开厕所的
门，到我旁边的那格，关上门。我决定等
她上完厕所再吃。”朱夏妮以非虚构的琐
碎笔触，收获了小说的大法，提供了非文
学材料无能为力的中国学生在美国读高
中的经验、温度、隐私和阳光。

谈起这本书的出版缘由，朱夏妮说：
“我从2015年3月开始记录高中生活，起初
是为上海的《新闻晨报》写专栏，之后一直坚
持写了4年。这些日记看起来很连贯，其
实一篇篇的故事就是我生活的真实记录。”
从压根儿听不懂同学们说什么，到能用美
式幽默和同学们开玩笑，朱夏妮以自己的
真实经历为参照，描绘了一个完全切断母
语联系的中国留学生，在一个全新的环境
中逐渐适应美国的教育与文化的成长过
程。朱夏妮称，自己的写作初衷，并非是为
了记录和怀念美好的青春岁月，而是记录
当下的现实生活。其中有很多美好回忆，
也有一些让她不太想面对、甚至想屏蔽掉
的不开心的故事，“记录的过程其实是一个
和自我抗争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治愈。”

随身携带母语
描画“新来的人”

缇妮

每年暑假都是青少年溺水事件、法治安
全事件的高发期，危机四伏的暑假让教师和
家长非常忧心。《“智多星管小正”青少年系
列法治安全小说》围绕12岁的主人公管小
正的假期生活展开：生活在北京的男孩管小
正回马儿多农场的爷爷家过暑假，他在火车
上遇到人贩子；在马儿多农场游泳差点儿淹
死；爷爷被理财公司骗；小麦姐姐遭遇了校
园欺凌⋯⋯管小正和小麦姐姐、小米姐姐，
还有一只叫然鹅的白天鹅借助各方力量，克
服重重困难，最终解决了这些问题。

这个系列包括《少年谍中谍》《爷爷家
里的陌生人》《地下室里的火药味》《人贩
子来了》 4册，涉及人身安全、食品安全、
财产安全、旅游安全等社会热点，将法治
安全常识巧妙地通过故事娓娓道来，使小
读者在阅读中不仅增长了知识，还学习了
法律。该书作者认为，对儿童的保护教育
不应是“不许”“不能”“不可以”，而是激发孩
子们的自我保护意识，让他们脱离“保
姆”式的看护，学会主动规避危险，掌握
自救的本领。 （王琪）

和“智多星管小正”一起过暑假

早在2016年，畅销书作家王芳在教女
儿学习古文的过程中发现：市面上的古文
启蒙读物大多千篇一律，很多学生感觉枯
燥，有畏难心理。于是她想到基于中国文
史不分家的传统，创编出一套用浅显、有趣
的语言来讲古文的书。于是《穿过历史线，
吃透小古文》（全5册）应运而生。

古文的特点是注重典故、骈俪对仗、音
律工整，包含策、诗、词、曲、八股、骈文等多
种文体。《穿过历史线，吃透小古文》是王芳
从诸多古文中挑选短小精悍的选段或篇目
而来的，故称“小古文”。全书以小学、初
中、高中的古文经典篇目为主，把从春秋
时期到清代中后期的经典古文用一条长长
的历史线贯穿起来，并将文化常识和时代
背景穿插其中，帮助读者在品读古文经典
作品的同时，还能轻松地学到中国通史，
对各个时期不同作家的作品形成一个整体
的认知。 （实习生 余斯思）

探寻古文的趣味与丰盈

本报讯 近日，“我们都是追梦人——
当代追梦故事征集计划”纪念册成册典礼
在国家图书馆举行。现场发布了由 70 位
追梦人的追梦故事汇集而成的纪念册，中
学生黄子恒、图书馆员朱岩、古建保护者连
达和曲艺传承人翟静婉等追梦人代表亲临
现场，讲述了自己追求梦想的真实经历，并
与现场以及在线直播平台的观众分享了自
己追梦的心路历程。

此次活动共收集到近 3000 个追梦故
事，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追
梦人讲述了他们多彩的追梦历程。“当代追
梦故事征集计划”是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
项目收集个体记忆的一次新尝试，该项目
以中国现当代重大事件、重要人物、文化遗
产为专题，采集口述史料、影像资料等记忆
资源并向公众提供服务。 （孙璐）

“我们都是追梦人”成册典礼举行

本报讯 阅读和假日总是形影不离，
不 久 前 ，亚 马 逊 Kindle 委 托 研 究 机 构
Kelton Global 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
13 个国家开展的一项调研显示，55%的受
访者表示，读书是他们在假期中最喜欢做
的事情。

近日，亚马逊推出全新焕彩 Kindle
Paperwhite 电子书阅读器，包含雾蓝、烟
紫和玉青三款机身色彩，并采用纯平设计、
轻薄机身以及 IPX8 级防水设计等，可以
使读者在更多场景下舒适阅读。亚马逊中
国副总裁左红亮表示：“亚马逊将开启以

‘读出我的潮流’为主题的创新品牌活动，
和知名作家、阅读意见领袖等一起号召更
多人加入阅读行列，内在读出潮流和态度，
外在读出个性和时尚。” （曾红）

焕彩电子书阅读器“读出我的潮流”

书海观潮 阅读现场

最新书事

西安，十三朝古都，古丝绸之路的
起点。如果说之前对西安的印象是兵
马俑、古城墙、大雁塔⋯⋯无一不彰显
着其悠久的历史和厚重的文化。那
么，当我再一次来到西安，跟随中国全
民阅读媒体联盟走进西安的书店、学
校、家庭、社区乡镇，在深入了解陕西
省全民阅读的情况之后，却看到了这
座古老城市的另一种美丽。

位于高新一中初中校区正中央
的独立图书馆，面积近3000平方米，
纸质文献资源 12.5 万册，电子图书
10 万余册。实现了数字化管理，无
论是纸质图书还是电子书籍，都可以
自助借阅。中铁一局以“悦读青春，
书香一局”为主题，先后设立了青年
读书阵地“青书坊”180 个，供广大青

年阅读书籍和交流读书体会等。作
为基层文化交流的平台，秦渡镇（街）
文化中心以幽雅安静的实体阅读综
合空间为依托，实现了集店内读书、
图书借阅、听书、朗读、录制于一体的
公共文化服务。

阅读是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
2018 年，西安市的书店呈井喷式发
展，仅实体书店就新增 843 家，书店
总数量达 1927 家，在全国的排名升
至第五位，获得了“2018 书店之都”
的称号。作为西安首屈一指的综合
文化生活空间，曲江书城占地 1.8 万
平方米，藏书量达60多万册，打破了
传统的阅读模式，形成“书+文创产
品”“书+咖啡”“书+互动体验”的全
新模式。雁塔区的毓凤阁书店与当

地社区联合创建了“毓凤阁小白鹭儿
童服务站”“红色会客厅”，定期举办
读书交流、名人访谈、老红军讲党课
等活动，让孩子们与书籍相伴，让“红
色文化”成为不竭的精神动力。

伴随着各类书店的增多，24小时
书店也渐成气候。当夜色降临，万家
灯火中24小时书店好像散落其间的
点点星光，熠熠生辉。阅西安24小时
书店是由曲江新区和新华书店共同打
造的西安市第一家24小时书店。上
下两层，近两万册图书，主要以文学、
社科、经管、设计为主，加入文创产品、
咖啡简餐、文化活动等元素，为爱书人
提供了一个24小时栖息地，满足着喜
爱深夜阅读人们的需求。阅西安 24
小时书店经理王丽娜对记者讲述起经

营这家书店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以
及自己的思考，她认为，做书人要有情
怀，现在书店都在转型，实行多元化发
展，但无论怎样转变，书店还是要以图
书为主角，最终要靠图书来吸引读
者。夜生活不是只有歌厅和夜市，一
本好书同样能让人投入其中，获得精
神上的愉悦。

两千多年前，长安城可谓当时世
界的文化中心。两千多年后，站在

“一带一路”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
西安仍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版图中
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在从“书店之都”
到“书香之城”的蝶变中，更凸显出其
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国际竞争力。

这是一个有故事的城市，需要人
慢慢品味。

书香古城 阅动丝路
——“书香中国万里行”走进陕西

本报记者 却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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