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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是休闲娱乐的好时光，也是安
静读书的好时机。为了使读者有更多
的机会、更好的方式深入体会世界文学
经典作品，6月—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
与首都图书馆联合举办“阅读文学经
典”系列讲座，陆续邀请了曹立波、陈
众议、刘文飞等知名学者，对《红楼梦》
《堂吉诃德》《战争与和平》等经典名著
进行深度解析，展示文学的魅力。

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形象

《哈姆莱特》中的一句经典台词是
“软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随着剧情
的发展，哈姆莱特这位丹麦王子的女性
观也变得更为复杂。在外国文学专家
陆建德看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世界
特别宽广，她们勇敢地说出自己的志
向，而且在很多场合下非常机智、富于
幽默感，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出色
的行动能力，丝毫不比男性逊色。

可能大家对莎士比亚的悲剧故事
关注得比较多，实际上他还写了很多喜
剧，在这些喜剧里，生活的味道特别重，
而且语言也极其鲜活。恩格斯和马克
思就曾表示过，在所有作家中他们最钦
佩的就是莎士比亚——特别喜欢的是
莎士比亚喜剧里的市井气。陆建德总
结道：“读莎士比亚一定要读得仔细。
我们会看到他对人生深刻的洞察，并用
隽永的语言表现出来，这种表现最终成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类文化遗产。”

用喜剧的方式体现悲剧精神

塞万提斯是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
著名的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他一生
命运多舛、颠沛流离。在塞万提斯自己
的时代，人们觉得《堂吉诃德》滑稽颟顸、
逗人发笑，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不太入流
的通俗作品。直到两个世纪以后，它才
被德国浪漫派发现，并被重新定义为一
部让人警醒、让人肃然起敬的伟大悲剧。

海涅少年时期第一次读《堂吉诃
德》，就哭了一个晚上。在中国社会科
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看来，
《堂吉诃德》最大的特点是用喜剧的方
式体现悲剧精神。

“塞万提斯对当时的市民文化非
常了解，他既写大城市，也写小城市，
还有乡镇和偏僻的村寨，这是一般作
家驾驭不了的。一言以蔽之，《堂吉诃
德》之所以伟大，跟它吸纳了多种文明
的成果有关。”陈众议说，“西班牙大量
的犹太文化、阿拉伯文化跟西方文化
融合，从他们大量的建筑和文学作品
中可以看到有东方色彩。”

林黛玉到底几岁进贾府

《红楼梦》是创作于清代乾隆前中
期的世情小说，书中家长里短，闲言碎

语，乃至日常生活琐事，很多都来源于
生活。时间、空间，甚至于药材、食材，
都有可能搬到小说当中。

有一个争执已久的问题——林黛
玉到底几岁进贾府？中央民族大学教
授曹立波说，通过黛玉进贾府在路上的
时长来计算，她大约是六七岁。曾有一
个叫程庭的文人，在康熙五十二年记录
了他从扬州去北京的路程。他从扬州
北上，去为康熙祝寿，结束之后又从北京
南下，去程走了23天，回程是29天，都大
约一个月的时间。所以，按这个计算，黛
玉从扬州的某一个渡口经京杭大运河，
昼行夜歇，一个月便可以到达北京。

曹立波认为，曹雪芹与书中人不
是一对一的关系，而是一对多的关
系。很多人物的身上都倾注了作者的
情感，甚至于刘姥姥在叩门打秋风的
时候，也许有曹雪芹晚年举家食粥的
生活经历，才塑造了形象丰满的刘姥
姥。“生活素材就像酿酒一样，从粮食
到美酒其实是一种脱胎换骨的变化。
从生活素材到小说当中的情节和人
物，更是一种艺术上的升华。”

托尔斯泰创作中的“三级跳”

有一个说法，欧洲的文学史大概有
过三个高峰：第一个是古希腊古罗马的
神话传说，第二个是以莎士比亚作品为
代表的英国文学，第三个就是19世纪

的俄罗斯文学。而在19世纪的俄罗斯
文学中，托尔斯泰是高峰上的高峰，人
们耳熟能详的作品就是他的《战争与和
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

如何阅读《战争与和平》？首都师
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刘文飞总结出
一个“二三四”的公式。所谓“二”，就是
两个主题——战争与和平，“三”就是三
个人物——娜塔莎、彼埃尔和安德烈，

“四”就是四大家族。从《战争与和平》到
《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的创作发生
巨大转变，从史诗开始转向家庭，从写战
争开始转向写爱情。但陀思妥耶夫斯
基认为，《安娜·卡列尼娜》不仅仅是一部
爱情小说，它首先是一部社会小说。

“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托尔斯
泰那个时代的作家和文学，你会觉得《复
活》比《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
更重要。”刘文飞说，这部小说所暗示的
是整个社会的复活，这也是托尔斯泰最
想做的事情。托尔斯泰有意让聂赫留
朵夫上下奔走，以此把俄国社会的上层
展示给大家，让人感觉到这些人是多么
冷漠，这个社会是多么腐朽。

刘文飞表示，这三部作品在托尔
斯泰的创作中就像一次三级跳，从历
史写到家庭，再写到个人的精神层面
的生活，也像三块巨大的基石，托尔斯
泰小说的艺术大厦就建立在这三部作
品之上，因此也不妨把它们看成是一
部独特的三部曲。

这个暑假，学者陪你读经典
赵亮

读家报道 麦田守望

“不学诗，无以言。”孔子的这句
话，将诗歌的重要性说到了极致。

古往今来，中国就是诗歌的国
度。诗歌，是最能体现中国人精神世
界的一种表达方式。诗歌在中国，已
经超出了简单的文学体裁，不仅与书
法、绘画、戏剧等中国文化有着天然的
联系，彼此互相促进滋养着，而且对中
国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产生了密
切的影响。我们完全可以说，一部诗
歌史，也是一部丰富、凝练的中国文化
史、中华文明史。正如林语堂认为的
那样，诗歌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已经代
替了宗教的作用，成为人们生活中的

“一种灵感，一种活跃着的情绪”。我
想，这也是近年来央视《经典咏流传》
等节目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

诗歌的熏陶与学习，应该从儿童开
始。因为，诗歌的语言精练、含蓄，富有
韵律感、想象力和感染力，好记好学，便
于吟诵传唱，是积累词汇、淬炼语言最
重要最有效的方式。因为儿童语言发
展的难度，远远低于发展音乐、绘画等
其他技能的难度，儿童从诗歌诵读中所
获得的滋养，从语言发展中所获得的提
升，是全面又持久的。正因为如此，中
国古代的经典蒙学教材，几乎全部都是
富有韵律感的诗歌体语言。也正如金
波老师所说：“欣赏语言、创造语言最好
的方式就是读诗、写诗。”

同时，儿童的语言也是最接近诗的
语言。记得有一次我与金波老师讨论
诗歌，他说：“儿童是天生的诗人。”儿童
的“诗性”是生命灵性的一种展现。儿
童几乎不需要太多的学习，就能够说出
富有韵律、充满想象力的句子，草木飞
禽，云雾雨雪，世间万物，在儿童的眼里
都是诗意盎然的。儿童在感悟中所朦
胧思考到的哲理，将在漫长的岁月中逐
渐清晰，将在行动中悄悄发挥作用。

在我们的《新教育晨诵》中，选入了
16首金波老师的诗歌。在选诗的过程
中，我们是有意控制同一位诗人的入选
诗歌数量的。金波老师能入选这么多
诗歌，可见他的童诗之精美和丰富。

在金波老师的儿童诗中，很多故事
是他童年发生过的，但是他同时又很清
楚自己的使命：他的诗是写给眼前的孩
子的。金波老师说，“不管是哪类创作，
生活永远是灵感的源泉。关在屋子里

‘憋’出来的作品，和在生活中通过观
察、感悟、提炼出来的作品，是完全不一
样的。”所以，他的许多童诗很有现场
感，小读者仿佛亲临其境。如《在果园
里》，我们听到了小时候偷摘苹果的金
波与老爷爷的对话；《在校外，我遇见了
老师》，把一个小男孩在学校之外见到
了一个与平常完全不同形象的老师，从
开始的忐忑不安到后来的亲切温暖的
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波的儿童诗既富有浓郁的生活
气息，又充满了儿童情趣，充满着想象
力。曾经有媒体问他，创作灵感究竟
是来自他的想象力，还是来自现实中
的儿童生活？他的回答是二者都有，
儿童生活激发了他写作的热情，而想
象则让他思绪飞翔。在他的诗里，所
有的动物、植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是可
以和他交流对话的。在他的诗里，太
阳是可以有翅膀飞翔的，可以是绿颜
色的，天上的星星是可以与地上的花
儿互相转换变化的。金波老师的儿童
诗韵律感、节奏感特别强，这也与他主
动汲取中国民间童谣的滋养有很大的
关系。他曾经介绍说：“几十年来，唱
诵童谣的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荡，成
为我童年重要的记忆，一直影响着我
的创作。还有民间童谣，让我较早感
受到了母语的音乐性。”金波老师曾经
编选过一套十卷本的《中国传统童谣

书系》，我记得封面上写的一句话是
“流淌在血液中的祖先的声音，蕴涵在
基因中的民族的记忆”。

正是在这样的勤奋耕耘中，金波老
师迎来了创作的丰收。金波老师说过：

“有童心的生命没有老朽，有诗意的人
生没有冬天。”这正是他自己的人生写
照和真实的体会。这些年来，我每年都
要有几次见到金波老师，每次都会听到
他激情而睿智的声音，感受到他温暖而
慈爱的内心，虽然岁月流逝，但他童心
依旧。虽然已经年逾八旬，但他依然不
断挑战自我，不断创新创造。

种子和小鸟，是金波儿童诗中经常
出现的形象。从《春的消息》到《小树谣
曲》，从《红蜻蜓》到《黑蝴蝶》，从《记
忆》到《小草》，从《泥土的馈赠》到《走进樟
树林》，从《叶笛》到《送你一束蒲公英》，每
一首诗中我们都可以听到鸟儿的歌唱或
者看到种子的成长。在刚刚出版的《金
波60年儿童诗选》的序言中，金波也写
了这样一段文字：“60年，这是我诗歌创
作的春天。我进入了一个诗的童话王国，
我写下的诗行，愿每一个字，都是种子，都
是小鸟，愿它们出土成苗，入云展翅。”

是的，金波是一只不知疲倦的小

鸟，60多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歌唱。
在《白天鹅之歌》《红蜻蜓之歌》和《萤
火虫之歌》这3本诗集中，我们可以读
到他从上世纪60年代到2013年期间
创作的部分儿童诗，我想，这也是他为
孩子们歌唱的乐谱。在这3本诗集中，
金波老师还亲自为孩子们朗诵了自己
的诗歌，他的声音也被原生态地记录
在书中，这样，他的小鸟般诗歌的声音
也将永远留在孩子们的心中，回荡在
蓝色的天空。金波说，那是与鸟啼和
鸣，与花香相融的声音。

是的，金波自己就是一粒美丽的种
子，一粒诗歌的种子。他把心声播撒在
孩子们的心灵，这些播撒的种子，许多
已经开花结果。很多当年的读者，受他
的影响成为诗歌的爱好者和创作者，更
多的人因为他的诗歌成为一个富有诗
意的人。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孩子
因为他的诗歌而热爱生活，放飞梦想。

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特别需要诗歌
的时代。在物质的丰富之后，只有精
神的丰盈，才能实现真正的诗意栖
居。所以，我们在《新教育晨诵》中，也
对诵读工作进行了新的探索，通过“思
与行”的提问环节，打通诗歌与读者的

心灵通道，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创造
出自己独一无二的诗意思考。

就像金波老师的那首《倒下的
树》：“纵然倒下来/还要活着/为听鸟儿
唱歌/长出无数耳朵//树和鸟/毕竟在
一起厮守过/树曾经站立着/等待鸟儿/
飞起/飞落。”在“思与行”环节，我们问
道：“一棵树倒下了，可它还要努力活
着，为什么？除了诗中写的原因外，你
还能为这棵树找到更多活下去的理由
吗？请你想一想：谁会为你活着感到
更加幸福快乐呢？你又应该做些什
么，让自己活得更精彩呢？”

当《新教育晨诵》围绕一首诗提
出这一类的问题时，有多少读者就有
多少不同的答案，就有多少种子开始
萌芽，就有多少小鸟开始飞翔。生活
在当下，用诗歌的力量，让孩子们真
正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能够
在现实的土壤上，找到一种诗意栖居
的生活方式，从而创造幸福完整的人
生，我们正在和金波老师一起前行，相
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和金波老师共同
前行。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
央副主席）

种子与小鸟种子与小鸟
——读金波的儿童诗

朱永新

人类在悠长的历史中，经过千辛万
苦，才对大自然有了目前的认识。多代
科学家不断努力，他们不仅冒着严寒酷
暑进行野外观察，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进行室内研究，阅读大量文献，总结前
人的知识和经验，很多时候还要遭受各
方传统势力的谴责与攻击，甚至冒着生
命危险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和认识，特别
是在神创论的势力尚占据统治地位

时。法国科学家布封便是在这种条件
下努力奋斗的一位早期的博物学家。

布封与瑞典植物学家林奈都生活
在18世纪，布封于1749—1788年间
发表了36册巨著《自然史》，这一时期
大约比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并得
到学界的认可早了一个世纪。林奈仍
是“神创论”者，而布封根据对自然界
的认识提出了许多“具有生物演化思
想”的不同看法，这在“神创论”占统治
地位时是十分不易的。

向小朋友们介绍布封的《自然史》
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等早期自然科
学经典著作，是儿童科学启蒙教育的
重要部分。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矿
物，我们每天面对的河流、山岳、海洋，
以及雷电、风霜、雨雪等给我们直观的
印象，有关这些事物的书籍教给我们

观察、思索和逢事都要问一个“为什
么”，引起我们对周围事物的强烈兴
趣，甚至让我们想用自己的眼睛、耳
朵、双手，或从其他书籍里刨根问底来
找出答案。无论小朋友们将来从事什
么工作，在年幼和少年时期能通过自
己的观察和这些书籍的指导，培养自
己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对于将来
的工作定会有重大补益。

《自然史（少儿彩绘版）》（苗德岁
著 接力出版社）是自《物种起源（少儿
彩绘版）》和《天演论（少儿彩绘版）》出
版以来对小朋友而言又一件高兴的
事。由于作者苗德岁深厚的自然科学
知识，对古今中外文学、艺术（包括音
乐、绘画甚至舌尖上的艺术）广泛的了
解和丰厚的国学功底，加上他一目十
行、过目不忘的本事，他首先把布封书

中的内容写得生动易懂，使人读来畅快
愉悦。其次，书中包含的内容丰富，对
于布封撰写《自然史》的时候尚未发现
的动物和有关它们的知识做了必要的
补充，以使自然界的面貌看起来比较完
整，也增加了许多有趣的资料。再者，
在叙述过程中涉及古今中外的许多其
他科学家、文学家、音乐家、汉学家和他
们名著中有意思的事情，不仅使语言更
加生动，还使人看后迫切想要详细了解
这些行家，激发小朋友们渴求更多知识
的兴趣。因此，这本书是近年来难得一
见的儿童读物。

我认为，这本书从小朋友及其家长
直到我这个年纪的人读起来都会很有
兴趣，因此我竭诚向大家推荐这本
书，相信大家读后会认可我的建议。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启蒙教育对儿童的意义
张弥曼

提笔没思路，行文没逻辑，语句不
优美，思想没高度——这几乎是小学生
普遍的写作难题。灵感是最好的解药，
但如何激活大脑中的灵感呢？在经历
了5万人次以上的线上及线下授课后，
山东省小学语文教师王明欢决定将这
套方法分享给更多的人。他与将思维
导图引进华人世界的首倡者、台湾师范
大学社会教育学博士孙易新合作撰写
了《小学生思维导图作文课》。

在这本书中，作者总结了5个日
常生活灵感训练，针对不同写作体裁
设计了13个写作思维导图法灵感训
练，精选44篇写作范例。帮助小学
生激发创作灵感、整理写作思路，解决
小学生作文没素材、构思慢、内容空
洞、千篇一律等问题。

激活写作灵感
一图点亮思维

《小学生思维导
图作文课》
王明欢
孙易新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阅读指导

许多人喜欢儿童文学作家孙卫卫
写的故事，文风清新，有田园牧歌似的
诗意，像一杯明前清茶，细细品有回
甘。当然，文品，一如人品，简单清
澈。饱满的灵魂，喂养出的文字自然
洋溢着别样的人间清欢……

《装进书包的秘密》（未来出版社）
是继《一诺的家风》之后，孙卫卫的又
一部少年成长小说。主人公姜听棋是
一个跟随父母从农村到城里读书的五
年级男孩，孝顺、积极、乐观、努力。他
的妈妈因为救一个陌生男孩不幸遭遇
车祸，截肢双腿，姜听棋不愿意给老师
和同学们增添负担，便把一切不幸都
悄悄地写进了日记里，小小的书包里
装的不仅仅是书本和文具，还有一个
家庭的重担。那一刻，男孩开始慢慢
蜕变成一个小小男子汉。后来，因为
爸爸的初中同学郑红阿姨的出现，书
包里的秘密又增加了。故事层层推
进，人物的形象也愈加丰满鲜活。

就在写这篇评论时，我恰好读到
一篇文章《我们如此深爱我们的儿女，
他们爱我们吗？》，文中伟大的中国父
母用牺牲和成全，换来的不是感恩和
回报，而是嫌弃和不满。那些外人眼
里品学兼优的学霸不懂感恩，渐渐忘
记如何为人子女。广州某知名大学教
授和妻子，于国庆假期前往南京探望
正读大学的女儿，打算给女儿一个惊
喜。没想到见面之后遭遇女儿的责
备，说父母的出现打乱了她的计划，不
尊重她。最后女儿抛下一对尴尬的父
母，和同学去苏州玩了。读完不禁深
思：父母全心全意的爱是不是出了问
题？是不是应该教育孩子在得到爱的
时候也给予爱的回应？好的爱是相互
流通的，不是单向的付出。

小说中，姜听棋的父母爱孩子，但
有原则、有方法、有智慧。在物质的维
度，他们一家生活清贫处于社会的底
层，但在精神的领域里，姜听棋的父母
为孩子营造了良好的家风，这才是一
生享用不尽的真正财富。家风，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遗憾的是，现
在很多父母不愿意花费时间好好经营
自己，不注重家风建设，失去了教育孩
子的最佳契机。

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忽视“榜样”
的作用。塞内加说：“教诲是条漫长的
道路，榜样是条捷径。”好书里的人物具
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孩子在阅读
《装进书包的秘密》时会受到内心的召
唤，不知不觉被“榜样”姜听棋的力量吸
引，萌生出成为那样的人的心愿。

童年的阅读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
精神格局。遇见一本好书，就是打开
一扇向阳的窗，心灵更加丰盈，灵魂更
加通透。真心希望每个孩子的童年都
能与这样的好书相遇。孙卫卫在后记
中写道：“听到更多的读者说这本书
还行，我会很欣慰。”我想作品已经
超出他个人的预期。这本小说是写给
当下的孩子们和父母们的，也是写给
遥远的未来的。岁月流逝，不舍昼
夜，我们注定留不住光阴的脚步，但
一些美好可以在时间的长河中定格成
永恒，在文学的世界里散发着特殊的
光芒……

（作者系北京赫德双语学校教师）

遇见好书，
打开一扇向阳的窗
——读《装进书包的秘密》

耿玉苗

阅读现场 阅读推荐

“童梦迷宫”“少儿阅读之旅”打卡
活动、“邮学”西城、中国儿童阅读发展
峰会……在不久前结束的“2019年中
国童书博览会”上，主办方以“缤纷阅世
界”为主题，设置了图书展示区、国际绘
本展区、国际插画展区、主题活动区、作
家签售区和阅读体验区六大特色展区，
推出阅读推广活动、作家活动、插画家
活动、互动体验活动四大类共108场活
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阅读推广人、畅销
童书作家、插画师等亲临现场，呈现了
丰富多彩的阅读探索活动，吸引了众多
家长和孩子参加。

在国际绘本展活动区，《漫画中国
通史故事》作者江政启一边为小朋友们
讲历史故事，一边教小读者画漫画，还
设计了许多有趣的问题与小读者们互
动。该套书是他历时三年创作的成
果，由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出
版，按朝代分为《远古至春秋》《战国
至秦》《西汉至东汉》等共十册，以一
种全新、幽默的风格述说了从远古到
近代的两百多个典故、传说、名人故事
及重大历史事件。

除了历史故事，动物小说也颇受
孩子们的喜爱。作为一名地质勘探高
级工程师，刘虎也是一名擅长写动物
小说的作家，他创作的故事不仅仅局
限于“生命”和“环保”的主题，更着眼
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深沉
悠远的人文关怀。比如《第十四对肋
骨》讲述了小哈尔腾草原因为淘金和
盗猎罪行泛滥，导致生态破坏的故事；
《冰崩》则是老猎手乌拉尔克为了寻找
50年前在灾难中失踪的少女，踏上旅
途，与各种动物展开较量的故事。现
场的小读者们如身临其境般听得津津
有味，从中体味到对生命的思考。

今年是建军92周年，中国科学院
科普演讲团著名讲师焦国力携新书《沙
场风云》现身主题活动区。该书用生动
的笔触，将几场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
爆发的著名战争剖析开来，从地理、历
史背景、经济、军事等多角度解读其发
生的原因及带来的深远影响。在现场，
他准备了有趣的创作故事和丰富多彩
的互动环节，带领现场的小读者进行了
一场妙趣横生又惊心动魄的时空之旅。

此次博览会由北京市西城区委区政
府和中国出版协会主办，互动体验活动
是一大亮点，将书中的内容以游戏的方
式呈现出来，“造梦空间”“童阅航天”“带
着图书去旅行”……让孩子从中获得新
知、力量与阅读的乐趣。

和孩子一起
“缤纷阅世界”

吴珊

图书角

《《白天鹅之歌白天鹅之歌》》插图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