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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在刚刚落幕的第六届北京国际儿童阅
读大会上，首都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育研
究基地主任王蕾博士发布了历时三年的研
究成果——母语儿童文学分级阅读标准，
这是王蕾带领团队承担的教育部规划基金
项目“分级阅读与儿童文学教育研究”成
果，也是第一个中文分级阅读的学术标准
首次公布。

与之前的一些企业标准不同，此标准
强调基于学术研究之上的教育应用性。王
蕾说，现在各类推荐书单层出不穷，基本
囊括了出版的佳作优品，但这些读物如果
只是简单地提供给孩子，没有教师与家长
的指导，阅读效果还是有限。“当前无论
是学校阅读教育，还是家庭阅读教育，都
有三大难点：读什么、怎么读、读了怎么
评价。中文分级标准的研究根本就是为了
解决这三大问题。学术标准的制定本身就
从教育现场的问题出发，依托大量课题校
的数据支撑，同时研制之后又反过来支持
现有的阅读教育改进，并通过不断实践对
标准进行定期的修订改进，这就形成了一
个良好的学术闭环，让学术真正服务于教
育实践，而并非停留于象牙塔里。”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少年儿童分
级阅读研究标准研制专家组主任王泉根认
为，此标准不仅填补了分级阅读标准学术
研究的空白，更重要的是标准研制源于教
育实践中的问题，未来又将服务于教育实
践，这才是分级阅读标准研制最重要的价
值，用学术标准推动中国阅读教育的科学
发展。

学术前沿性与引领性历来是北京国际
儿童阅读大会的重要特色，连续六届中，
有多项国内外的学术成果在大会上进行过
展示，如美国审辩性思维阅读课程、牛津
大学分级阅读课型、清华附小整体阅读活
动探究等。本届大会除了发布中文分级阅
读学术标准之外，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
者也进行了精彩的学术分享。

美国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儿童阅读研
究中心主任王秋颖教授介绍了美国学界对
当前数字化时代下数字素质的界定，以及
阅读在整个数字素质中的位置与作用，让
我们对数字化时代下如何给阅读重新界定
开启了新的思考。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高
洪波提出，文学初心的实践重镇是语文教
材，用好语文教材，拓展语文教材就是培
养儿童的文学初心的重要途径，让语文课
本成为孩子滋生文学初心的沃土。来自清
华附小、朝阳区实验小学、北大附小、呼
家楼中心小学以及清华附属洁华幼儿园、
三教寺幼儿园的校长、园长与教学主任，
参与了阅读教育实践之校长论坛和园长论
坛，就阅读教育的学校经验、家校家园共
育等方面进行了沙龙式交流。大会当天，
还进行了分级阅读课程启动仪式。

用学术标准推动用学术标准推动
阅读教育阅读教育的科学发展的科学发展
——首个中文分级阅读学术标准公布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本报讯 11 月 17 日，恰逢我国著名
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国
图公开课特别活动“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
周年——千年回望司马光”在北京举行。

本次活动通过专题演讲、儿童剧表
演、诗文朗诵等丰富多彩的形式，带领观
众了解司马光的一生及他的历史贡献。活
动现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游彪
就 《资治通鉴》 所记载的 1362 年间历代
盛衰得失的评价等进行深入分析，为我们
勾勒出这位北宋文人一生光明正直的形
象；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赵前从这份稀世
珍品的形制、内容、书法、递藏关系、历
史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解读。

据悉，目前世界上仅存的司马光《资治
通鉴》手稿的残稿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举
办的“中华传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中
展出，观众可以近距离阅读欣赏司马光真
迹，穿越时空与先人对话。 （肖汶）

国图公开课纪念司马光诞辰一千周年

本报讯 由教育科学出版社主办的
“引导学生投身于劳动人民的生活——《苏
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新书发布会”日前
在中国科学院附属玉泉小学举行。

《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 一书是
劳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经典之作，其
中关于劳动教育的重要性、劳动教育的影
响、实施劳动教育的手段和途径的思想和
经验，具有穿越时空的魅力。来自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研究所、全国比较教育学会苏霍姆林斯基
研究会及高校的相关专家，围绕苏霍姆林
斯基劳动教育思想的启示和借鉴等进行了
探讨。玉泉小学校长高峰表示，苏霍姆林
斯基教育思想为该校推进劳动教育带来了
很多启发。 （杨洋）

《苏霍姆林斯基论劳动教育》发布

提起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的阅读
绝对忘不了一个人，那就是南和县教
师发展中心的王素平老师。是她把阅
读的种子撒播在这片热土，并精心浇
灌，让阅读这棵大树在这里茁壮成
长。

她是南和县教师发展中心的一名
生物教研员，又怎么和阅读扯在了一
起?这还要从她的经历谈起。初中时,
她深切地体会到在外村上学的艰难，
于是立志要学习师范，毕业后留在村
里任教，不让村里的孩子和自己一样
再受同样的苦。1990 年她如愿以偿
当上了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

在教师的岗位上勤勤恳恳地工作
了十几年后，她开始迷茫，不知道今
后向什么方向发展，总是感觉这样的
教学缺少些什么。2003 年，她考进
了教师发展中心，成为一名生物教研
员。随着视野的开阔，她从自身阅读
开始，逐渐走上了推广阅读之路。怎
样让阅读在南和县落地生根？她先以
南和县第一小学为据点进行实验，然
后到其他学校去讲解什么是阅读，阅
读能带来什么改变，以及如何实施阅

读等。
但当时大家都不知道阅读是什

么，认为她是在瞎折腾，不欢迎她去
讲座，于是她就以帮助老师专业成长
为借口争得校长同意，在这种情况下
举办讲座，受到的礼遇可想而知。一
次在一个学校培训时，几个小时讲下
来口干舌燥，可是面前连杯水都没
有。然而她并没有气馁，在一年的时
间几乎跑遍了全县所有的学校，进行
了几十场讲座，可是真正行动起来的
却寥寥无几。

怎么办？她一直苦苦坚持着，同
时，又在寻找新的办法。

2012 年 9 月，深思熟虑后她决
定自己亲自做。她开始在南和县第一
小学小种子班跟班实验，亲自上晨诵
和阅读课。作为一名生物教师，要上
好晨诵课、阅读课谈何容易。为了提
高自己，她参加了网络学习，读了大
量的教育学、心理学、哲学等经典书
籍，并写了几十本读书笔记。在她的
带领下，实验班的孩子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看到孩子的变化，更加坚定了
她传播阅读的信心。于是她开始到各

个学校现身说法，介绍阅读给孩子们
带来的变化。

为了让更多的老师、家长认识阅
读，2012 年她建立了南和阅读 QQ
群和南和新父母QQ群，利用网络平
台传播阅读的理念。看到阅读带来的
变化，很多老师开始蠢蠢欲动，她趁
热打铁，把积极性高的老师集中起来
进行共读、学习。为了激励老师，她自
费买了许多本《阅读》《一群有种的老
师》等书赠送给他们，同时推荐老师们
申请阅读种子教师。2015年，南和县
发展了 45 名种子教师，暑期她带着
45 名教师参加了种子教师夏令营。
通过学习，老师们阅读的热情更高了。

为了让阅读的理念成为每个教师
的行动，她自觉做起了阅读推广人，
成立“局机关读书会”“一中读书
会”“二中读书会”等。为了让社会
上更多的人参与读书，自 2016 年开
始，她每周日下午在和阳书城举办故
事会，至今已经举办了上百期，受益
者上千人。在她的影响下，已经有很
多志愿者和她一起做阅读推广。为了
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她发起了“千

百十国庆献礼”活动，即：日写一千
字，坚持一百天，成书十万言，并在
国庆节时把自己的成果作为贺礼献给
祖国。

2017 年 ， 由 她 主 抓 的 南 和 县
“茹云诗社”成立了，为了让更多人
参与读诗，她利用QQ群发布“每日
一诗”，带领老师、学生、家长诵读
诗歌，有近千人在读“每日一诗”。
她还带领老师、学生和家长进行了

“春之声”“秋之韵”等诵读庆典。在
享受读诗、读书快乐时，她也没有忘
记那些特殊的孩子，她经常走进特殊
教育学校，给那里的孩子讲故事、读
儿歌，激励他们积极进取。

为 了 让 阅 读 走 进 每 个 家 庭 ，
2018 年，她倡导成立了萤火虫读书
会，把阅读推广做到每个社区、每个
村庄。至今，已发展萤火虫义工 200
人，成立萤火虫站点 40 多个，举办
读书会 1600 多场，受益者两万多
人，萤火虫读书会成了南和的一道亮
丽 风 景 线 。 为 了 帮 助 家 长 成 长 ，
2018 年，她牵头成立了三个“南和
新父母”读书微信群，每天在群里分

享家庭教育书籍，至今已经分享了
25 本。为了提高学生父母的读书热
情，今年暑假，她在农村成立了三个
父母读书会，并自费买书送给父母
们，让优秀的父母带领街坊邻居读
书，真正让阅读走到田间地头，走进
千家万户。

做阅读这十年，她从没有向领导
提过什么要求。因为她知道，鸟翼拴
上黄金便永不能飞上高空，正如 《道
德经》 中讲的“后其身而身先，外其
身而身存”。但在她默默的奉献中，
她也收获了许多。去年母亲节，她给
清华园学校的孩子讲完故事后，孩子
们颁发给她一张“心中最美妈妈”的奖
状。最让她欣慰的是，每次给那些特
教学校的孩子上完课后，看到他们用
欢乐的神情对她说“今天很开心”，并
用平生最大的力气对她说出“老师好
看”的时候，是她最幸福的时刻。

从 2009 年至今，她已经坚持了
十年，由最开始的一个人走，到今天
的一群人前行。现在阅读的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阅读在南和已经蔚然成
风。

王素平王素平：：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馨骄

他是文艺理论家，他认为，作家
是可以培养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曾当面感谢他的“栽培”；自上
世纪末，他开始关注中学语文教学，
为一线教师解读了大量经典作品，并
指导教师如何通过阅读进入写作，虽
已年逾八十，仍活跃于大江南北的中
学课堂；在诸多身份中，他始终把教
师视为“最值得奉献”的事业。近日
记者就教师的阅读与写作、语文教学
的文本解读等问题采访了孙绍振教
授。

当教师比写散文更值得

记者：您是一位文艺理论家，擅
长用唯物辩证法阐述问题，能否介绍
下您个人的成长经历？

孙绍振：上世纪 50 年代，我对
数理化感兴趣，特别是化学，那时我
心中的偶像是门捷列夫，立志当个门
捷列夫式的化学家。但是，禁不住文
学的引诱，高中二年级我就在上海

《青年报》 上发表诗歌和散文,后来就
走上了诗歌创作之路。上世纪 90 年
代，从德国进修归来，我又写了不少
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60 年代初，
我从北大下放到福建华侨大学，差不
多十几年，无所事事。但也让我有条
件系统地钻研马恩著作，研读马克思
的 《资本论》、列宁的 《哲学笔记》，
充满虔诚地反复阅读毛泽东著作，甚
至弄到毛主席在延安抗大的辩证唯物
论的手抄本。那时不过是为了解脱苦
闷，从根本上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本
来在同学和同事的印象中，我比较浮
躁，坐不下来，连自己都没想到居然
在冷板凳上一坐就是十多年。改革开
放以来，直到八十多岁，居然写出不
少著作来。回想起来，我要感谢那段
在冷宫中破帽遮颜的苦读，十多年的
潜移默化，唯物辩证法成了我的宇宙
观和方法论。

记者：您有很多身份，文艺理论
家、诗歌评论家、教师等，在这些身
份中您最看重的是哪一个？

孙绍振：说来，这有个过程，起
初我最重视的是诗人，舒婷这批诗人
出来以后，我觉得自己浪费了生命。
上世纪 90 年代，在德国，因为孤独
苦闷，我开始写幽默散文，在香港岭
南大学和美国南俄勒冈大学时，专注
于幽默散文，写出一点儿心得。上世
纪 90 年代末，因为文学院学科建
设，我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理
论中来。心有余力之时，还不放弃散
文，提出“演讲体散文”，从理论上
总结出以幽默互动为特点。

我出过几本演讲体散文，可惜读
者只把它当作文学批评看，好在我的
焦点并不在这里，而是在教育方面。
我觉得把生命奉献给当教师比写散文

更值得。

照搬西方是缺乏民族自信

记者：上世纪末，您开始介入中
学语文教学的讨论，并在十余年间，
投入很大精力为一线教师解读了大量
经典作品，您为什么要关注中学语文
文本解读？

孙绍振：我把生命奉献给语文教
学，起初是自发的，后来越来越自
觉。我深深感到当前语文教育的形势
有些逼人。

有些专家总是不加分析地照搬西
方的教育理论，多元解读，“一千个
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被无条件
地奉为圭臬，对学生脱离文本，天马
行空，不着边际。教师失去了价值引
导的主体自觉和自信。一些专家片面
强调学生主体性，强调尊重学生的独
特感悟。这说明对立统一在一定条件
下不断转化，还没有成为他们的宇宙
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乃
是对矛盾的具体分析。主体性是要分
析的，学有学的主体性，教有教的主
体性。二者间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
衡是绝对的。教师与学生在人格上是
平等的，但是在课堂上，教与学是不
平等的，教师有价值和学养引导的职
责。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对于前人
的思想是珍视的也是批判的。而我们
一些教育家，对来自西方的教育思
想，毫无批判精神，对西方的教育理
念洗耳恭听，失去了民族主体性自
觉。无真假正误的“多元解读”风行
一时。其实，一千个哈姆雷特并不都
是真的。鲁迅说：“一部 《红楼梦》

经学家看见 《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到缠绵，革命家看到排满，流
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花洞主小
引》） 其所见都不是 《红楼梦》，而
是他们自己。有专家认为，西方的教
育认为最好的教学效果乃是学生的质
疑，而我们则是传道、授业、解惑，
这种批判根本不通。解惑的前提难道
不是学生的质疑？中国传统的尊师重
道是有道理的，程门立雪的故事说明
尊师之贵、求师之诚。无准则的“多
元解读”后，日本的“学习共同体”
又不加分析地引进了。共同体固然优
越，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但
是，共同体的优越和局限共生，三个
臭皮匠合不成一个诸葛亮，正如“三
个和尚没水喝”更常见。目前某些洋
教条、洋八股文风之所以显得十分强
势，其原因是我们缺乏世界观和方法
论上的自觉，在西方甚至日本的强势
文化面前自卑。其实，我们洗耳恭听
他们已经差不多一百年了，如今我们
的经济、科技、军事已经不再弱势，
在文化上，我们的历史使命乃是将弱
势转化为强势，和西方、日本文化作
强强对话的历史转折点就在当下。

作家能不能培养，在传统观念中
是否定的，但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国古代诗人，不管是后来成了将
军、大臣、文士、皇帝乃至艺妓都是
从学塾中乃至在国子监中，从一东二
冬三江四支押韵作对子开始培养出来
的。根据实践理论，理论来自创作实
践和阅读实践，又回到实践中去。文
学理论应该能够指导创作实践。我在
1986 年 《文学创作论·后记》 中发
出宏愿，不做评论员的文章，而做教
练员的理论。1985 年开始，我在解
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讲了五年“文学
创作论”，得奖作家宋学武根据我的

对话“心口错位”写了同题小说发表
在 《上海文学》 上。三十年后，莫言
多次在文章和讲话中感谢我的课程对
他的影响，前几年在福清会上他细说
了我的课程对他的具体帮助，临别时
还说了一句“谢谢栽培”。

由于世界观、方法论的不自觉，
在实践上，容易导致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一个极端。比如，针对学生阅读量
偏少，把扩大阅读量强调到“连滚带
爬”的程度，殊不知一定的量离不开
一定的质，速读与精读、快读与熟读
是对立的统一，一种倾向走向极端，
必然要转化，走向愿望的反面。过多
的量必然导致过低的质。

通过阅读进入写作程序

记者：您认为理论能够指导创作
实践，对读者而言，读您的文章在阅
读和写作上会有很大帮助，尤其是对
有志于成为作家的文学爱好者更是如
此。很多教师惧怕写作，您认为阅读
和写作对教师而言意味着什么？如何
通过阅读提高教师的写作技巧？

孙绍振：如果只是把文本当作成
品来接受，那是被动的。鲁迅在 《不
应该那样写》 中说过，一切大作家的
作品，都在昭示应该怎样写。但仅是
这样，还是不能理解艺术。只有知道
了他没有那样写，才能真正参透艺术
的奥秘。这就需要不能把自己仅仅当
作读者，还要把自己设想为作者，为
什么没有那样写。还原一下，朱自清
的 《背影》 包含几天的过程，为什么
重点聚焦写背影，其他的则大量省
略？《荷塘月色》 写清华园的宁静之
美，但是，并不是没有喧闹，文中明

明说：“这时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
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
的，我什么也没有。”作者只选择了
和他心情一致的景观，这叫作立意。
王夫之说：“意犹帅也，无师之兵，
谓之乌合。”通过阅读进入写作程
序，这是叶圣陶最早的发明，他的

《文章例话》 表面上是文章的解读，
许多读者忽略了副标题是“叶圣陶的
二十七堂作文课”，他是从写作的角
度来解读文章的。不仅是注意写什
么，怎么写，更重要的是，不写什
么，不那么写。《背影》 的高潮是爬
月台，但用的是白描，而 《荷塘月
色》 写荷塘则用了大笔浓墨，一连十
四个比喻。许多语文教师不会写作，
除了情志的高度不足以外，主要原因
是在理论上，还把美国新闻记者的五
个 W （何事、何时、何地、何人、
如何） 奉为圭臬，这样写出来的大都
是流水账。要写出像样的文章来，就
要在解读文本中，看作家如何以自己
的情志把这五个 W 重新安排，如何
大刀阔斧地调动、强调、弱化、省
略、延伸、跳跃，如何超越现场，放
飞想象，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将生
活记忆、历史素材贴近自己，将之同
化，让自己的情志脉络贯穿、发展、
提升，建构起有机的不可重复的整
体。

记者：在文本解读中，为什么说
还原和类比法是两种重要方法？

孙绍振：还原是把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操作化的一种方法。分析的对象
是矛盾和差异，但是经典文本是天衣
无缝的，要找到矛盾或者差异的切入
口，就得还原。形象表面上是客体景
观，实质上是作家情志同化了的，用
17 世纪中国诗话家吴乔的说法，就
是把生活之米化为酒了。作家情志的
脉络是隐性的，只有把原生态的对象

（米） 在想象中还原出来，才有差
异，才有矛盾，分析才可操作。另一
种方法是比较，主要是同类比较，取
其现成的可比性，易于看出差异。

《中国诗词大会》 上，对于杜牧的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
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
花。”在场专家解读这是悲秋。只要
还原一下，秋天草木摇落，是自然景
象，固然会引起“悲秋”之感，但
是，杜牧却把秋天霜打的枫叶，写得
比春天的花还美，这还是悲秋吗？这
明明是颂秋。如果这样的还原还不够
清晰，那么比较一下，刘禹锡的“自
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毛泽东把它简化为“不似春光，胜似
春光”。《沁园春·长沙》 中，更有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
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
类霜天竞自由”的诗句，这还是悲愁
吗？秋天是客观的，但是诗人的精神
世界的宏大、想象的自由，才是诗。

孙绍振：

一千个读者不一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本报记者 梁杰

人 物 小 传

孙绍振，福建师范大学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 1936 年 出
生，196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
文系，留校工作一年后，调华
侨大学中文系任教，1973 年调
到福建师范大学任教至今。曾
赴德国特里尔大学进修，美国
南俄勒冈大学英语系讲学，历
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福建省作协副主席。早年致力
于诗歌创作，20 世纪 80 年代发
表 《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 引
起轰动。此后转向文艺理论，
先后出版 《文学创作论》《论变
异》《美的结构》《经典散文解
读》《文学文本解读学》《演说
经典之美》 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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