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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双 11”购物节，各大书肆网站也加入
图书促销的行列，从各处的码洋看，并不比
其他商品逊色。就我自身而言，最近这些
年，逛实体书店，浏览网站图书发布消息，
也是常有的事，但很少有趁促销买书的经
历。这当然不是钱多不在乎，究其原因，也
许是因缘不巧，人家有促销，我没有时间。
更重要的是，想读哪本书的时候，等不到促
销那一天。

打开当当网的购书记录，浏览一下发
现，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竟然买了上百册
书，几千元钱的支出，俨然已步败家的节
奏。别人看我的书单觉得杂乱无序，可我
仔细想想，基本还在我的阅读轨道里，不至
堕入收破烂的货。人到中年，渐渐发现，能
做的事实在不多，能读的书更少。如果说
年轻时读书，贪多求博，眼光外向；到了这
个时候，渐渐转入求精求专的路数，眼光开
始收敛了。

梳理这一年购书读书的经历，概括为
一句话：胡适、《史记》、小说原理和唐诗。

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神标杆。千百万

人中，古人我钟情苏东坡，今人我独爱胡
适。熊培云说，错过了胡适，我们便就错过
了一百年。我没有那样的眼力和见识，但
先生在我的心目中分量很重，山高水长的
那种。他说，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他
说，日拱一卒，功不唐捐，我更是努力践
行。去台北，别人都去游山逛水，饱览名
胜，我选择去南港，去瞻仰先生的墓。

“形骸终要化灭，陵谷也会变易，但现在
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
存在。”这是对胡先生一生最恰当的评
价。因为带学生共读 《四十自述》，2019
年初的寒假都交给了胡适，基本翻完了手
头不全的 《胡适全集》。

胡先生算不上一流的学者，“但开风气
不为师”是他做学问的风格，黄侃说他是

“著作监”，写书总是“绝后”。话有些损，但
仔细读下来，这样的感受深刻。喜欢胡先
生的演讲，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
今天读起来依然鲜活如生。助读的材料还
有《从蔡元培到胡适》《胡适研究》《师门五年
记·胡适琐记》《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胡
适杂忆》。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写道：“关
于了解胡适——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了
解胡适，我个人的看法，最可靠的两部书，便
是《四十自述》和《胡适口述自传》。”读完《胡
适杂忆》，对江湖上传说的“先读德刚，后看
胡适”的说法“心有戚戚焉”。

二
《史记》是我的案头书，这些年一直伴

随左右。重新走上讲台，又要和学生学习
《史记选读》，也就想把书读得深入一些。
购买的助读材料包括《廿四史札记》《资治
通鉴》《读通鉴论》《剑桥中国秦汉史》，深入
研究《史记》的著作以牛运震《史记评注》、
吴见思《史记论文》和李景星《史记评议》最
有见地。把这些书摆放在一起，参照比较
阅读，才发现，之前的那些年，和学生说《史
记》，注重的是叙述，是情节，是别人的故
事，我只是看客，这种“不在场”的阅读，很
难走心，收获自然寥寥。

这一次的阅读和教学，我打破了既往
的教材编排体系，采取了主题研究的形
式。那天说李广难封，我们一起读《李将军
列传》，其中一段说李广带兵，非常放任，白
天不组织，晚上不巡行，人人自便，管理随
意。唯一做的事就是让侦察兵走得比较
远，察看敌情。同为边将的程不识恰恰相
反，高度戒备，军纪严明。程不识认为：“李
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太史

公的态度却是：“匈奴畏李广之略，士卒亦
多乐从李广而苦程不识。”谁是谁非，学生
讨论很热烈。

有了参照阅读就发现，前人对这个话
题其实多有涉猎。司马光认为：治众而不用
法，无不凶也。李广之将，使人人自便，以广
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效
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
亡。（《资治通鉴》卷十七）王夫之认为两司马
皆是“一偏之论”，他认为：以武定天下者，有
将兵，有将将。为将者，有攻有守，有将众，
有将寡。不识之正行伍，击刁斗，治军簿，守
兵之将也。广之简易，人人自便，攻兵之将
也。束伍严整，斥堠详密，将众之道也。刁
斗不警，文书省约，将寡之道也。严谨以攻，
则敌窥见其进止而无功。简易以守，则敌乘
其罅隙而相薄。将众以简易，则指臂不相使
而易溃。将寡以严谨，则拘牵自困而取败。
故广与不识，各得其一长，而存乎将将者
尔。（《读通鉴论》卷三）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治兵随意，是性格
使然，李广难封，与此多少有些关系；作为
一个总揽全局的将才，李广还是有所欠缺，
无法与同时代周亚夫、卫青和霍去病相提
并论。学生喜欢这样的阅读，从故事到思
想，这样的认识提升，让我们兴奋。

三
王朔说：“在没有流行音乐安慰我们的

时代，小说差不多是引导我脱离现实、耽于
幻想的唯一东西，总能满足我精神上自我
抚摸的愿望。”我们这一代人“情感发育是
通过小说完成的”，优美小说保护了我们的
善良本性。

人到中年，尘事缠杂，难有那种酣畅淋
漓的小说阅读经历了，这一年小说理论却
意外让我投入了不少精力，成了暑期阅读
的“主战场”。过眼的书籍包括《小说教学
教什么》《小说课》《小说密码》《许子东现代
文学课》《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小说面面
观》《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等。

《小说教学教什么》是王荣生教授领衔
为教育者量身定制的教辅读物，对课堂教
学有很强的实用价值。更深的阅读应该是

《小说课》《小说密码》和《许子东现代文学
课》。这几本书是他们小说教学的“课堂实
录”，既本土化也接地气，对中国小说熟悉
的读者来说，阅读中总有“欣然忘食”的快
慰。当然，要有追根溯源的贪婪，那就需要
阅读《小说面面观》《给青年小说家的信》和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了。

这里强烈推荐《给青年小说家的信》。
这本书是 2010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巴尔
加斯·略萨的作品，由他写给一位对写作充
满激情的青年小说家的十二封信组成，里
面主要讨论了小说创作才能和一些写作技
巧问题，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反向把它作为
怎样阅读小说的方法。

作者说，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文学算不
上什么大事，文学在社会生活的边缘处苟
延残喘，仿佛地下活动似的。可没有阅读
经历的人不知道，文学却是“人们为抵抗不
幸而发明的最佳武器”！

我们都知道，虚构是小说的基本手段，
“虚构是不曾有过的生活，是一个特定时代
的人们渴望享有，但不曾享有，因此不得不
编造的生活”。文学也因此富有了力量：一
方面，好的文学总能帮助我们超越现世的
庸常和琐碎，给人温暖与感动，激起人的怜
悯和宽容之心，劝人向善并给人以希望和
方向；另一方面，虚构也是对生活现状的不
满，“那些优秀文学鼓励的这种对现实的焦
虑，在特定的环境里也可能转化为面向政
权、制度或者既定信仰的反抗精神”，这是
现代书刊审查制度的根源。

在略萨看来：“有时一篇评论文章本身
就是一部创作，丝毫不比一部优秀的小说
或长诗逊色。”这也是文学理论的魅力所
在。但他也清醒地认识到：单就评论本身
而言，即使在评论是非常严格和准确的情
况下，也不能穷尽创作现象的研究，也不能
把创作的全貌说个明白。因为文学批评是
在运用理性和智慧，而在文学创作中，往往
还有以决定性的方式参加进来的直觉、敏
感、猜测甚至偶然性，它们总会躲开文学评
论研究最严密的网眼。因此，“谁也不能教
别人创作，顶多传授一些阅读和写作方
法”。在这个意义上说，要想真正弄明白文
学的奥秘，还必须真切地走进作品，去细细
品味与感受。

四
唐诗是迷人的所在，但选择适合的方

式打开，是能读进去，并读出情味的不二
法门。年少读唐诗，选择的是 《唐诗鉴赏
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那本，一篇篇
读下去，收获不少，但雪泥鸿爪，难成体
系。手头的几册文学史，从游国恩到袁行
霈，从余恕诚到罗宗强，都是正经八百不
苟言笑的那种，典型的考试用书，仔细读
过，但不喜欢。这些有过年月的文学史
中，对闻一多的 《唐诗杂论》 情有独钟。

这本甚至不能称作“史”，不成体系也不
完整，但闻先生是诗人，他硬是把学术文
章写成了散文，写成了诗。读 《唐诗杂
论》，不得不说惊叹文辞之美，见解之
深。他说孟浩然：“在许多旁人，诗是人
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
是人的剩余。”孟浩然把自己变成了诗。
帕斯卡尔说：“读一本书的时候，我们期
待发现一个作家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了一
个人。”读孟诗，真有这样的感受！

早些年，有个名为“直隶萧沉”的牛
人，在网上发了一组题为 《大唐诗人讲演
录》 的雄文。一读难舍，88 篇，从王绩
到贯休，一个不落地读完。没想到，唐诗
还有这样的读法！此后的唐诗阅读基本就
停滞不前了。今年有同事给了我一册《印
象盛唐——网络版唐才子评传》，勉励我也
动手写写。于是，就有了新一轮的唐诗阅
读。为此专门赴合肥图书城，一次性购买
了《六神磊磊读唐诗》《诗映大唐春——唐
诗与唐人生活》《唐诗可以这样读——欧丽
娟的唐诗公开课》《唐诗为镜照汗青》《蒋勋
说唐诗》。这些书，各有千秋：六神磊磊妙
笔生花，走其既往的武侠路数；尚永亮先生
走学者路线，五十五个小专题，条分缕析，
让你知道唐诗生长的肥沃土壤；台湾学者
欧丽娟从六大诗人出发，援引二百多首诗
词和中外学说参照印证，在抽丝剥茧中爬
梳寻索，让你感受不一样的异域风情。

翻完这些书之后的感觉不是满足，而
是饥饿，也不再寄希望于拾人牙慧，有了
平视作者的“妄想”：“彼人也，吾人也，
彼能为之，吾胡不能为之？”元典阅读也就
提上日程。案头很快有了《新唐书》《旧唐
书》《唐诗纪事本末》《唐才子传》《历代诗
话》 之类，还有中华书局的“唐宋史料笔
记”套书。又因为和学生做专题阅读，还
专门网购了 《李白传》《杜甫传》《杜牧集
系年校注》《韩愈评传》。这时候也发现，
书柜里尘封已久的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
学》《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
稿》等，读起来其实并不艰涩。

读书不觉岁已暮，书页翻动又一年。
在这个资讯过剩的时代，图书出版也是瞬
息万变，稍有不慎就会被裹挟。如何在纷
乱的出版物中做出选择是我们必须面对的
严肃课题。我不敢说我找到了正确的读书
之路，但不盲目，不跟风，有自己的阅读
取向，乐在其中，流连忘返，也不失为抵
御烦乱和浮躁的良方。

（作者系安徽省含山县第二中学教师）

在阅读中构筑自己的精神王国在阅读中构筑自己的精神王国
吴贤友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地
处浙江西南部的松阳，保存了
丰富的村落建筑以及乡土传统
文化、生活习俗。记录了松阳
的岁时风俗、聚落建筑、手工
技艺的 《松阳传家：松阳乡
土文化考察》 近日由广西师范
大学出版社出版。

《松阳传家》 是汉声团队
在松阳县政府的支持与委托
下，历时两年完成的。两年
间，汉声团队 17 次深入松阳
进行田野考察，翻遍松阳历
史 典 籍 ， 拜 访 当 地 学 者 文
人，访谈干部群众，以二十

四节气为线索对松阳民间传
统文化、地方风物进行了系
统 梳 理 ， 以 独 特 的 文 化 视
角，系统全面挖掘了松阳活
态的文化遗产，展现了松阳
百 姓 朴 实无华的精神意蕴，
描绘了松阳着力打造升级版农
耕文明的探索实践。全书分为

“开天辟地”“图像篇”“历史
篇”“岁时风俗”“聚落建筑”

“手工技艺”“论述访谈”等
篇章，对松阳的文化进行集
中呈现，堪称一部新颖的人
类学与民俗学意义上的田野
考察报告。

《松阳传家：松阳乡土文化考察》出版

最新书事

封面·2019年度读书报告

此书写成于 1943 年，我
读 的 是 “ 大 家 小 书 ” 丛 书
2003 年的版本。去年朋友推
荐，当时无论是实体书店还是
网络书店都没有新书可买，最
后不得不到孔夫子旧书网上
以 76 元的高价购得。傅先生
以浅易文言谈文学欣赏，全
书共分为 26 章，每章都以具

体的作品为例，深入浅出地
阐明欣赏之法与写作之道 。
在阅读之余不能不佩服傅先
生的博学多识，正是钱穆先
生所谓的那种“于极艰苦之
准备下，呈露其极平易之面
相”，读之如面对故人，娓娓
清 谈 ， 风 雅 隽 永 ， 别 有 韵
致，读罢唇齿留香。

1.《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傅庚生 著 北京出版社

本报讯 《中国校园文学》
创刊 30 周年座谈会日前在中
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中国作协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
勤，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
张抗抗，以及来自儿童文学
界、教育界的专家，共同总结

《中国校园文学》 创刊30年的
得失，研讨中国校园文学事业
的发展。

作为中国作协旗下针对全
国校园阅读与写作的文学期
刊，《中国校园文学》 扎根校
园，贴近师生，先后刊发了曹
文轩、高洪波、金波、沈石
溪、秦文君等名家名作，为繁
荣发展社会主义校园文学事
业、塑造青少年思想品格、引

导校园价值取向等作出了重要
贡献。吴义勤肯定了近年来

《中国校园文学》 所取得的成
就，希望推出更多有温度、有
深度、有灵魂的优秀文学作
品，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张抗抗
说，《中国校园文学》带有校园
和文学的双重意义，是兼有文
学与教育的一个“双子星座”。

与会嘉宾认为，《中国校
园文学》 创刊 30 年来，已成
为大中小学对学生进行认知教
育、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必不可
少的阅读材料，重要性远远超
出了文学自身的范畴，成为校
园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李娜）

《中国校园文学》创刊30周年
座谈会在京举行

我的2019书单

荐读者：王岱（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特级教师、高中课标修订组核
心成员）

十多年前为编写 《胡适先
生散文精读》 曾读完 《胡适之
先生年谱长编》，现在更愿意
翻读这本由胡适先生的秘书胡
颂平记录先生晚年言行的小
书。胡适先生学识渊博，所谈
内容小到一个字的读音，大到

国际局势的演变无所不包。或
茶余饭后，轻松闲谈，逸趣横
生；或有感而发，意气飞扬，
洞穿千古。透过幽默风趣的谈
吐，领略到的是先生忧国忧民
的情怀和为人处世、窥古览今
的大智慧。

2.《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
胡颂平 编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

该书是朱正先生继 《鲁迅
图传》《重读鲁迅》《一个人
的呐喊》 后的又一部力作 。
本书收录了作者从 1980 年到
2001 年这段期间所写的 20 多
篇谈鲁迅的单篇文章。内容
涉及鲁迅的一世纪、鲁迅的

为人、鲁迅传记资料的真伪
问题、鲁迅与其同时代的几
位名人的关系、鲁迅生平研
究等。这些文章资料翔实，
且富有作者的个人观点。可
以为我们在有关鲁迅研究的
问题上释疑解惑。

3.《鲁迅的一世纪——朱正谈鲁迅》
朱正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吕家乡先生是我最为敬佩
的大学老师。吕老师在这本书
里主要介绍了他的家庭和个人
八十多年的经历，回忆了他的
大学老师、同学及学生，记叙
了几次访美见闻。

吕老师写母亲、忆二姐、
悼三姐、叙自己的文字真的不
忍卒读，读完已是泪流满面。
写华岗、萧涤非、冯沅君、赵
纪彬、吕荧、童书业、赵俪生

等先生的文章，篇幅不长，但
对这些先生的描写形神兼备，
读之如在眼前，其命运令人扼
腕。

这本书是一位在经历挫伤
和磨难后仍不失赤子之心的中
国老一辈知识分子，对人生、
对社会、对真理的思索。文字
老到但不失真纯，就像人们对
吕老师的评价“瘦得只剩下了
灵魂”。

4.《风雨人间情》
吕家乡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这 是 一 部 别 样 的 思 想
史，全面涵盖了人类智识的
种种发展。沃森不写帝王将
相、军事战役等政治事件，
而是将目光投到人类从古至
今的思想成就，重现人类文
明演化的每一步。除了重大
的思想和发明，沃森也关注

到一些“小”思想，别有趣
味。说到“思想史”，人们一
般会觉得要正襟危坐去读，
但沃森以他独特而强大的叙
述能力，为我们展现了不一
样的“思想史 ”，虽是大部
头，但是读来也并不觉得枯
燥。

5.《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
[英]彼得·沃森 著 胡翠娥 译 译林出版社

70年风雨兼程，70年春华秋实。新中
国70年语文教育改革发展波澜壮阔，成为
新中国教育史册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近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研究
所主办的新中国 70 年语文教育回顾与展
望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涂清云、北京师
范大学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刘勇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林崇德、北京语言
大学教授李宇明、浙江师范大学教授顾之
川等嘉宾，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200 余位
语文学科专家、教研员和一线语文教师，共
同围绕新中国70年语文课程建设、教材建
设、教师教育、教学改革、考试改革等话题
进行了深入研讨，为语文教育发展献计献
策。

刘勇充满深情地说：“语文教育是北师
大人的神圣使命。北师大文学院有着深厚
的语文教育传统，钟敬文、启功、郭预衡、童

庆炳等先生都不约而同地、深切地关注着
语文教育的重要问题。”他认为，语文教育
是培养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环节，也是任
何一个教育工作者天然的使命。当前教育
发展的新趋势，要求我们积极探索人才培
养新模式。我们要用更加宏阔、开放、包容
的眼光开辟新路径，建设研究型、综合型的
语文教育研究平台，这是新时代留给我们
的新课题。

作为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制组负
责人，林崇德说，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
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
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培养学生人文底蕴与科学精神的关键是
思维教学，教师是课程与教材的使用者、主
导者、创新者，培养思维能力是中小学课程
与教材编写、语文教学改革的重要关注点
与发展点。”

“学生喜欢语文课，语文课才能生机勃
勃，语文教学才能腾飞。”北京四中特级教
师顾德希分享了多年来的实践和思考，他
说，自主性学习的教学方式可以培养学生
学习的自主性，更能提升学习成就感。语
文教学应该多种方式并举，用“任务引领、
多元自学”的方式，把自主性的学习纳入语
文教学中来，优化语文教学生态，提高语文
教学质量。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潘新和梳理了新中
国 70 年来写作教育从无到有（前 30 年）、
从有到优（后40年）的发展历程，如今处于
从优到强的趋势中，并提出了写作教育的
一些缺失，希望在调动学生写作兴趣、提高

“语用”认知、重视传统母语教育等方面进
一步努力。在他看来，写作教育重在“养”
人。“有德者必有言”，“我知言，我善养吾浩
然之气”，以“立人以立言”为本，“本立而道
生”，立足本、道，写作教育必将欣欣向荣。

“阅读教学的重心是‘阅读’，但偏偏缺
失阅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伟认为，当
前的阅读教学最为薄弱的是阅读本体问题
的聚焦和研究，几乎没有对阅读教学中的

“阅读”之独特内涵、价值的研究。
黄伟呼唤语文教师要遵循阅读规律，

历练阅读过程的阅读教学。“阅读的根本追
求是理解，其最高境界是转化和运用。阅
读教学是教学阅读，只有学会了阅读，才能
有效形成相关的语文素养，也只有学会阅
读才是获得永续发展的能力。”

北师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任翔教授
表示，北京师范大学作为我国师范教育的
领头羊，理应担当语文教育研究之重责，大
家对语文教育怀有赤子般的情怀，把语文
教育视为自己的生命。“希望以本次会议为
起点，坚守树人为本、立德为重、践行为要
的理念，使语文课程更好地体现教育教学
规律、语言学习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

遵循阅读规律遵循阅读规律 呼唤呼唤““阅读阅读””研究研究
——新中国70年语文教育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记者 却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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