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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长假，病毒肆虐，宅在家
中，与书相伴，不失为一种安全且惬
意的选择。这本金克木老先生的 《书
读完了》 竟让我爱不释手，非一气读
完不可。感觉这本书是为我读大学时
写的，那时为了完成学业没日没夜地
啃康德的原著，感觉如读“天书”，
费了洪荒之力就是读不懂，读不懂自
然就写不成文章，交不了文章就没有
学期成绩，之后就要补考、挂科⋯⋯
于是又硬着头皮继续啃下去，以至于
到现在为止，都不敢再轻易触碰这类
书，一直将之束之高阁。如果那时能
看到这篇文章，遇到这本书该多好。
这本书如同一把把钥匙，为曾经和现
在的我打开了读书的一扇扇门，指点
迷津，释疑解惑。

“离了这些书，其他书
就无所依附”

书怎么可能读完。单说中国的古
书，就浩如烟海，庄子就有“吾生也
有涯，而知也无涯”的感叹，更何况
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知识更新一日千
里，如今每年的新书出版都是以几何
倍数增长，对于我这个一目十行、几分
钟速读一篇文章的老编辑来说，书多
得目不暇接，文章更是读不过来，感叹
好书太多，时间不够用，连滚带爬还
跟不上发展的速度，哪里敢口出狂言
说“书读完了”，恐怕这辈子也没有
这个能力夸下这样的海口。

书读完了，其实这里是有段故事
的。有人记下一条轶事，国学大师陈
寅恪先生曾对人说过，他幼年时去见
历史学家夏曾佑，那位老人对他说：

“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
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他当时很
惊讶，以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
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
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
得完的。

讲这故事的那位老人卖了一个关
子，说忘了问究竟是哪几十种书，现
在这些人都已谢世，无从问起了，好
在嗜书如命的金克木先生得其真解，
找到了读书的密码本，将他几十年的
读书秘诀毫无保留地写在书里，告诉
了我们。“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
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

其他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
一样总是累积起来的。因此，有些不
依附其他而为其他所依附的书应当是
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说必备的知识基
础。”举例说，“读西方哲学书，少不
了的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
尔、狄德罗、培根、贝克莱、康德、
黑格尔。不是要读全集，但必须读一
点。有这些知识而不知其他，还可以
说是知道一点西方哲学；若看了一大
堆有关的书而没有读过这些人的任何
一部著作，那不能算是学了西方哲
学，事实上也读不明白别人的哲学
书，无非是道听途说，隔靴搔痒。”

照这样来读中国古书，金克木为
我们开了一份传统文化经典必读书
目：“首先是所有写古书的人，或说
古代读书人，几乎无人不读的书必须
读。不然就不能读懂堆在那上面的无
数古书，包括小说、戏曲。那些必读
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前人书可读的，准
确说是他们读的书我们无法知道。这
样的书就是：《易》《诗》《书》《春秋
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
子》《老子》《庄子》。这是从汉代以
来小孩子上学就背诵一大半的，一直
背 诵 到 上 一 世 纪 （19 世 纪） 末 。”

“这十部书若不知道，唐朝的韩愈、
宋朝的朱熹、明朝的王守仁 （阳明）
的书都无法读，连 《镜花缘》《红楼
梦》《西厢记》《牡丹亭》 里许多地方
的词句和用意也难以体会。”

值得一提的是，金克木先生不仅
为成人释疑，还为小孩子如何步入传
统文化大门指出了正途：“这些书，
除 《易》《老》 和外国哲学书以外，
大半是十来岁的孩子所能懂得的，其
中不乏故事性和趣味性。枯燥部分可
以滑过去。我国古人并不喜欢‘抽象
思维’，说的道理常很切实，用语也
往往风趣，稍加注解即可阅读原文。
一部书通读了，读通了，接下去越来
越容易，并不那么可怕。从前的孩子
们就是这样读的。主要还是要引起兴
趣。”“孩子有他们的理解方式，不能
照大人的方式去理解，特别不能抠字
句，讲道理。大人难懂的地方孩子未
必不能懂。孩子时期稍用一些时间照
这样‘程序’得到‘输入’以后，长
大了，这一‘存储’会作为潜在力量
发挥作用。错过时机，成了大人，记

忆力减弱，理解力不同，而且‘百忧
感其心，万事劳其形’，再想补课，
读这类基础书，就难得多了。”笔者
联想到如今童书大爆炸、大增长的时
代，那些号称“给孩子们看的书”
中，有多少是真正值得孩子们读的
书。在倡导回归传统文化、读经典的
今天，在孩子们宝贵的青少年时期，
如何引发他们直接读原著的兴趣，应
该是当下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不会读，书如干草，会
读，书如甘草”

经典著作如同浓缩的维他命丸，
又像太空食品，质量极高，却难以消
化；又像堡垒，很难攻破，也难得密
码本。古时无论中外，都是小时候背
诵，十来岁就背完了。今人不是古
人，不可能像古人那样死记硬背，

“这类书需要有个一揽子读法，要
‘不求甚解’，又要‘探骊得珠’，就
是要讲效率，不浪费时间。”

读书无定法，只要各得其所。金
克木认为，读书各有才能偏向，各有
目的不同，只要能适合自己而有效
的，就是好的读书法。“就可以‘得
其所哉’。硬套用别人的方法，只怕
会 ‘ 麻 雀 跟 着 蝙 蝠 跑 ， 熬 眼 带 受
罪’。”在金克木看来，读书法也是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凡
事都要讲效率，适合自己便能生效。
读书也一样，“无效读书不如睡觉”。
他进一步解释说：“读书后欢喜赞叹
是正效率，读书后愁眉苦脸是负效
率，读书后还能自己想出什么来，那
就是超效率。”对于只为消闲而读书
的人，金老先生风趣地说：“消得了
闲，越读越有味，若越读越心烦，还
消什么闲，读什么书，不如去睡觉。”

经典难读，要真正读懂更难。在
金克木看来，要想真正读懂一本书，
不能用“兢兢业业唯恐作者打手心读
法，是把他当作朋友共同谈论的读
法，所以也不要以我为主的读法，更
不是以对方为资料或为敌人的读法。
这种谈论式的读法，和书对话⋯⋯是
很有趣味的”。“一旦‘进入角色’，
和作者、译者同步走，尽管路途坎
坷，仍会发现其中隐隐有福尔摩斯在
侦探什么”。这里有两层意思，一层
是要有尚友古人的胸襟和气魄，敢于
并且从容地跟作者交朋友；一层是跟
着作者的思路前进，看他对问题的描
述或论证能否说服我们。这样做也有
两重收获，一是读书时始终兴致盎
然，二是读会的书就成了自己生命的
一部分。书是好朋友，与书对话，其
乐无穷。“不会读，书如干草，会
读，书如甘草。”

“书读完了”就是写作
的开始

如今的书越来越多。光读基本书
也不行，只是打基础，还得盖楼房，尤
其是做教师的，还要读一些教师专业
书籍。如今教育类的专业书，古今中
外，难以计数，根本读不过来，怎么办？

金克木有个“三种人说”：第一
种人是“看相的”，“看相”的人常说
人有一种“格局”。这和看风水类
似。不论人还是地，确实有一种“格
局”，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模式。第
二种人是“图书馆工作的人”，他们
能像藏书家一样会“望气”，一见纸
墨、版型、字体便知版本新旧。不但
能望出书的形式，还能望出书的性
质，一直到书的价格高低。第三种人
是“编辑”，既要记住以前，又要想
到以后，还要了解别家报纸，更要时
时注意辨识社会和本报的风向。这些
都有时间限制，很难从容考虑、仔细
推敲，必须迅速做出判断，而且要胸
有全局。许多人由此练出了“新闻
眼”“新闻嗅觉”“编辑头脑”。

三种人其实有一个共同特点：都
会“望气”。这种“望气”的本领至少对
于读书还有点用处。“若能‘望气’而知
书的‘格局’，会看书的‘相’，又能见书
即知在哪一类中，哪一架格上，还具有
一望能迅速判断其‘新闻价值’的能
力，那就可以有‘略览群书’的本领，因
而也就可以‘博览群书’，不必一字一
句读下去，看到后头忘了前头，看完了
对全书茫然不知要点，那样花费时间
了。”金老叮嘱读者，这种“博览”“略
览”读书法，不是“万应读书方”，不适
合为搜集资料、钻研经典、应付考试的
读书，只是作为自我教育的一个部分。

笔者以为这种“略览”读书法，很
适用于当代读书人，照此读下去，也许
能达到汉朝人东方朔所说的“三冬，文
史足用”，也许不需要“皓首”也可“穷
经”。这种读书法尤其对写作者更为
适用，当你意识到“书读完了”，就是写
作的开始。当你进入写作状态，你会
意识到，只是大体浏览还很不够，还需
要研究性学习，需要深入钻研，这样一
直读下去写下去，逐渐地，你就会进
入读与写的良性循环。

无须“皓首”也可“穷经”
——读金克木的《书读完了》

梁杰

新书速递

好书荐读

《和孩子一起定制未来》

杨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人生是一次长跑，孩子们成长
路途上会有许多重要的节点，可能
会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青春期”无疑是当中最重要的一
个。青春期的孩子不缺乏力量，不
缺乏决心，不缺乏行动的意愿，他
们最缺乏的是方向感。本书旨在引
导父母在孩子青春期的关键时期找
到自己的位置，从言传到身教，帮
助孩子重新认识自我、发现世界、
找到方向、做出选择，拥有未来人
生道路上所必需的信心之源、成长
之本。

近几年，原创绘本创作和出版越
来越多，大多数是传统文化题材，还
有一些比较煽情的，甚至是刻意对孩
子进行“感恩教育”的亲情主题绘
本，但科普绘本却少有人去创作。大
概与童书作者的知识结构有关吧。科
普绘本创作需要作者有科学素养，还
要有把科学知识有效地融入到童书创
作的技能。因此，读到吉林儿童文学

作家窦晶创作的“萌小芽科普绘本”
系列时，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是一套
和一般幼儿读物相近的开本，风格也
相似的童书，它的装帧设计谈不上精
致，但很适合家庭亲子阅读。

这套绘本有三个主要特点：第
一，书中的故事贴近幼儿生活。《鼠
小妹的生日礼物》《猪小姐吃沙子》

《两个慢慢的朋友》《想当妈妈的芦花
鸡》《送不出去的床》《村里流行驴打
滚》《小 猫 迪 卡 剪 胡 子》《晚 安 小
鸡》⋯⋯一看书名，就知道这些故事都
是适合幼儿听的，当然也适合小学低
段的孩子阅读。因为这些故事都与他
们的生活有关，涉及到生活习惯、与人
交往、亲情互动和生存方式等，因此读
后，不但可以感受生活、认识生活，还
能学会交往，有行为教育读本的价

值。从这一点看，“萌小芽科普绘本”
系列的读者定位很准确，不追求所谓
的老少咸宜，只做好最适合幼儿的内
容。不花里胡哨地玩外在游戏，用

“内容为王”的态度创作和编辑。
第二，绘本的主题表现和科学知

识教育融为一体。创作科普儿童文学
作品，编辑科普童书，一定要理解什
么是“科普”。“科普”不同于“科
幻”，科普更重视科学知识的传达，
因此读科普作品，重要的一点是学习
科普知识，而科学想象力的张扬不是
一定要追求的目标。从这一点来看，
这套绘本的艺术目标设定也很准确，
它就是要用故事来传达科学知识，达
到科学普及的效果。因此，在作者和
编辑看来，故事是第一位的，先把故
事讲好，让故事有趣，当然还要尽量

追求幽默。在这基础上，把科学知识
点融进故事里，让里面的形象来说
话，来表现，来把小读者带进科普世
界里。如 《小猫迪卡剪胡子》 的故
事，就传达了一个关于猫的胡须的知
识点；《猪小姐吃沙子》 告诉小读者
为什么驴子等动物喜欢在地上打滚。

第三，绘本整体上有童话和情景
剧的吸引力。幼儿喜欢听童话故事，
喜欢拟人的形象，也喜欢夸张的语言
和动作。“萌小芽科普绘本”系列的语
言比较风趣，比较简单，大人读起来，
幼儿听得懂。其中的各种童话形象也
代表着幼儿的各种特点和行为方式，
让幼儿感觉它们与自己的思维和行为
是相似和相近的。另外，每一个故事
好像一个情景剧，如果家长有一定的
阅读技巧，读的时候，还可以配合动作

表演，这样，每读完一个故事，好像在
和孩子一起玩一次文字游戏或亲子戏
剧。当然，幼儿园的老师如果有一定
的戏剧改编能力，这套书还很适合改
编成科普教育小戏剧，里面的道具简
单，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找到，不需要额
外花钱去置办。这也是“萌小芽科普
绘本”系列和其他幼儿图书不一样的
地方，它不但适合小学低年级孩子自
主阅读，还适合亲子阅读，当然也可以
进行二次戏剧开发利用。

“萌小芽科普绘本”系列每一册
后面都有知识专页，这一页家长在亲
子阅读时千万不要浪费了，在和孩子
分享完故事后，最好给孩子讲一讲知
识点，增加孩子对知识的理解，也可
以满足孩子的好奇心。

（作者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在日常生活中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
谭旭东

“成长1+1”儿童文学系列

萧萍 主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套儿童文学系列，由非吼叫
妈妈俱乐部策划出品，精选了儿童
文学名家星河、简艾、谈凤霞、谢
倩霓、张旻、萧萍的六本原创亲子
共读小说，大大的宇宙小小的家，
老爸老妈陪我长大，愿这个世界每
个孩子和大人都能被温柔以待。

正如主编萧萍在总序中所写：
谁让他们同时是父母又是作家呢？
这些作家笔下故事的主人公原型就
是自己家的小孩，你尽可以在书里
读出他们作为作家的趣味与情怀，
你也可以体味他们作为父母的无趣
和黔驴技穷的家常——那些在作品
里挥洒的才情和机智，放大到生活
中，有时候却成了转弯抹角处的窘
迫与无奈。

《罗伯&史密斯心脏
外科手术学（第6版）》

[美]Thomas L.Spray
[美]Michael A. Acker 著

丁以群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罗伯&史密斯心脏外科手术
学》 被誉为外科领域的“圣经”级
著作，在心脏外科领域影响广泛。
该书第 6 版距第 5 版出版相隔 14
年，全面反映了心脏外科手术学的
进展，涵盖了截至 21 世纪初全部
的成人及儿童心脏手术技术和术
式。新版除增加了包括机器人手
术、TAVR 技术、ECMO 和短时
机械辅助循环、肺移植、房颤的迷
宫 III 手 术 等 诸 多 新 的 治 疗 进 展
外，还对之前所有章节进行了重新
编写。与之前的版本一样，本书通
过线条清晰、结构分明的精美插
图，详尽反映了每个手术过程的解
剖与技术特征，显示了其作为经典
外科学教科书不可替代的独到价
值。本书中文版在英文版出版后短
短一年时间内即面世，得到了原著
出版方 Taylor& Francis 集团的
高度认可。

“萌小芽科普绘本”系列（共4套）
窦晶 著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金克木 著
黄德海 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拿到这本《与教育拔河》（杨林柯
著 东方出版社），心里突然被“拔河”一
词撩拨了一下，想想杨林柯老师确实是
一位攥着绳子，不合时宜、不遗余力在
大地上的“拔河者”，虽然节节败退，可
他却气定神闲，全无气急败坏状，反而
乐此不疲，乐在其中。

我想，这样一个人，一定有人说他
傻，说他自寻烦恼。在很多世人眼里，在
一所名校里做教师，桃李满天下，荣誉无
限，广受尊敬，夫复何求？何必老做些不
合时宜的事，说些不合时宜的话？

与杨老师相识，源于七年前的一场
“万言信风波”，当时因为他在课堂上没
有带着学生进行“只要学不死、就往死
里学”的高考备战，反而讲一些与考试
看似无关的“题外话”，被个别家长投诉
到学校领导那里，受到批评与警示，面
临下课风险。他自觉很委屈，一气之
下，写出了万言“辩护词”，没想到竟然
是一场“蝴蝶效应”，引发了陕西教育乃
至全国教育的一场大讨论，也使“杨林
柯”这个名字为人所知。

借着万言信，杨老师由对语文学
科的思考不断走向对整个教育、文化

和人性的思考，不断阅读写作，让社会
上更多的人分享到了他的思考成果，
从《推动自己就是推动教育》到摆在眼
前的这本书——《与教育拔河》。

只要静心读读这本书，就不难看
出一名教师的心灵真相。全书由五个
部分组成：“成才与成人”“读书与教
书”“批判与反思”“救赎与守望”“向内
与向外”。30 多年的教育经历、几十
年的读书生涯和独立思考，凝结成了
一个个宏大与个体并存、严肃与灵动
齐飞、深刻与真实一体的问题，构成了
当下中国教育和教师的全息图景。

在“成才与成人”里，从一些学校
追捧的、可以强化的“感恩教育”里，杨
老师看出了变形走样的味道，提出：感
恩应该是“我要感恩”，而不能成为“要

我感恩”。“感”字和“恩”字下面都有一
个“心”字，意味着真正的感恩是发自
内心的。

在“读书与教书”里，杨老师从课
堂上一个同学怼徐志摩的一句“真是
个禽兽”的评价中，剥茧抽丝，从“生命
之可贵”谈到“爱乃生命之源”，再到

“爱的尊重”“爱的边界”，一堂《再别康
桥》越讲越深，最后成了一堂关于生命
与爱的哲学思考课，赢得了孩子们自
发起立鼓掌。

在“批判与反思”里，面对一些学
校管理者对老师实行过度的“精细化
管理”和形形色色的检查，他大胆质
疑：“教育是不是需要良心？教师有没
有尊严？制度的设计是不是经过了每
一个教师的同意？参天大树是修剪大

的，还是自由长大的？”
在“救赎与守望”里，面对社会上屡

屡发生的学生自杀事件，在痛心疾首、
感叹之余，唯有“让教过的孩子尽可能
从精神上得救，人格健全，心灵强大，不
被社会现象所迷惑”。——让阳光照在
孩子们的脸上，让无力者有力，让失意
者前行，让有信仰者葆有内在的力量。

在“向内与向外”里，面对功名利
禄的诱惑，面对“成功学”的泛滥，杨老
师保持着警惕与自律，“古今将相在何
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不见五陵豪杰
墓，无花无酒锄作田”，古今中外多少
人为声名所累、为名利所毁，保持初
心，向内而生，岂不是人生最高境界？

读到最后，读者看到这样一位师
者——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不放

弃自我，不为流言蜚语所惑，不在名利
中陶醉⋯⋯这样的老师，不是俗人眼
中的“不识时务者”，不是人们所说的
堂吉诃德，而是洞明世故、看透喧嚣后

“为自己活着”的有信仰者，是“身体是
国、思想是域”的理想主义者。

又想到“拔河”这个词，与谁拔？
怎么拔？何为胜？何为败？

我想，除了与“急功近利的应试教
育”拔河外，还有很多。至于胜败，并
没有现成的答案可循，用一时一地的
胜败看问题，本身就是传统历史观给
我们的扭曲价值观，它让我们只关注

“成功”而淡忘了人类的文明和内在的
良知。有些失败，虽败犹荣；有些胜
利，却可能是耻辱或灾难。

仔细想想，面对当下教育领域出
现的种种问题，分析透视、批评针
砭、良药诊治，都是社会大转型时代
的正常现象，放眼历史长河，一时的
逡巡徘徊，也是常有之事，如书中所
言：“没有一条河流是走直线的，总
是弯弯曲曲，而这样的弯曲却走长了
路，走出了风景，遇见了美。这，才
是自然之道。”

保持初心 向内而生
马九器

教师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