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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借着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超长
假期，笔者用了一周的时间读完了
朱光潜先生的 《读写指要》，感觉
如沐春风，受益匪浅。这是一本指
导年轻人阅读写作的书，书中告诉
喜爱阅读和初习写作者哪些是阅读
写作的坦途，哪些是弯路。

朱光潜是 20 世纪享誉中外的
美学大师，也被誉为“青年人的导
师”，不仅因为他从年轻提笔作文
开始，就为青年人写作，更由于他
曾经做过中学教师，又在大学里长
期任教，比较了解青年人的想法，
乐于为他们的人生困惑指点迷津。
笔者记得上大学时，在穿过燕南园
去图书馆的路上，经常会遇到朱光
潜先生在园中散步，印象最深的是
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阅读本书
的过程，时常感觉大师向我走来，
那睿智的目光在注视着我，他用通
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与我谈心，
循循善诱，娓娓道来。

培养读书兴趣应从课
外书入手

大凡谈读书都绕不过三个问
题：为什么读？读什么？怎么读？

“为什么读”这个问题如今似乎已
不是问题，很多教师、家长已认识
到读书的重要性。问题是很多教师
认为没有时间读书，“每天忙于教
育 教 学 工 作 ， 哪 有 时 间 看 书 学
习？”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个“老
生常谈”的问题，任何时代的人都
有这样的困惑。朱光潜在上世纪
20 年代写给青年人的信中说：“能
否在课外读书，不是你有没有时间
的问题，而是你有没有决心的问
题⋯⋯许多人的学问都是在忙中做
成的。”当今人类知识的更新日新
月异，时代发展的步伐突飞猛进，

“你不努力跟着跑，便落伍退后。”
这个道理人人都明白。

朱光潜强调：“要紧的是养成
读书的习惯，在学问中寻出一种兴
趣。”如果你没有一种正常的嗜
好，没有一种闲暇时可以寄托心神
的东西，一旦闲暇来临，便会无所
适从，“说不定会被恶习惯引诱。”
如果你能在读书中寻出一种趣味，

“你将来抵抗引诱的能力比别人定
要大些”。

笔者联想到眼前的情形，因新
冠肺炎疫情要求国人都必须宅在家
中，让平时忙碌的人们突然有了大
把的闲暇时间。人们先是兴奋，继
而又郁闷，不少人宅出“草”来，
闷出“毛”来，憋出了“内伤”。
手机、电视无限循环，“招”猫

“逗”狗，甚至惹是生非。如果你
能养成阅读的习惯，相信此时绝不
会六神无主、无所事事。

朱光潜认为：“兴味要在青年
时设法养成，过了正常时节，便会
萎谢。”达尔文在自传里曾经说
过，他幼时颇好文学和音乐，壮时
因为研究生物学，把文学和音乐都
丢开了，到老了想拿诗歌来消遣，
已寻不出趣味了。朱光潜强调“兴
趣 要 逍 遥 自 在 地 不 受 拘 束 地 发
展”，比如读一本小说，平时自由
地拿来消遣，觉得很有趣味，一旦
把它拿来当课本读，用预备考试的
方法去读，便会索然寡味。因此，

他建议年轻人“为培养读书兴趣起
见，应该从读课外书入手”。

书是读不完的。朱光潜认为：
“历史愈前进，人类的精神遗产愈
丰富，书籍愈浩繁，而读书也就愈
不易。”既然书读不完，就需要精
选。“与其读千卷万卷的诗集，不
如读一部 《国风》 或 《古诗十九
首》，与其读千卷万卷谈古希腊哲
学的书籍，不如读一部柏拉图的

《理想国》。”读书不在多，贵在精
而要，阅读经典、阅读原著，这是
许多学问大家的共识。

“好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
子自知。”朱光潜认为，与其读十
部无关紧要的书，不如用读十部书
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
的书；与其十部书都只是泛览一
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少
读如果彻底，必能养成深思熟虑的
习惯，涵咏优游，以至于变化气
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
里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
意乱，空手而归。”

读书应当分种类。一种是作为
公民所必需的常识，另一种是为做
专门学问。朱光潜认为，“一个人
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的志愿，他
就不能不有预定计划与系统。对于
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
一种训练，一种准备。”“有些有趣
的书他须得牺牲，也有些初看很干
燥的书他必须咬定牙关去硬啃，啃
久了他自然还可以啃出滋味来。”这
种为了做学问而读书还须围绕一个
中心去读。或是科目，或是问题。
朱光潜举例说：“以科目为中心时，
就要精选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
从头读到尾，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
个概括的了解，作进一步高深研究
的准备。”“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
先须有一个待研究的问题，然后采
关于这问题的书籍去读。”

朱光潜先生的这段话虽然是讲
给年轻学子的，但笔者以为，也非
常适宜教师。教师职业，作为一种
专业当然是一门学问，要想成为教
师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但要成为
一名合格称职的教师，还需要在实
践中磨炼摔打。笔者以为，作为教
师，既应该以科目为中心去训练阅
读，不断精进所学专业，又要以问
题为导向，在工作实践中不断发现
问题，并在深入阅读研究中解决问
题。只有这样，循着朱光潜先生所
指的路径去不断阅读、实践，相信
每个有志于成就一番事业的教师都
会不断成长，达成所愿。

写文章是可以练习的

读与写，谁更重要？不同的人会
给出不同的答案。对于像我这样靠
写作为生的人，写作当然比阅读更重
要。不仅因为要靠它吃饭，还因为长
期的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
分，带给我许多的乐趣。所幸我的这
个想法与朱光潜先生的观点不谋而
合。他也认为阅读和写作两个能力
相较，写作更为重要，他说：“就一般
经验说，对于写作有浓厚兴趣的人对
于阅读也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不知
写作甘苦的人纵然多阅读也大半不
能深入。自己多写作，对于旁人的
作品决不会轻松放过。所以训练写

作即间接训练阅读。”
从实际情形看，不论是学生抑

或是教师，对写作普遍有畏难情
绪，大多比较“犯怵”，即使是我
这样经常泡在写作中之人，也常会
有犯难的时候，经常会被一篇难产
的文章搞得头晕脑胀、食不甘味。
由此可见，训练写作比训练阅读更
为重要，也更为紧迫。

许多人认为，写文章是需要天
赋的，不是人人都可以学得来的。
其实，以笔者多年的实践来看，写
文章是可以练习的。朱光潜认为：

“天资和人力都不可偏废，古今许
多第一流作者大半都经过推敲揣摩
的训练。”“许多学子对文学写作不
肯经过浅近的基本训练，以为将来
一动笔就会一鸣惊人，那只是妄
想，虽天才也未必能做到。”有如
下围棋，一段一段地前进，功夫没
有到时，慢说想跳跃一段，就是想
多争一颗子也不行。

其实，朱光潜也经历过辛苦的
写作训练。他调侃自己“是一个再
造过的人”，创造主就是他自己。
人生世相的敏感和语言文字的敏感
大都是天生的，朱光潜对此也认
同，但他认为“人力也可培养成几
分”，他自认为在这两方面“得之
于天的异常稀薄，然而我对于人生
世相有相当的了悟，运用语言文字
也有相当的把握。虽然是自己达不
到的境界，我有时也能欣赏，这大
半是辛苦训练的结果”。

经过勤学苦练，朱光潜从古今
中外许多哲人和诗人那里借得一双
眼睛看世界：他从屈原、杜甫那里
学得执着，从庄周、列御寇那里学
得徜徉，莎士比亚教会他从悲痛中
见出庄严，莫里哀教会他在乖讹丑
陋中见出隽妙，陶渊明和华兹华斯
指引他到自然胜境，近代小说家引
他到人心的曲径幽室。经历过这种
再造，朱光潜认为“文艺的珍贵的
雨露浸润到我的灵魂至深处”，“使
我能感伤也能冷静，能认真也能超
脱，能应俗随时，也能潜藏于非尘世
的丘壑”。

笔者最喜欢阅读朱光潜先生的
美学文章，大学时对他写的说理性
散文爱不释手，常反复揣摩。他十
分擅长把“很难说的理用很浅的话
说出来”，不管是多么玄妙、飘忽
不定的“理”，经他之手便“化”
为浅显、人人可以感受到的东西。
他这种举重若轻、深入浅出的功夫
也是经过苦苦修炼而得来的。

朱光潜将写文章比喻为学画，
“学画可临帖，又可写生”。初学者
可从临帖开始练，而中国文人初学
作文也大多用临帖法。“每人总须
读过几百篇或几千篇名著，揣摩呻
吟，至能背诵，然后执笔为文，手
腕自然纯熟。”欧洲文人虽然也重
视读书，但近代第一流作者大多从
写生入手。比如莫泊桑初请教于福
楼拜，福楼拜叫他描写一百个不同
面孔。朱光潜以为，“临帖与写生
都不可偏废”，许多一流作家也经
历过模仿阶段：莎士比亚起初模仿
英国旧戏剧作者，布朗宁起初模仿
雪莱，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许多俄国
小说家都模仿过雨果。临帖在于多
读书，但读书也只是预备的功夫，真
正学习写作要特别注意写生。如果

只阅读不动笔，容易养成“眼高手
低”的毛病。其实，手低者眼也未必
高，自己没有亲身体验过写作的甘
苦，对于旁人的作品难免有隔靴搔
痒之感。

朱光潜认为：“写生，须勤做
描写文和记叙文。”许多语文教师
教学生写作往往从议论文入手，常
埋怨学生不会写作文。朱光潜以为

“这是没有脱去科举时代的陋习”，
他认为初学者从议论文入手是“容
易走入空疏俗滥的路上去”。认为
初学者应从描写文和记叙文入手，

“这两种文做好了，议论文是很容易
办的。”朱光潜就曾在这方面吃过
亏。他从十岁到二十岁左右，前后
至少十年的光阴都浪费在这种议论
文写作上。“这种训练造成我的思想
的定型，注定我的写作的命运。”

笔者以为，这也许不完全是坏
事，从朱光潜自己来说，儿时的训
练也许限制了他的想象力，让他写
不出一篇像样的描写文，但从另一
方面却成就了他，没有经历这种长
期议论文的训练，也不会有擅长写
说理文的朱光潜，也许中国就少了
一位举足轻重的美学大师。

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

除了上述的“临帖法”“写生
法”，练习写作还须牢记两个原
则。第一个就是有话必说，无话不
说，心口如一，不能说谎。朱光潜
认为文学不是说谎的工具，文学是
以语文为工具的表现艺术，“如果
心里要表现的与语文所表现的不完
全相同，那就根本失去表现的功
用”。对于那些不是存心要说谎，
而是因为能力不够而表现的“不完
全相同”的习练者，朱光潜建议他
们“认清自己能力的限度，专写自
己所能写的”。人的知识是有限
的，不可能什么都了解，但也不会
什么都不知道，“一个聪明的作家
须认清自己知解的限度，小心谨慎
地把眼光注视着那限度以内的事
物，看清楚了，才下笔去写”。

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如何训
练才能把文章写的与心里要表现的

“完全相同”呢？也就是说文章如
何才能写得更加准确？

朱光潜建议初学者每遇到可说
的话，就要抓住机会，马上就写。

“习文有如习画，须常备一个速写
簿带在身边，遇到一片风景，一个
人物，或是一种动态，觉得它新鲜
有趣，可以入画，就随时速写，写
得不像，再细看摆在面前的模特
儿 ， 反 复 修 改 ， 务 求 其 像 而 后
已。”这种功夫做久了，一是可以
养成爱好精确的习惯；二是可以逐
渐养成艺术家看事物的眼光，在日
常生活中时时可发现值得表现的情
境；三也可以增进写作的技巧，逐
渐使难写的成为易写的。

另外，朱光潜建议初写者应该
由易而难、循序渐进，应从“知道

清楚的”和“易于着笔的”这两种
材料入手。一般人至少对于自己日
常生活知道得比较清楚，所以记日
记是初习写作的最好方法。

第二个要牢记的原则就是，要
把话说得好。人们常认为，主持人
都是能说会道之人，他们能把话说
得好听，作家也一样，也要学会把
话说得好，才能写出好文章。

朱光潜认为：“把话说得好，
就是要思想条理必须清楚，情致必
须真切，境界必须新鲜，文字须表
现得恰到好处，谨言而生动，简朴
而不枯涩，高华而不浮杂。”把话
说得好，也是文人与匹夫匹妇的区
别。匹夫匹妇们也常在生活中见到
美景遇到痛事，但他们无法用语言
文字把心中的感触说出来，即使说
出来也不是那么一回事。而文人的
本领不只见得到，还能说得出，而
且还能说得恰到好处。

怎样才能写出好文章？这不仅
对于学生、教师是个大难题，对于
靠笔杆子吃饭的笔者来讲，也不是
轻松的话题。笔者最初写文章时经
常是“不假思索”，信笔由疆。这
样任意写下去，写到后来常不知所
云，甚至前后矛盾。朱光潜认为，
这也是写作者常出现的问题。不仅
初学者易这样写，就是有名的职业
作家也这样写“连载”的稿子，近
代英美长篇小说有许多也是这样写
成的。“这样做成的作品，就整个
轮廓看，总难免前后欠呼应，结构
很零乱。”朱光潜认为，“有生命的
东西都有一定完整的形式，首尾躯
干不完全或是不匀称，那便成了一
种怪物而不是艺术。”

这种写法只是一个极端，另一
个极端是把全部作品都在心里想
好，写只是一个记录。所谓“成竹
在胸”，或称之为“打腹稿”。笔者
以为，这其实只是一个理想状态，
很难做到。朱光潜先生的做法是在
两者之间，即全用腹稿和全不用腹
稿两个极端的一种折中法。

“在定了题目之后，我取一张
纸条摆在面前，抱着那题目四面八
方地想。”“不拘大小，不问次序，
想得一点意思，就用三五个字的小
标题写在纸上，如此一直想下去，
一直记下去，到当时所能想到意思
都记下来了为止。”“这种寻思的工
作做完了，我于是把杂乱无章的小
标题看一眼，仔细加一番衡量，把
无关重要的无须说的各点一齐丢
开，把应该说的选择出来，再在其
中理出一个线索和次第，另取一张
纸条，顺这个线索和次第用小标题
写成一个纲要。这纲要写好了，文
章的轮廓已具⋯⋯”

阅读此处时，笔者心生一种感
佩。老先生把自己长期苦练摸索出
的写作秘诀，不吝笔墨，毫无保
留，和盘托出，这需要何等的胸
襟，何等的真诚。这些秘诀对于任
何阶段的写作者都是一种点拨，使
你拨云见日，如梦初醒。

训练写作即间接训练阅读
——朱光潜给年轻读者的阅读写作建议

梁杰

居家读书·抗疫书单

荐读者:王木春

（福建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这是一本与花草有关的轻读物。三十年前，当
我还是大学生时，我已是个标准的“汪迷”。可最
近，又被他的一本小册子 《人间草木》 迷住了。市
面上汪曾祺的书，各种选本数不胜数，仅以 《人间
草木》 为题的书，不下十本。但山东画报出版社的

《人间草木》 最让我爱不释手。首先，它选文纯
粹，42 篇文字全是谈虫鱼草木的，不像其他选
本，为了增加篇幅，把写人记事文章也塞进去，滥
竽充数，名不副实。其次，该书的另一大特色在
于，还精选了几十幅清人画的花鸟图作插图，彩
印，画质高，古香古色，与淡而有味的文字融为一
体。阅读时，突然一朵花或一茎草出现了，眼和心
都为之一亮。书中的文章之前都浏览过，只是大多
不留印象——我对描写花花草草的文字，向来不经
心。但这回，还没读完书，我发现已爱上了花。

当然，汪曾祺笔下的草木，不仅仅是草木，而
是人，是情——真情，性情，是任性洒脱的人生态
度。写到此，想起书中一段话：“我担心画眉忙着
学这些声音，会把它自己本来的声音忘了。画眉本
来的鸣声是很好听的，让画眉自由地唱它的歌
吧！”不由莞尔。

《人间草木》

汪曾祺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我特别爱读诗人写的散文，尤其自传类散文，
比如聂鲁达的 《我坦言我曾历尽沧桑》，比如赛弗
尔特的这本 《世界美如斯》。一切回忆，多少总会
被镀上一层诗意的玫瑰色，而这色彩，在我看来，
唯有诗人的笔才能描绘得精彩。

1984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赛弗尔特，是捷
克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散文也别有韵味。诗人活
了 86 岁，长长的一生，历经动荡的 20 世纪，加上
捷克多灾多难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传奇。诗人从
童年写起，直到躺在医院病房的晚年。全书由一个
个独立的故事构成，故事里有童年的母亲、伙伴、
初恋少女，有才华横溢、个性鲜明的捷克诗人、作
家，霍拉、哈拉斯、万楚拉、哈谢克⋯⋯还有他热
爱的家乡布拉格。这些人和事，像一串珍珠，在追
忆的夕阳下闪着迷人的光泽。诗人回首前尘，难掩
感伤与惆怅，但并不颓丧，虽然过去的一个世纪，
在他看来，残酷得“像屠宰场屠夫手里的抹布”，
流淌着又浓又黑的血水。书中，诗人写道：“世上
的一切并不尽都美丽，诗人选用了便有了生命
力。”是的，读它，我一次次被温暖的生命力感动
着。

《世界美如斯》

[捷克]雅罗斯拉夫·赛弗尔特 著
杨乐云 杨学新 陈韫宁 译

译林出版社

无疑，这是一本厚重的书。首先是物理意义上
的厚重：16 开本、628 页、46 万字。其次，它是
一部学术思想厚重的书，作者透过漫漫的历史烟
尘，勾画了从晚清至上世纪末中国知识人的心灵
史。作者把百年来中国知识人分成“六代”——晚
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十七年”一
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这是我见过
的对中国近代以来知识人群体的最清晰、最具说服
力的分法。书中，作者不同于以往侧重于思想史、
政治史或社会史的研究视角，而是从心态史的角度
切入，结合其他视角，借助丰富的个案剖析和深入
概括的群像研究，书写出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中，
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心理情感和集体人格。

书是厚重的，却丝毫不让人望而生畏。我常常
一头扎进去便舍不得出来，因为书中随处迸射着作
者智慧的火花，也因为书中字里行间晃动着一个个
我熟悉又陌生的读书人的身影，我仿佛置身于那个
远去的年代，和那些人一起思考探索，一起挣扎彷
徨⋯⋯

《安身立命——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许纪霖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萨义德在 1993 年为英国广播公司所作
的六次演讲的结集。作为世界级的文学和文化批评
家，萨义德梳理了西方历史上若干学者对知识分子
的看法，进而阐述自己独特的理解：知识分子所扮
演的社会角色是边缘人、业余者、“对权势说真话
的人”和质疑者。边缘人是指知识分子不加入“集
体的行列迈进”，不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业余者
是指知识分子回避权威和权力，不为利益或奖赏所
诱惑，也不为某一专长所束缚，拥有多样的观念与
价值，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样，知识分子才有底
气对权力说出真话，以“固守有关人类苦难和迫害
的真理标准”。而所谓的质疑者，就是“没有任何
神祗可以崇拜并获得坚定不变的指引”。

作者指出，为防止在一个地方出现的教训，可
能在另一个地方或时间被遗忘或违犯，知识分子必
须具有更广泛的人道关怀，要把自己种族或民族所
蒙受的苦难普遍化，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在书
中，他还提醒，知识分子很容易陷入辩解和自以为
是的模式里，“对以自己族裔或国家社群之名所犯
下的罪行视而不见”。——在当下，萨义德的提
醒，很值得人们回味。

《知识分子论》

[美]爱德华·W·萨义德 著
单德兴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封面·荐读

美学大师朱光潜 资料图片

朱光潜 （1897—1986 年），
字孟实。安徽桐城人。著名美学
家、文艺理论家、教育家、翻译
家。青年时期在桐城中学、武昌
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后就读于香
港大学文学院，毕业后在上海大
学吴凇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上
虞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1924
年，撰写第一篇美学文章《无言
之美》。在上海与叶圣陶、胡愈
之、夏衍、夏丏尊、丰子恺等成
立立达学会，创办立达学园，进
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试验。

1925年出国留学，先后就读
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英格兰伦
敦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斯特拉
斯堡大学。留学此间，开始给国
内的大学生、中学生写信，先后
发表了《给青年的12封信》等一
系列文章。1933年回国，历任国
立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

学教授。1946年后一直在北京大
学任教，讲授美学与西方文学，
并担任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名誉会
长。

朱光潜学贯中西，博古通
今。他熟练掌握英、法、德等多
种语言，翻译了300多万字的作
品。其中对黑格尔的巨著 《美
学》的翻译，为他赢得了历史性
的崇高声誉。他出版的译著还有
爱克曼的《歌德谈话录》、莱辛的
《拉奥孔》、克罗齐的 《美学原
理》和《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等。

朱光潜不仅著述甚丰，他本
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学精神和高尚
的学术品格。学习研究一生不
辍，花甲之年开始自学俄语，在
八十高龄之际写出《谈美书简》
和《美学拾穗集》，翻译近代第一
部社会科学著作——维柯的《新
科学》。

大师小传▶▶

《读写指要》
朱光潜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