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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家报道
阅读推荐

这个作家是读出来的
又见青年作家徐则臣，是在
中国校园文学馆。
这是一个春日的午后，一身
书卷气的他背着一只黑色的双肩
背包，置 身 在 古 色 古 香 的 书 橱
间，是那么相得益彰。那些泛黄
的油印校园期刊、墨迹已干的手
推油印机，恍然间令他回到了学
生时代。也是在大运河畔的美丽
校园，当年他和同学一起创办文
学社，“大风起兮云飞扬”，意气
风发的少年怀揣着文学梦想，那
本叫 《起兮》 的杂志，如今依然
青春葱茏。是啊，校园因为文学
而 年 青，文学因为校园 而生动 。
他 从 背 包 里 拿 出 新 作 《北 上》，
捐 赠 给 校 园 文学馆，他 感慨着 ：
“这里是运河之子刘绍棠先生的母
校，我今天是来朝圣的。我的校
园时光就是在阅读中度过的。”
徐则臣从小生活在江苏省东
海 县 一 个 非 常偏僻的小 村子里，
家里没有什么课外读物，多半是
小人儿书，《西游记》《小二黑结
婚》《金光大道》 大多是没头没尾
的；爷爷订的 《半月谈》《中国老
年》 杂志，他每期必看，《中国老
年》 杂志上的格律诗，他竟然背
得滚瓜烂熟。哼哧认真学，他以
优 异 的 成 绩 考上了镇上 的初中，
但是课外读物依然少得可怜，学
校有一个阅览室是向教师开放
的，大 部 分时间都是大 门紧 锁 。
然而就在这个到处都是灰尘的阅
览室里，他第一次看到了 《少年
文艺》，这本杂志像种子一样种在
了他的心田。
没有书看，他就找书看。他从
高两级的朋友那里借来两本外国小
说——《嘉莉妹妹》 和 《珍妮姑
娘》，这是他最早读的外国小说。出
于虚荣心，他硬着头皮翻开了第一
页，却“读得出乎意料地顺，整个

此身行处即故乡

——作家徐则臣的校园读书故事

——读 《天蓝色的彼岸》

黄丽荣

李怀源

人进去了，除了故事我可以完整
地复述出来，所有那些稀奇古怪
的 外 国 人 名，我 竟 然也 记住 了 。
当我说出那些烦琐冗长的外国人
名时，我觉得我的舌头正在跳传
说中的芭蕾”。正是这些古怪的名
字 激 发 了 他 对 外国 文 学 的 兴趣，
接下来他向同学借了 《复活》。向
同学们讲述卡秋莎·玛丝洛娃的
故事时，每次说到公爵，都能说
出他的全名——德米特里·伊凡
内奇·聂赫留朵夫，小伙伴们的
眼瞪大了，在他们看来，这不是
简单的记忆力问题。就这样从
《复活》 开始，徐则臣逐渐进入了
持久、自如的外国文学阅读。
到了高中，学校阅览室开放
的频率高了，他把能找到的 《少

情绪更加低落，写了一个中篇和
一个短篇，还给一家杂志社寄去
一个，当然是石沉大海。眼巴巴
地盼了一些天，就老老实实去看
书了。“那是小文艺情怀和青春期
倾诉的欲望在作祟，我从没想过
以后要靠写东西吃饭。
”
在语文老师眼里，他的作文
很一般。在高考之前，全县语文
联考，他的作文拿了最高分，老
师才勉强地说：
“写得还行。
”
高考填报志愿,徐则臣在所有
栏目里，填的都是“法律”专
业，当律师是他的理想。然而他
高考失利，鬼使神差般地竟然进
了中文系。
“那时候还没想过当作家，就跟
赌气似的天天看书，抓到什么读什么
……图书馆经常就剩我一个人，跟管
理员都成了朋友。
”他边看边写，像
写日记一样自我倾诉，通过阅读来消
解内心的孤单。
后来，他与同学一起操持文学
徐则臣
社。他是首任社长，这个社团有一
个好听的名字“起兮”，源自刘邦
年文艺》 都看了，又把家里给的
的 《大风歌》“大风起兮云飞扬”。
生活费省下来，买了很多的童话
新的 《起兮》 杂志问世了，从组
书和杂志读。身处校园的少年，对
稿、改稿到编辑、印刷，他尝到了
美的事物有着特别的敏感。高二时
当编辑的滋味，是有趣，是有瘾。
他得了神经衰弱，睡不着觉，整天
一本自印的杂志就是一块文学沃
胡思乱想，经常产生幻灭感。跟同
土，那散发着墨香的文字记录着青
学不合群，写日记就成了发泄孤独
春的足迹，成为青春最美的记忆。
和 恐 惧 的 唯一方 式 。“从高 二开
1997 年夏天，大一暑假，社
始，一直到 1997 年真正开始写小
会实践活动结束后，他一个人回
说，我写了厚厚的一摞日记，大概
到学校，校园里空荡荡没几个
就是在日记里把自己写开了。后来
人。 他从图书馆借了一 堆书看 。
回头看看，很多现在的表达，包括 “那个夏天的黄昏，我读完了张炜
形式，在那些日记里都能找到差不
的长篇小说 《家族》，穿着大短裤
多的原型。
”
从宿舍里跑出来，很想找个人谈
慢慢地，他开始想写东西，
谈。我想告诉他，我知道自己要
小诗、散文、小说——他写了一
干什么了——我要当个作家。当
个 几 千 字 的短篇，模仿 的东西，
时校园里安静得只有树上的蝉在
完 全 的 学 生腔。高三时 压力大，
叫，宿舍楼周围的荒草里飞出来

很多小虫子。夕阳半落，西天上
布满透明的彩霞，水泥地上升起
看不见的热气，这个世界热烈但
安宁。如果当时有人看见我，一
定会发现我的脸和眼睛都是红
的，跟晚霞没关系，我激动，非
常激动，找不到人说话，我在宿
舍楼前破败的水泥地上转来转
去，想大喊几声。当一个作家竟
如此之好，他可以把你想说的都
说出来，用一种更准确、更美好
的方式。
”
把这所学校图书馆的书读遍
了，他的胃口越来越大，想到更
大的校园、更大的图书馆里去读
书。机会来了，他争取到了一个
名额，全系唯一的一个，去另一
所大学续读。在那里他达到了疯
狂的阅读状态，外国文学那部分
书架他熟悉得知道每一本书的位
置，看完一本接着看另一本。
读，然后写，他感到从来没有的
满足。几年后，他考取北京大学
中文系研究生。面试时他的导师
问他，有没有读过张中晓的 《无
梦楼随笔》？这是一本相对冷僻的
书，而徐则臣不久前刚好看过这
本书，便凭印象作了回答。就这
样，他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研
究生，师从曹文轩。
北大毕业后，他的创作数量平
稳增长，短篇小说 《如果大雪封
门》 荣 获 第 六 届 鲁 迅 文 学 奖 ，
2014 年长篇小说 《耶路撒冷》 获
得老舍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
奖·年度小说家奖，他耗时四年完
成的小说 《北上》，荣获第十届茅
盾文学奖，他是本届茅奖最年轻得
主。
于是读书、写作，再读书、
再写作成了他的职业。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网
副主编）

图书角

《鼠来宝——国宝里的汉字》

《江河旋律——王鼎钧自选集》

好字在 编著 巧克力老虎俱乐部 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鼎钧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鼎钧与余光中并誉为中国台湾散文界的
“双子星座”，多部作品曾进入中学生阅读和考试
篇目，被称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他的文字，
气质与沈从文最相契合，辞工旨丰，慧美丰赡。
他是文学的赤子，膜拜故乡，顶礼美善。他已是
耄耋，对青年寄予厚望。著名作家韩少功说：“如
果有青年要学写散文，我总是推荐中国台湾散文
‘一哥’王鼎钧。《那树》《脚印》《活到老，真
好》 等堪为传世经典，其积学静水深流，其性情
山明水秀，其才华排山倒海雷霆万钧，可读得我
一再目瞪口呆。”
《江河旋律》 是王鼎钧的最新自选集，集合了
他心仪的名篇，也表达了他温柔的心绪。九十余
载诸般阅历，汇注通达文章，成就性灵之言。

以文物纪史，以汉字证心，绘本《鼠来宝——
国宝里的汉字》将文物通识、汉字演变、传统文化
与中国之美巧妙结合，通过灵趣可爱的子鼠心
声，讲述文物背后的文化世界。本书选取中国
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河南博物馆等多所
博物馆的 54 件顶级国宝，以机敏灵动的子鼠视
角，以文物串联古文字字形演变与汉字阐释，
带读者读懂文物背后的文化知识，得窥古人的
生活意趣，触摸历史的温度。
绘本插画由获得多项国际设计大奖的设计
师创作。紧抓国宝精髓，特别选用典雅的中国
古典色彩，融入时下流行的卡通手绘元素，赋
予国宝生动活泼的可爱形象，凸显中国韵味的
同时具有高级的审美趣味。

故乡与他乡，
此岸与彼岸，
自我与他人，
这些概念在《天
蓝色的彼岸》中有很具体的表现，
足可以让人了悟人生。
《天蓝色的彼岸》讲的是一个早逝的男孩的故事。当
他逝去之后，
重回生活过的地方，
看看学校，
看看家庭，
那
里的一切是熟悉的，
而这一切都不属于他了，
无论他是留
恋还是离开。此时，
故乡只是他精神上的故乡了。
鲁迅先生写下的“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两千余里，
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
”
经常在耳边回荡。何处是故乡
呢？小时候，生活在鲁西北一个极小的小村子里。走出
村子，就感觉到了一个很广阔的天地，用小小的脚步丈
量，
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费很大的力气，
花费很多时间。有
一次，
寄居在城市里的亲戚家。早晨，
被火车的汽笛声惊
醒，
至今还记得那时刻空气的味道，
因为周围都是黑洞洞
的，
唯有嗅觉是醒着的。当时遥想着，
火车可以带着人去
很远很远的地方，
是多么神秘的事情。
长大了，从农村走到了城市，认识了汽车、火车。从
一个城市走向另一个城市，记住了不同的航空公司。又
可以飞过太平洋，
到地球另一面去看一看。就这样，
一直
一直地走，一刻都不停留。直到今天，因为疫情滞留在
家。虽然不是那个小村子，
但是那个小村子里的一切，
在
头脑里都是清晰的，细到它的颜色与气味。此时此刻忽
然明白，故乡，就是你不生活在那里，而那里又时刻出现
在你的头脑中。
《天蓝色的彼岸》中的小男孩，当他放下一切尘世的
眷恋，再次回到他乡的时候，他面临着一个选择，是留在
他乡，
还是走向天蓝色的彼岸？一切的当下都是此岸，
未
来要去的才是彼岸。彼岸是西方哲学世界里的存在，所
以，
才有卖火柴的小女孩到了天国这样的童话结局。
电影《星际迷航 9：星际叛变》中的巴库星球，人生活
在那里，不会衰老。女主角说，我们不回忆过去，也不担
心未来，我们只活好当下。在那里有人可以做 30 多年的
学徒，
去学一门手艺。当一个人真正重视当下的时候，
应
该是最幸福的时候。一直追求幸福的地球人，
很难幸福，
因为我们在当下既遗憾过去，
又担心未来。
困在家中，开始收拾书房，发现很多停滞的痕迹，好
友的签名赠书、便利贴留言、明信片……这些交往的痕迹
在头脑中已经完全消失了，
如果没有这只言片语的记录，
早就不知道哪里去了。收拾完书房，又在储物间发现了
二十多年前学生赠送的教师节小礼物，还有刚刚当老师
时跟学生的合影，这些都记录着一段曾经的时光。接着
又在地下室找到了很久就想找的书，
如《中国小学语文教
学史》，还有儿子从幼儿园到高中的所有课本，以及我从
教的一些教科书和参考书。我想，
将来有条件了，
我也建
一个教科书博物馆，
这些就是第一批藏品，
不用再找别人
去收购了。而这所有的一切，都叠加了时间以后躺在叠
加了的空间里。这让我想到了考古学中的地层，每个地
层都是一段时间，
都是一些生命留下的印记。
树有年轮，岁月在我们身上留下的是什么呢？我看
过一本书写给儿童的书——《人体运转的秘密——一场
不可思议的人体内部旅行》，这本书带领读者对这个世界
进行观察和思考的同时，对自身有更细致的观察与体
悟。疫情当前，
所有的人都有了别样的感受，
从我的角度
而言，更应该了解自身，让精神关照一下肉体。其实，每
一个身体都是一个“庞然大物”，由无数细胞每天精密合
作才能正常运转。
《天蓝色的彼岸》告诉我们的不是一个或有或无的来
世，
而是告诉我们如何向死而生，
活好当下。如果真的有
彼岸，天天为未来担忧，实在没有必要，因为总有一天你
要去那里。如果真的没有彼岸，更不必为未来担忧。在
当下的时空里，
最好的是用灵魂关照自己肉体，
让每个灵
魂都安居在自己的身体里。
苏轼的
“此心安处是吾乡”
给人很多启示，
随遇而安，
处处都可以是故乡。真正的故乡，其实是身体和灵魂的
高度统一。身体与精神同在，所有关于故乡的记忆和情
怀就都在，
人走到哪里，
故乡也会跟到哪里。
（作者单位：
北京教育学院）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教育，要做到以文化立校、以特色强校。上海市干巷学校通过对
“银杏文化”的传承，以弘扬银杏精神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从而践行立德树人的教育宗旨。

深挖“银杏文化” 践行“杏品育人”
——上海市干巷学校“银杏文化”特色教育纪实
上海市干巷学校创办于 1905 年，是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现包含小
学部、中学部。学校占地面积 55.2 亩，建筑面积 13196 平方米。2003
年学校被列入市初中重点建设学校。学校现有班级 31 个，在校学生 753
人，教职工 123 人，师资力量雄厚，教学水平先进。
以文化立校，以特色强校，是干巷学校的永恒追求。上海市干巷学校
利用学校特有的“银杏文化”教育资源，确立了“创银杏乐园，育杏品少
年”的办学目标，汲取“银杏精神”之精粹，并将其融入学校的办学目标
和课程建设之中，建设了植根于自己土壤的“银杏文化特色教育”，打造
了“杏品育人”的品牌。

汲“银杏文化魂”
育银杏好少年
干巷学校将银杏的人文精神与学
生的成长发展、“两纲”教育和“银杏
精神”教育有机融合，开展丰富的德
育活动。“银杏书香艺术节”等 5 大校
本节日的设置，学校搭台，学生唱
戏，充分展示自我，提高自信；银杏
文化社团的成立，寓“杏品育人”于
社团活动之中。银杏采撷社、银杏小

导游队、银杏书法社……满足了学生
个性发展的需要，提高了学生的人文
底蕴；以“弘扬银杏精神，争做杏品
少年”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培养
了学生的良好品质，营造了“两纲”
教育的亮点；学生宣誓、佩戴校徽仪
式的举行，极大地增强了学生的责任
感和使命感。
评价机制方面的创新，是学校践
行“杏品育人”理念的又一创新举
措。学校建立了“七彩银杏卡”评价
激励机制，开展了“争七彩银杏卡，

做杏品美少年”教育活动。
“七彩银杏
卡”分别指红色品德行为卡、橙色安
全礼仪卡、黄色体育保健卡、绿色勤
思好学卡、青色劳动实践卡、蓝色艺
术创新卡、紫色向上向善卡，涵盖了
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教育内
容和要求。从“七彩银杏卡”到“金
色银杏卡”，再到“杏品美少年”，学
生努力争取的过程，就是接受“杏品
育人”的过程，从而激发了学生争做
“杏品少年”的强烈愿望和强大动力，
进而转化为自觉行为。
“七彩银杏卡”评价激励机制不仅
体现了评价的过程性和发展性，而且
创新了行规评价激励机制，实现了行
规评价的多元化，弘扬了“银杏文
化”
，提高了“杏品育人”的实效性。

践行“杏品育人”
建校本课程群
课程是塑造学生完美人格的重要
载体。学校构建了“真善美”交融

的、小初一体化的、与创建“银杏文
化”特色学校相匹配的学校课程体
系。“真善美”课程体系包含“求真”
课程、“乐善”课程和“尚美”课程 3
个系列，每个系列中有 3 大课程类型，
分为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研究
型课程。求真强调自然规律，乐善强
调社会道德，尚美强调实践艺术。3 大
课程群相互融合、相互支持、相互补
充，保证了课程组织的整合性。
同时，学校积极开展学科教学落
实“银杏文化”教育的研究活动，挖
掘蕴含在学科中的显性和隐性“银杏
文化”元素，探索出了学科教学落实
“银杏文化”教育的途径和方法，发挥
了学科教学在“杏品育人”过程中的
独特作用。学科教学落实“银杏文
化”教育活动的开展，增添了课堂教
学的趣味性，使学生在不经意间受到
“杏品教育”的熏陶和浸染，如春风化
雨，润物无声，既增强了“杏品育
人”的实效性，又开辟了“杏品育
人”的新渠道。

融合银杏元素
定义校园文化
校园景观既是显性的校园标志，更
是隐性的育人载体。干巷学校充分认识
到这一点，巧妙布局校园景观，将其作
为展示学校文化、办学理念、价值观念
的重要载体，以激发学生的使命感、自
豪感、归属感，全面感召，凝心聚力。
“银杏文化”景观园的设置，体现
了学校在营造校园文化氛围方面的巧
思。
“银杏文化”景观园由著名雕塑家
何鄂大师设计建造，着意展现中华江
南园林特色和乡土民俗生态，构建了
集历史、趣闻、文化、教育为一体的
校园空间，融入众多“银杏文化”元
素，并集中展示了银杏诗人群体的艺
术风采，深入诠释银杏诗词的内涵，
被誉为“三绝”——诗绝、塑绝、书
法绝。学校充分发挥“银杏文化”景
观的濡染、凝聚、激励、美育和娱乐
功能，让学生浸润于“银杏文化”
，使

其成为一部“杏品育人”的教科书，
成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平台。
利用现代网络虚拟设计的“干巷
学校‘银杏文化’教育在线体验馆”，
则是干巷学校打造校园文化的又一创
举。它寓读、学、练、玩为一体，包
含 《我们的银杏梦》 数字故事、资源
库、“种下一棵银杏树”游戏和体验题
目等 4 个模块，力争成为干巷学校
“银杏文化”教育的新基地、学生德育
的新渠道、综合评价的新平台。这是
金山区中小学乃至上海市中小学首个
德育虚拟体验馆，开辟了“银杏文
化”教育课程建设的新载体。
干巷学校的“银杏文化”教育成
果卓著。近年来，学校先后获得全国中
小学图书馆先进集体、上海市依法治校
示范校、上海市花园单位、上海市家庭
教育示范校等荣誉，并被多家媒体先后
报道。
“银杏文化”已成为学校文化的
标志，在成绩面前，干巷学校将继续深
挖银杏教育资源，让代代学子在“银杏
文化”的滋养下尽情逐梦。 （郁利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