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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经典著作的阅读对于人生的价
值，已无须多言。可是怎样走进一
本经典，乃至由此插上翅膀，开启
深度的阅读之旅，这个问题大家或
许更为关心。经典是晦涩难懂的理
论，还是望洋兴叹的大部头？其实
都没有那么沉重，不妨沏上一壶好
茶，且听我聒噪几句吧。

开卷即收获

谈到经典，很多人以为这是一
座难翻的山、一汪难渡的海，虽艳
羡有余，却啃读不足。而阅读经验
告诉我，但凡能选择启程，坚持翻
看，不管动机如何 （不妨附庸风
雅、亦可寻章摘句），必有意料外
的收获；且小翻小成，大翻大成，
无一例外。

经典作品都是面目可憎吗？当
然不是。举例来看，英国人亚当·斯
密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有一次，
他去考察一家制针厂，发现了一件
比较有意思的事。当时，一个熟练
工人的日产量不足 20 枚，但是这
家工厂的老板却非常有头脑，他另
辟 蹊 径 地 把 生 产 流 程 分 成 了 18
道，工人也分成 18 组，一组专事
于一道。如此分区设置，居然化生
出一种非凡的效果：全厂产量飞
升，平均每人每天可产 4800 枚。
而这一切的肇始，仅是添加了专业
化分工，实在并没有任何魔法。这
个故事记录在亚当·斯密所著 《国
富论》 的开篇中。看懂了它，就知
道买房时的户型图、城市规划的功
能区，乃至全国、全球的产业链原
理。如果放在课堂里，你就知道中
学政治、地理的不少内容，所来并
不玄奥。

滴水藏海。以一个很贴近生活
的简单事例，揭示宏观世界的法则，
正是经典的魅力之一，而更重要的
是，许多乐趣都是在刚刚决定读一
本经典时迸发的。那种猝不及防的
收获，或者说意外遇见的瑰丽之景、
开窍之语，常使人有一种极大的满
足感。我们读《老子》“道可道，非常
道”，读《黄帝内经》“昔在黄帝，生而
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
敏，成而登天”，读《双城记》“那是最
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读《资
本论》“不管个人在主观上如何超脱
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
些关系的总和”⋯⋯会发现开篇或
序言的一句（段）话，总有令人击节
叹赏之处，乃至全书亦可看作是对
其的注释。这又是经典著作的一大
特征，以我的理解，开卷就有“硬
货”，读到即赚到，何乐而不为呢？

给自己“匹配”经典

有人说，开卷虽有福利，但阅
读经典依然有三大拦路虎：一是

厚，像三卷 《资本论》 近乎三千
页；二是繁，经典自有体系，“内
部道路”很绕人；三就最麻烦了，
叫作难。于是，我们设想：经典可
不可以薄一点儿，结构清晰些，同
时如语言、文风等能够更平易近
人、贴近实际？

实际上，这是可以办到的，但是
需要做对两件事情。第一是选对
人，对象必是各个领域内的一等一
人物，包括开山者、奠基人，且历经
时间洗礼，影响深远。第二是选对
作品，一部“对”的经典，总是与阅读
者的认知水平相匹配的。阅读者水
平参差，那经典自然就因人而异。
如果要说共性，那么对于起步者而
言，还是希望作品尽量情境化、生活
化，能微言大义，以一当十。我们选
卢梭的书来看，他的《论人类不平等
的起源和基础》特别薄，大约只有半
厘米厚，可主旨宏大，光一句“人类
已经很古老了，而人本身却很幼
稚”，就够回味半天。另外还有像笛
卡尔的《谈谈方法》、康德的《论教育
学》等，这些书拢共百来页，每一页
又如谈话，平实之下，泛着思想之
光。

即便有人想挑战深度，我依然
建议你不必着急看名家的代表作，
因为时间和精力成本并不一定够得
上。那读什么？可以读名家成名的
第一本作品，既原汁原味，又能从
源头把握思想。还以卢梭为例，他
的第一、第二本书都是参加征文比
赛的文章，虽仅有区区数万字，却
是精细打磨、融会贯通之作；且在
实际上已把思想轮廓勾勒清楚了，
成为一把打开万千之门的“关键钥
匙”，引人步步深探。特别是对教
育工作者来说，他们需要的是教育
学以外的大量知识，比如哲学、人
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若能手
握这把“钥匙”，联通不同领域，
旁窥各家精髓，然后再以教育的视
角解读、消化、运用，专业发展又
必上一台阶。

前面举例是西方经典，东方有
没有呢？那自然也少不了，如五千
言的《道德经》，虽然字字珠玑，但不
费半年的时间，就能全部读完。然
后发现身边文化中的许多根源，像
遍布书肆、楼阁的“上善若水”，就已
把“水之德”烙在民族心中。而一万
多字的《论语》稍厚一点儿，却也无
须翻多久。读完发现，今天的常用
成语有不下一百个出自此典。上述
两书相比西方而言，结构松而寓意
深，并有文化上的亲和力，正好相得
益彰。当然，还有人喜欢传统的史、
志、农、医等，选择面和组合项，更是
宽广而丰富。

寻找一个心动的阅读方向

从古今中外的大咖身上，汲取

东西方的智慧，自然是好，但循着
这条线，不禁想到：我们的经典阅
读能否在一本书或一个人身上，就
东西方的思想、文化、教育形成有
效的兼顾与统整，使阅读效率与视
野再上一个台阶？

我找到了一个心动的方向：研
读杜威。杜威的经历比较特殊，他
本身是不折不扣的西方集大成者，
但又带有很浓厚的东方色彩。他曾
经游学中国 26 个月，选择的时机
又恰在五四运动前后，故对我们的
教育界、思想界、文化界影响深
远。今天的“六三三学制”（小学
六年、初高中各三年）、各类实验
学校、附属学校的设计，均有他的
影子。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世纪以
来的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张伯
苓、陈鹤琴等教育与文化巨匠，均
师从杜氏，而他们的实践求索，又
清晰记录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艰
难转型，意义重大。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杜威为桥
梁，对比东方和西方的异同，对比
传统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巨变，帮助
我们建立知识自信、思维自信和文
化自信，是完全可行的。心动之
余，不禁要问：阅读从哪里开始
呢，是选择他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吗？非也！还得按我们前面说的原
则选，比如 《我的教育信条》（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杜威著，2015
年版）。杜威 38 岁时，曾对自己的
教育之路，作了一个六千余字的宣
言，他一生的努力与志趣均浓缩其
中，他的不朽作品也孕育于其中。
十年前，工作节奏快，翻书时间
紧，我突发奇想地找来音频文件，
每天上下班的途中翻来覆去听，仿
佛上瘾一样。这六千字有什么魅力
呢？我们用一则笑话来解释：“八
戒在黑板上写下一个‘change’，
唐僧以为他勤学英语呢，正要夸
奖，悟空却纠正说：人家那是想嫦
娥呢！”同样是“change”，一个
当作拼音，一个看成英语，结果啼
笑皆非。由之想到：当我们有更多
元性的知识结构，有更立体的观察
维度，对事物的认知就会更逼近真
相。阅读经典带给我们的，正是在
此意义上的完善 。《我的教育信
条》 与其说是一本书，不如看成一
种目录，上面藏着许多关于“生
长”的隐秘线索，我们顺着走下
去，终会来到一扇又一扇门前，推
开所见，正是大千世界的风景。

心理学的邀请

沿着 《我的教育信条》 向下挖
掘，发现杜威的知识结构大体有四
支：心理学、哲学、教育学，以及
由社会学、生物学等组成的其他方
面。这四者合力构成了他的知识宇
宙，所以，其教育理想与实验特别
有穿透力，从民国时代一直传承到
今天。

比如，先说一说心理学。心理
学在那个年代服务于教育，算是新
鲜事。很多人都听说过心理学家艾
宾浩斯，他揭示出人的遗忘规律是

“先快后慢”。因此，当新授课讲完
之后，尽可能早一点儿复习巩固，
并增加频次，是极有必要的。但艾
氏的另一大贡献却少有人提起：人
们在第一次学习新知时，大脑就会
形成既定的存储。假使老师初次没
有讲全讲透，让学生产生歧义，乃
至错解，那后面再想扭转过来则非
常困难。这也具有非常大的教育启
示。

杜威正是看到此间的巨大潜
力，才执意将它视作教育理论与实
践的重要基础，并把研究方向定在
人体机能的特征上。例如，他发现
小孩子的视力条件，特别适合看远
处的东西，相反，对近处物体却不
大敏感。鉴于此，他主张在小学低
年级多选择室外活动类课程，而少
采取静听、默写、背诵等室内或纸
上的机械训练。

“田字格”是很多人的童年记
忆。孩子入学不久，经常痛哭流涕
地书写大小相同的字，还得横平竖
直、行行齐整。但杜威在书中直
言，他们绝非有意写得歪七扭八，
而是由于整个手掌和手指的肌肉、
骨骼、神经均发育不足，使之没有
办法精确操纵笔杆，也就不能像成
人那样，轻易完成貌似很简单的事
情。类似的事例还有很多，今天的

心理学又一日千里，如果积极化
用，至少会让教师们变得更宽容、
更自省、更理性。

这次疫情时间有点儿长，闷得
过久，孩子会需要心理疏导。家长
和教师就更需要换位思考，研究孩
子的心理结构。杜威的老师卢梭讲
过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每个孩子
都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他在他的年
龄阶段就是成熟与完整的，也就是
八岁的小孩就有八岁的完整性。所
以，当我们说要尊重和平等地看待
孩子时，绝不应故作姿态或虚与委
蛇，而是诚恳相信，这本是两个独
立主体间的交往。如此一来，教育
就会有更多的兼容性和悦纳性。

心理学不是枯燥的一种实验，
它有着非常有意思的层面。马克思
说“最一般的抽象往往都是出自于
最丰富的具象中”，所有的抽象均
是来自于细节饱满的案例中。小孩
子为什么特别讨厌学习抽象的东西

（诸如数字、符号）？根本的原因是
他们并没有经历过丰富多彩的具象
世界，他们一到学校即被要求学习
口诀、公式、算法，怎能心甘情愿
呢？知道了这些，我们就能慢慢理
解，当下“课改”与中高考的变
化，比如特别强调真实、客观的事
件情境，正是尊重教育规律的结
果。

受过杜威影响的钱穆，写小时
候有一次上 《荆轲刺秦王》，老师
居然带着一卷真地图进教室，再层
层翻开，快到头时突然里面露出一
把尖刀，老师二话不说，直接将刀
抽出，朝着教室对面的墙上扔去，
只听啪的一声响，刀打在墙上。这
一幕惊呆了全班学生，须臾间体会
了“图穷匕首见”的紧张与刺激。
钱老在 80 岁时依然记得当年的细
节，可见成功的情境设计，具有多
么重要的作用。

无尽的乾坤，有限的窄门

心理学是一道联通四方的门。
由此可说到情境，再由情境过渡到
整个思维发生与发展的过程。杜威
留给后世的遗产中，即有“思维五
步法”。最后，思维观追溯至根本
的世界观、价值观，即哲学层面。
这一切有的成为教育精神的“底层
代码”，如 《我的教育信条》；有的
落地于教育现实，如 《民主主义与
教育》 中的“做中学”和“经验改
造”，情境性、实验性、合作性兼
备，与“课改”大势合一。由此可
见 ， 经 典 作 品 也 是 “ 时 间 的 函
数 ”，且时代越进步，光芒越炽
亮。我们去翻 《陶行知选集》《胡
适文集》，也总有类似的感觉。

从我的教育经验来说，以杜威
为经典阅读的轴心，可辐射出许多
条“生长线”来，譬如一路追溯现
代心理学的妙趣、哲学的精纯、社
会学的广博。若对晚清、民国以来
的中国教育感兴趣，更可以从学
史、学制、学人等多角度铺开，所
能研究和涉猎的，简直无远弗届。
这些“生长线”汇聚多了，就可能交
织成一张“生长网”，网络不断密织
后，每一个参与其间者会对自我和
世界的了解，达成新的高度。可
惜，这辽阔世界的通道，包括那些

“生长线”“生长网”的源头，却始
于一扇窄窄的门。“窄门”源自西
方文化中的一个隐喻，指正确的路
途永远有限、永远狭窄。我们从阅
读的角度看，茫茫书海、万仞书
山，真正能渡人渡己的，可能只是
少数几部与自己相“匹配”的经
典。至于打开方式，必是千帆百
舸，各竞风骚！

唯愿天下所有读书人都能越过
窄门，终找到自己心中的“杜威阅
读”。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金沙中
学教师）

教育经典著作的打开方式教育经典著作的打开方式
邱磊

变化是如今阅读的特点。以学科核心
素养和关键能力为考查目标的语文中高考，
越来越注重对学生阅读能力的考查，核心是
阅读速度和阅读质量。语文高考的阅读量
每年在递增，正在向“万字”级挺进；另一个
风向标是“学的不考，考的不学”成为高考命
题的趋势，注重考查阅读思维和理解能力，
真正的阅读能力，学生单纯靠刷题无法取得
高分。还有个变化是语文部编教材将“一统
天下”，2019 年已经全面覆盖了义务教育阶
段所有年级。

当我们在谈论这些变化时，其实还不
够，我们还要回归到阅读本身，阅读者不能
将目光仅仅停留在考试或者教材上。因为
阅读能力不仅是考试技能，还是一个人的生
活技能和素养品性，是一个人应对复杂多变
和不确定时代的“终身能力”，更是我们为自
己建立的人生“避难所”（毛姆语）。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是学校阅
读，还是家庭阅读，都要回归阅读的真正价
值和意义，重塑阅读教育理念，从人的角
度，思考如何培养优秀的、积极的终身阅
读者。如果这样思考的话，就会豁然开
朗，从狭隘的考试观走出来，回归阅读本
质，彰显阅读价值。

一名好的读者，势必将阅读作为学习、
生活和工作的一部分。如果几天不阅读，感
觉仿佛失去了什么。正像黄庭坚说的：三
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有
人从“我者”的角度解释这句话：喜欢读
书的人，如果几天不读书的话，自己会感
到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还有从“他者”
的角度来理解这句话，林语堂将这句话解
释为：你三日不读书，别人就会觉得你语
言无味，面目可憎。热爱阅读的人不仅自
己欢欣，让人家也欢欣。

阅读，不会让我们立马改变人生，有时
甚至不会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一定会使我
们内心变得丰富和超然。作家谢有顺说过：

“因为生活的宽度广度，延展的界限，决定着
人生的质量。读一本书，似乎令自己经历了
别人的人生，感受自己没有感受过的体验，
当把许多种人生叠加之后，自己也会变得有
厚度，就显得比人家活得更多，更超越了，而
不再局限于互相去比活得好还是不好。”

好的读者是积极主动的，具有敏锐的嗅
觉，知道哪儿有“书香”，哪儿有好的书，会千
方百计觅好书：书展、书店、图书馆，甚至别
人的书柜⋯⋯对于他们来说，觅到一本好
书，就像邂逅心目中的那个“他”或“她”，是
怦怦心跳、一见钟情的感觉。积极主动的读
者不仅主动地找书，还会主动地找时间阅
读，断然不会抱怨时间太少、工作太忙、压力
太大、人生太短。

好的读者不仅“觅书”积极，阅读时大脑
也在积极思考，正如孔子说：“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有句话曾说：“如果读一
本书，从头到尾你都能读明白，作者只是把
你们共同知道的东西表达了出来，那么，对
于你而言，阅读这本书只是让你获得了一些
资讯，并没有增进你的理解力。”这种阅读会
给你带来幻觉和迷药，你以为自己学到了很
多东西。其实，你只是知道了更多的资讯，
理解力并没有提高。这种阅读只是“目光阅
读”，读者只是扫描文字，目光从左到右，完
成“阅读量”而已。

积极的阅读是“思维阅读”，是一种分
析阅读。阅读者一直在思考，运用策略和
思维，与文本进行互动和对话，不断地添
加个人思考、生活经验和困顿疑问，将一

本书越读越“厚”，如同往一堆篝火中添加
柴火，火焰喷腾，火星四溅，照亮漆黑夜
空。《如何阅读一本书》中说，阅读第三个
层次是分析阅读，是全盘阅读、完整阅
读，或是说优质的阅读——它是你能做到
的最好的阅读方式。要咀嚼与消化一本
书，重在追寻理解。

好的阅读者是一个“絮絮叨叨的自言
自语者”，总是提问自己：看懂文本了吗？
文本意思与我理解的意思有何区别？文章
到底要表达何种意思？正是在不断地自我
发问中，读者才会读出“应有之义”和“弦外
之音”。当遇到阅读拦路虎时，好的读者是
会“遇水架桥，逢山开路”的，调适和调整阅
读方法及策略，直到理解和明白文本。

正因为是积极的阅读者，还会不断联
想、联系、猜测、推理、提问和想象。在看到
书名或标题，甚至看到图片时，会下意识地
预测或猜测。在阅读中我们经常会邂逅“场
景生词”，在文本中具有独特的含义，积极的
读者会通过语境猜测“弦外之音”。

如今是“书籍泛滥但阅读饥荒”的时代，
缺的不是书籍，而是读者——好的读者。好
的读者一定不仅会选择一本好书，更会选择
适合的阅读方法，知道哪些部分要深入地阅
读，慢慢品味和咀嚼，哪些部分要快读，浏览
即可；有时甚至是略读，浮光掠影，在不同的
阅读方法间出入自如，左右逢源。

“选择”还体现在侧重点和关注点。在
阅读叙述性文本时，读者所关注的重点是人
物、背景以及冲突。读懂这三者的内在联系
和逻辑脉理，也就会豁然开朗。当读者面前
是一本非连续性文本时，关注点也发生了变
化，要经常回顾、总结读到了什么，哪些信息
是关键的，给予自己何种启发。

好的读者正是在不断地尝试、选择和甄
别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密码和图谱，但这
一定是有前提的：时间的酿造、方法的塑造
和意志的锻造。当我们将学生培养成“好的
读者”，关注阅读方法、习惯和思维时，所有
阅读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作者单位：上海市三林中学东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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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继白岩松“直播带店”之
后，“书店的春天——拯救实体书店”迎来
了著名主持人倪萍的接力行动，5 月 16
日，倪萍在抖音上以“直播带店”的形
式，帮助实体书店曝光拉动销售。本次除
了有湖北新华书店、北京西单图书大厦、
四川文轩、山东临沂书城、江苏凤凰新华
书店五家书店连线之外，倪萍还现场连线
抖音达人，联合线上主播，多方位为读者
推荐好书、推荐书店。

书店承载着许多普通人的记忆，倪萍认
为，城市中不能没有书店，因为读书是一种
成本最低而回报最高的行为。她希望有条
件的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多读书、多买
书，开拓生命的深度和宽度。为使直播达到
最佳效果，更好地支持实体书店复兴，倪萍
特意将自己在疫情隔离期间创作的六幅油
画作为礼品，赠送给参与直播的网友。“书店
的春天——拯救实体书店”活动由北京长江
新世纪主办。 （缇妮）

倪萍赠画“带店”直播

封面·读书课

最新书事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的
10堂公益读书课”

中国教育报、商务印书
馆联合主办

视觉中国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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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羽片儿跟着妈妈和外婆生活在一
起，但他学会的第一个词语却是“爸爸”，妈
妈告诉他：爸爸是一只鸟。羽片儿与生俱来
地与鸟儿有着莫大的缘分，一天，他追着一
片从没见过的羽毛，遇到了一只在风雨中迷
失了方向的黑色信鸽，这只鸽子成了他形影
不离的朋友。后来，羽片儿在每个假期都会
背上行囊，带着他的黑色信鸽一起踏上寻找
的旅程，他要去寻找自己的爸爸。在旅程
中，羽片儿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和事，这些
经历就像是一块块拼图，逐渐拼凑出一幅奇
异而温情的画面⋯⋯

这是一个关于亲情与回归家园的故事，
也是“曹文轩新小说”系列作品的第五部，书
名叫《寻找一只鸟》。有读者说，书中文字很
有画面感，阅读时像有风吹过耳际的感觉。
在近日由天天出版社举行的在线新书发布

会上，曹文轩说，《寻找一只鸟》的创作过程
就像是一颗种子成长为一棵大树：鸟儿衔来
了一颗种子，尽管从种子看不出它长成大树
后的样子，但是种子会发芽、长出叶子，一派
繁茂，最终结出很多果实，招来很多鸟来做
窝，于是就有了这个故事。但其实从种子成
长到大树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他在写作
中产生很多新的灵感和细节，这是在最初构
思时并没有，而是在写到那里时突然迸发出
来的画面，这些细节让这个故事从最初的种
子，自然生长成了现在的样貌。

《寻找一只鸟》 不仅是一部关于孩子的
成长故事，更是一部关于每个人的成长故
事。在书中，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完成的
生命课题，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新理念、
新气象、新思考”，更能从中看到作家的自
省与自信。

曹文轩新作《寻找一只鸟》讲述亲情与回归
肖路

书海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