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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出版“哈利·波特”系
列中文版 20 周年，也是我成为“霍格
沃茨学子”的第十九个年份。

我是在初一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
“哈利·波特”的。我看着哈利走进霍
格沃茨魔法学校，从 11 岁长到 17 岁；
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读完了“哈利·波
特”系列的 7 本书，从 12 岁长到了 18
岁。书中的很多人物就像我的伙伴一
样，陪伴我度过那段富于激情也易于
感伤的时光。

在我深陷青春的沼泽时，是哈利、
赫敏、罗恩、卢娜，用他们的所作所为
赋予我勇气、给予我启迪；在我形成自
己“三观”的人生阶段，是霍格沃茨魔
法学校的教导，塑造了我应对现实问
题的基本立场：反对偏见，反对歧视；
追求平等，包容多元。

在我填报高考志愿时，也是英国
作家 J.K. 罗琳创作的这部文学作品，
成为我最终选择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重
要动因。大三时，我更是将“哈利·波
特”作为研究对象，尝试调动自己的生
命经验，运用我在北大课堂上习得的
理论与方法，对这部既深刻地影响了
自己，也广泛地影响了自己同代人的
文学作品与文化现象展开深入的探
讨，最终完成了一篇 5 万字的本科学
年论文。这篇论文获得了指导老师的
嘉奖，也带给我很大的信心，激励我走
上以学术为业的人生道路⋯⋯

霍格沃茨学子的阅
读游击战

时光荏苒，我已从一名霍格沃茨
学子变为一名大学老师，而“哈利·波
特”系列也已经进入了新课标语文教
材和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生阅读指
导目录》。今天的学生可能很难想象，
当我还是一名中学生时，阅读“哈利·
波特”曾经是一件触犯禁忌的事情。

我高一时候的语文老师是一位相
当开明的先生，我的 cosplay （角色
扮演） 首秀就是在他的鼓励下完成
的。当时，学校举行诗歌朗诵比赛，
绝大多数同学都是从人教版的教材与
读本中挑选文学史上的经典诗歌作为
朗诵篇目，而我却撰写了一首悼念哈
利的教父“小天狼星”的原创诗歌。
为了更好地进入情境、抒发感情，我
决定穿扮成哈利的样子去进行朗诵。

正是在那位语文老师和我的家人的共
同支持下，我从一个如今已不复存在
的网站购置了一套霍格沃茨校袍和格
兰芬多围巾，完成了我人生当中的第
一次cosplay表演。

不过，我高三时候遇到的语文老
师就是另外一番模样了。她曾经说过
这么一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高三来了，禁止你们再读长篇小说。”
在她的教学方案里，高三的时间应当
尽可能地用来在题海里奋战，而不能

“浪费”在“课外闲书”之上。然而，我
高三的秋季学期，恰逢“哈利·波特”系
列的第六部出版，像我这样的霍格沃
茨学子怎么能放弃自己的“魔法学
业”呢？于是，我就背着那位四处巡
视的“麻瓜老师”，同身边其他几位

“霍格沃茨同学”一起，在课后争分
夺秒地抢读最新出版的 《哈利·波特
与混血王子》。

从小说中汲取反抗
乌姆里奇的勇气

在“打游击”的过程中，我会有意
识地在小说阅读与知识面拓展之间建
立起良性的循环。比如，当我读到“哈
利·波特”中关于血统偏见与种族歧视
的段落时，读到赫敏这样的“麻瓜出身
者”是如何被扣上“泥巴种”的蔑称，读
到家养小精灵是如何遭受奴役而又追
求自由时，我就会联想到在历史书中
读到的关于法西斯主义与平权运动的
知识。在我的知识图谱中，奇幻世界
的故事情节与人文社科的知识点不断
发生诸如此类的互文关联，前者的感
性力量与后者的理性力量相互激发，
增强了我的感悟与理解。

与此同时，我还会去深究“哈利·
波特”的故事情节与世界观设定背后
的灵感来源与文化积淀，将浓厚的阅
读兴趣转化为求知动力，借助各种课
外书籍与网络渠道，获取西方文化、西
方历史等领域的信息与知识。

由此收获的阅读体验与批判性思
维，由此拓展的知识结构与跨文化视
野，也为我的作文增添了很多独异于
人的灵感与创意。然而，在高三年级
的语文教研组里，却还有另外一位老
师，不但多次给我的作文打了很低的
分数，还让我放弃在他看来“根本不适
合高考考场”的作文风格，劝说我模仿

他的议论文模板来写作。
面对两位语文老师的施压，我再

次从“哈利·波特”中汲取勇气。我
将他们视作哈利五年级时遭遇的黑魔
法防御术老师——思想僵化甚至滥用
职权的乌姆里奇，同时非常“中二”
地将自己代入到反抗乌姆里奇的“邓
布利多军”的位置，努力在高压之
下，继续坚持自己的阅读方式与写作
风格，继续葆有自己的棱角与个性。

最终，我考取了我们市那年的
高考文科最高分，成为全市唯一一位
考入北京大学的学生，并且在进入北
大燕园的第一个学期，就将自己多年
的体验与遐想转化为 15 万字的文
稿，出版了我人生中的第一部著作

《我的哈利·波特：哈7大猜想》，从
此开启了自己的文艺评论与文化研
究之路⋯⋯

在共享喜怒哀乐的
过程中获得英文的提升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哈利·波
特”陪伴我不断更新自己的人生履历，
而我也陆续收藏了好几套新版本的

“哈利·波特”图书，其中既有封面设计
焕然一新的纪念版，也有插画令人赏
心悦目的彩绘版，还有便携性极佳的
20 卷本特制版。而我个人最喜欢的，
要数人文社推出的中英双语对照版，
它使用了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提供的
最新修订英文版与翻译家马爱农主持
修订的中文译本，并且在排版方面严
格地实现了逐段逐句的双语对照，便

于读者进行对照阅读。
在我看来，阅读“哈利·波特”英文

版，对于提升英语阅读能力是非常有
帮助的。高中时的我并没有多做什么
额外的习题，但我的英语成绩一直都
是名列前茅，在高考当中更是取得了
全市最高分。我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
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我坚持
阅读“哈利·波特”英文原著的课外积
累。

早在中考之后的那个暑假，我就
从网上购入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英文版，一手捧着沉重的原著，一手
翻着厚如板砖的词典，花了一个多月
的时间，艰难地将书读完，最后目睹了
小天狼星的牺牲，将盈眶的泪水化作
那首悼亡的诗歌。高二升高三的那个
盛夏，我又购入了《哈利·波特与混血
王子》英文版，借助手头的电子词典，
从蜘蛛尾巷读到了凤凰的挽歌⋯⋯在
跟随哈利一起冒险，与他共享喜怒哀
乐的过程中，我的词汇量与阅读理解
能力也随之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相比起当年的我，今天的学生拥
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读者可以在欣赏
罗琳所书写的通俗而又洗练、优美而
又传神的英文叙事的过程中，随时对
照人文社多位翻译家联手带来的信达
雅的中文译本。我相信，只要你认真
地投入阅读，你的英语能力一定能在
潜移默化之中自然而然地获得提升。

我在此由衷地欢迎莘莘学子，与
我共结霍格沃茨的校友情缘。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首
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霍格沃茨是我的霍格沃茨是我的““母校母校””
林品

“阳刚阅读”，是中国少儿军事文学
开拓者、陆军退役上校八路首创的概
念。基于对儿童普遍缺乏阳刚品质的
担忧，这位军旅作家用儿童视角还原时
代背景，将阳刚品质融入到一个个少儿
军事文学故事里，创作出教会孩子“学
会生存，成为强者”的《海军陆战队》《特
种兵学校》《少年特战队》等作品。

在不久前由大连出版社、河北少

年儿童出版社举办的八路少儿军事文
学阅读分享会上，清华附中永丰学校
副校长杨莹对阳刚品质缺失的现状谈
了自己的看法，并从家庭、学校、社会
三个维度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成长
过程中少了阳刚品质，就像食物中少
了盐、骨骼中缺了钙。一旦遭遇挫折，
孩子往往就一败涂地、一蹶不振。”

八路介绍，他的很多作品都是根
据真实经历创作的，书中的主人公大
多有原型人物。“我写的第一本书就是
为我儿子写的，书中主人公也是以我
和我儿子为原型。”他把教育学中“做
中学，学中做”的理念引入到军事小说
中，提倡在实践中学习知识，历练本
领。除了鲜明的军事特色，书中还有
很多其他题材不能表现的元素，比如

时代大背景、大量困境求生技能、前沿
的科技知识、浓郁的励志色彩等。

“要勇敢、智慧、有担当⋯⋯你可
以外表柔弱，但内心一定要强大；这不
仅仅是对男孩提出的要求，对女孩也
一样，因为这是一种内在的品质。尤
其是有担当这条，我觉得非常重要。”
八路说，“军旅生涯对我最大的影响是
养成一些好习惯，形成一些好品质，比
如不找借口、尊重规则、永不放弃、学
会忍耐、崇尚荣誉等，我把这些称之为

‘军营法则’。”为此，八路梳理出30条
“军营法则”，并将之化为故事的“底
料”。在书中，主人公经历训练场的磨
炼、战场的洗礼，不断走向强大的过
程，就是涵养小读者阳刚品质的过程。

八路坦言，曾在受邀到很多小学

去讲授国防教育课时发现，孩子们对
国防的关注不够，只停留在对武器装
备的热衷上。“我认为在当今时代，不
参军尚可理解，但是不能没有关注国
防的意识和理念。”

中国青少年宫协会阅读推广部部
长季琳一直致力于推动“红读计划”，
该计划惠及 400 余万名儿童。她认
为，八路少儿军事文学是培养孩子国
防意识、塑造孩子坚毅品格的优秀读
本，“我女儿是八路老师的铁杆粉丝，
把陆、海、空一系列作品都集齐了，反
复阅读、爱不释手”。

阅读分享会上，大连出版社、河北
少年儿童出版社共同向中国青少年宫
协会、清华附中永丰学校捐赠了八路
少儿军事文学作品。

少年儿童需要“阳刚阅读”
李明

读家报道

阅读推荐

《六极物理》（接力出版社）是一本把
整个物理学的前沿知识，系统地用简明的
语言和极少的公式写下来，给不是物理专
业的人看的科普书。记得我读中学时，班
上很多同学都对物理有着浓厚的兴趣，但
到后来只有很少的人去学物理。原因之
一是大家有各自感兴趣的领域，但另一部
分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害怕大学物理书上
一堆一堆的公式，觉得自己可能学不好。

那么真正做科研，需要会算公式
吗？可以说有的领域需要，比如建造粒
子物理的对撞机的那些人，当然需要会
计算各种费曼图。而有的领域不需要，
比如 Leonard Susskind（李奥纳特·苏
士侃）做的一些工作。作为一个不是物
理专业的人来说，能理解这些工作是怎
么回事就很开心了，并不需要真正像做
科研一样，把所有公式都理解并熟练运
用。怎样才能在不看到很多公式的情况
下理解这些内容呢？当然就需要一个领
路人来告诉大家了，严伯钧老师就是这
样的人，他所著的《六极物理》可以帮大
家建立起物理直觉，在不需要公式的情
况下就能理解物理的精髓。

物理直觉一直都非常重要。很多人
能学好牛顿力学，是因为牛顿力学跟大
家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我们研究单
摆，自己拿绳子系一个球就可以在家里
玩。但是现在物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尖
端，很多东西不可能拿到实体在家里
玩，自然也就想象不出来是什么样子
的。科学家研究这些东西并把结果写成
公式，很多人就算拿着这些公式算出结
果了，直觉上可能也没有理解。但是这
个领域顶尖的人，可能一眼就看出计算
的毛病，靠的就是物理直觉。

这本书就是从极快、极大、极重、
极小、极热、极冷六个方面，帮助大家
建立物理直觉。这些极，都超出了我们
日常生活所能直接接触到的事物，也就
是说，我们没法把这些东西拿到家里来
做实验，但看了这本书，就好像我们真
正看到了这些东西一样。

比如极快篇，通过普朗克和爱因斯
坦的火车实验，来阐明狭义相对论的一
些原理。爱因斯坦坐在火车上以接近光
速的速度运行，普朗克在地面上看爱因
斯坦，两个人测量的光速是一样的。然
后普朗克觉得爱因斯坦时间慢了，爱因
斯坦觉得普朗克时间慢了，说明了钟慢
效应。后面又用同样的例子说明了尺缩

效应，同时的相对性和刚体悖论。在现
实生活中，我们远远到不了这么高的、
让我们能感受到相对论效应的速度，但
跟着这本书，我们好像身临其境，真的
看到眼前有爱因斯坦和普朗克这两个
人，我们好像真的能跟普朗克交流，普
朗克告诉我们，“你看，爱因斯坦那边
的时间怎么过得那么慢呢”。渐渐地，
读者的心中就能培养出这样的物理直
觉。虽然我们没法坐上宇宙飞船去遨游
一圈，可是当我们闭上眼睛，真的就可
以想象出，在未来也许我们的朋友坐上
了这样的飞船，我们和他们所看到的空
间、所体会到的时间是什么样子。

类似的例子同样也可以在书中找到
很多，读者好像可以在大脑中建立这样
的实验室：一闭上眼睛，就可以把整个
宇宙想象出来；可以把自己缩小成蚁人
那么小，看看原子长什么样子；可以像
超人一样进入太阳的中心，看看核聚变
是怎么发生的。这可能是我们从小就梦
寐以求的，我们想看看，这样的世界是
什么样子的。

这样的物理直觉对物理的学习非常
重要，因为只有眼前出现了这样的物理
场景，看到发生了什么，才知道该用什
么样的公式去形容眼前的场景。从这个
角度说，《六极物理》 不仅对非物理专
业的物理爱好者和有志于学习物理的高
中生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物理专业的本
科生来说也有一定的帮助——因为很多
人只是停留在会背书上的公式、会套公
式考试算对的层次，他们其实不会有身
临其境的感觉，所以这本书会对很多人
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

（作者系斯德哥尔摩大学物理学博
士后）

物理直觉：开启物理之门的钥匙
周思益

作为散文名家，赵丽宏也是作品被
收入语文课本里最多的作家之一。近日，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推出赵丽宏
新作《明亮的黑眼睛——赵丽宏致小读
者》，并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

《明亮的黑眼睛》是一本书信体散文
集，由 25 封信组成。赵丽宏从爱国、亲
情、励志、品质、成长五个方面，讲述自己
亲历的或温暖、或感人、或励志的人生故
事，解答孩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全书文字优美典雅，富含哲思和抒情意
味，带领孩子们走进色彩斑斓的世界，为
他们打开文学与人生的艺术大门。

“人活的就是感情。”著名儿童文学
作家金波说，读这本书的时候，自己仿
佛看到了赵丽宏在书背后的目光，那是
他回忆亲情、手足之情等温暖的目光。
书中有很多精彩的句子让人过目难忘，

比如，他认为亲情的记忆是精神的财
富，有着丰富感情的人才符合“人”这
个高贵的称号⋯⋯这都是点睛之笔。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曹文轩看
来，书中的文字和绘画完美地诠释了关
于成长等核心话题。赵丽宏不仅以过来
人，更以一个诗人的浪漫主义胸怀和见
解，推心置腹地和孩子们谈他对成长的
体会和认识。

赵丽宏坦言：“写这本书不是为了
教育人，而是想对读者说一些心里话。
从事文学写作的半个世纪以来，我目睹
了中国的沧桑巨变，我想将人生的经历
和体验，以及对生命、自然、世界的观
察和思考，和孩子谈一谈，也是对曾经
给我写信、向我提问、向我求教、和我
讨论，却无法得到我一一回复的那一部
分孩子的弥补。”

赵丽宏致小读者25封信——

“我想和孩子谈一谈”
肖路

麦田守望

《哈利·波特与凤凰社
（英汉对照版）》

［英］J.K.罗琳 著
马爱农 马爱新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