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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为文化名人，让人“仰
之 弥 高 ”， 但 其 作 为 普 通 人 的 一
面，却难露真容。何伟俊的作品
《〈论语〉 里住着的孔子》，既延
续他此前平易、亲切的讲述风格，
又增添了解读 《论语》 的崭新视
角。作者由表及里，从人物形象深
入人物内心，聚焦孔子的人心、人
性、人情，充分发掘他的意趣、洞
见与智慧，让住在 《论语》 里的孔
子更加鲜活、生动，也让孔子于当
下人的生活有所启迪。

整体观照，洞察隐秘结构

在 普 通 读 者 看 来 ，《论 语》就
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荟萃，零散
参差。但何伟俊却以锐利眼光，发
现《论语》隐秘的“篇章结构”。他
在详细阐述《学而篇第一》之后，指
出——

《论语》 首尾照应，内容相互
贯通以升级，就像地球围绕太阳
转，形成周而复始、完美无瑕的
圆，体现了孔子“吾道一以贯之”

的思想，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还发现孔子的四个核心思

想——学、仁、道、礼，在开篇都
一一呈现，而后面的篇章，主要就
是对这四方面理念的深入阐释和逐
步丰富。有些篇章内容相对集中，
具有内在的系统性：《里仁篇》 重
点谈仁；《公冶长篇》 主要记录孔
子对弟子们的评价⋯⋯作者轻轻一
点，传统文化的经典之灯更亮更明
了。

何伟俊之所以看到 《论语》 的
隐秘结构，是因为他在实践中摸索
到一种与传统文化阅读相应的读书
之法。他在书中反复强调：“阅读

《论语》，一章中的前后句要连起
来、合起来思考、琢磨，不可分
割；一篇中的各个章节和全书的各
篇也要融通起来，互证互验，加深
理解，领悟其中的奥义。”“在阅读

《论语》 的过程中，‘整体’‘联
系’需要时时放在心上。”

阅读传统文化经典，除了具有
“如琢如磨”的苦学精神，还要有
“瞻前顾后”的巧学智慧。一个优
秀的读者，总能在只言片语间建立
有效联系，将零散细碎的内容结构
化，在反刍中以求融会贯通。

还原生活，聆听言外之意

《论语》 的不少篇章，是孔子
与其弟子的对话。但对话以文字的
形式，跨越千年呈现于我们眼前，
其原本想要传达的意义已经打了折
扣。纸面的文字就像一具灵魂出窍
的躯体，尽管它有声音，但那声音
已不是说话人的原声，而一个人说
话的语气、语调对言语意义的传递
至关重要。

何伟俊采用一种简单而又高明
的方法——还原生活，从理解人的
角度来阅读 《论语》，聆听文字的
声音，进而追寻人的心声。作者站
到 《论语》 的生活现场，与孔门师
生一路同行。

《学而篇第一》 ——子曰：“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
亦 君 子 乎 ？” 何 伟 俊 以 自 己 的 想
象，将这段话还原成生活事件。时
间、地点、场景、人物、情态⋯⋯
一应俱全，合情合理，让人身临其
境：2500 年前，鲁国国都曲阜，
阙里街道。热闹的春节过后，孔子
学院又迎来一批新入门弟子。开学
第一课，夫子寄语什么呢？孔先生
微笑着，用亲切悠扬的语调对席地
而坐的弟子们说⋯⋯

在还原生活的阅读中，何伟俊
始终关注易被人忽略的语气。他从
孔子说话的语气上揣摩他的内心期
望，实现对人物语言深层意蕴的领
悟与把握。在比较中，他得出自己
的解读：“孔子面对弟子们，用激
荡思维波澜、引人深思的口吻表达
了自己的心愿和希望。”“反问语
气，不仅仅是强调语义，更是与弟
子们推心置腹，和弟子们说心里
话，引发、启迪他们思考。”

这种还原生活的解读方法，将
三句看似没有关联的话放在同一语
境之中，这三句话的内在联系也就
显露出来。文字不是意义本身，将

文字还原成一段生活，它才成为通
往意义之城的路标，指引读者跋山
涉水，最终抵达。

审之辨之，把准解读分寸

朱熹说：“看 《论语》，且将诸
家相比并看，自然比得正道理出
来。”何伟俊读 《论语》，没有停留
于“比并”，而是审之辨之，批判
性地得出自己的“判断”。他追本
溯源，弄清每一个字的本义、引申
义。以平常心看待 《论语》 诠释中
存在的争议，在一一呈现多种解读
之后，作者总能一一提出疑问，给
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如，“攻乎异
端，斯害也已”这句话，常有两种
解释：一是攻击、批判异端邪说，
祸害就没有了；二是攻击不同于自
己的异端学说，反而是有害的。何
伟俊从 《诗经》“它山之石，可以
攻玉”的“攻”说起——“攻”为
加工、雕刻之意，可引申出“深入
研究”之意。孔子的这句话可以解
释为：“有了分析、研究、辨别的
功夫，就能不被异端所妨碍、迷
惑，异端的祸害也就没有了。”

何伟俊把孔子的很多话放在
“学习哲学”的框架里解读，其意
义自然显露。试想，作为教育家的
孔子，对于“异端”，他是否只会
告 诉 学 生 “ 学 习 异 端 ， 是 祸 害
啊”，或者发动弟子们去“攻击批
判异端，以消除其危害”？在何伟
俊的心里，“面对‘异端’，孔子的
做法是引导弟子们‘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经过这样的独立
思 考 和 判 断 ， 即 使 真 的 是 ‘ 异
端’，也不会对自己产生危害”。

这种解读持之有据，言之有
理。从这些分寸适宜的解读中，我
们可以看到作者对孔子思想与人品
的真切感受和由衷敬佩。

何伟俊以治玉之功治学，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地阅读 《论语》。
他的 《〈论语〉 里住着的孔子》 会
让更多人了解 《论语》 并走近孔
子。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工
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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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冬俊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曹前发研究
员的新作《建设美丽中国——新时代生
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是第一本系统
权威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著作。
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后即得而展读，
深受启发。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
研究专家、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
任金冲及先生为本书作序，高度肯定本
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他指出：“本
书力求体现中央的要求，结合中国新时
代实际，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条理分明，颇多心得，还回顾了习近平同
志从年轻时起对生态文明的关怀，展现
出他深厚的人民情怀，读来令人感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从“关系人民福祉，关
乎民族未来”的高度，传承中华民族传
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把
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建设美
丽中国目标，始终坚持生态兴则文明
兴、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坚持良好生态环境
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山水林田湖
草是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

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建设美丽
中国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
建设，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
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
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
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者在书
中从理论上对这一思想体系进行了深刻
的论证和阐述。

同时，本书也具有突出的实践性、生
动性特点。作者以浙江余村、浙江安吉、
河北塞罕坝林场、内蒙古库布其沙漠、贵
州贾西村、山西右玉、陕西延安、新疆阿
克苏为典型案例，介绍坚持“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实践，将理论阐述与实践
案例结合，更有说服力。

书中系统收录了习近平同志关于生
态文明建设的简明、生动、形象表述：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你善待环境，环境是友好的；你污染
环境，环境总有一天会翻脸，会毫不留
情地报复你。这是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做到人与自
然和谐，天人合一，不要试图征服老天
爷。”“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
命共同体”。“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

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
题。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
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只
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
利用自然上走弯路。这个道理要铭记于
心、落实于行。”展现出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是习近平同志从年轻时起对生态
文明关怀的长时间积累。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实现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人人有责，需要人人参与，各
级学校需要将生态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
内容。习近平同志曾深情地说：“每年
这个时候与同学们一起植树，感到很高
兴。希望同学们从小树立保护环境、爱
绿护绿的意识，既要懂道理，又要做道
理的实践者，积极培育劳动意识和劳动
能力，用自己的双手为祖国播种绿色，
美化我们共同生活的世界。”在青少年
学生心中确立生态文明观，是关系生态
文明建设前景的一件大事，极为必要。
本书体系完备、语言通俗、图文并茂，
是一本适合广大青年学生学习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的优秀读物。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评《建设美丽中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

储朝晖

1.五星红旗

本书是一本纪实图集，以照片纪
实的手法，记录了五星红旗在不同场
合飘扬的庄严时刻，比如，科学工作
者攀登上珠穆朗玛峰手擎国旗的照
片，我国运动员登上领奖台升起国旗
的照片，举国欢度国庆家家户户挂满
国旗的照片。每一幅珍贵的历史照
片，都配以清晰的文字说明，不仅展
现了国旗，记录了国旗背后的故事，
还介绍了国旗的诞生、国旗法等国旗
知识，是对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的好素材。敬仰国旗、爱护国旗是每
一名小学生的必修课。阅读这本书，
会使学生更加热爱五星红旗，更加热
爱祖国，懂得要用实际行动为五星红
旗增光添彩。本书图文并茂、生动有
趣，适合一、二年级学生阅读。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高级教师
姚煊）

2.读图识中国

本书将我国很多有代表性的自然
和人文景物呈现在地图中，并配以翔
实的文字说明，使我们可以足不出户
便领略到祖国的山川美景、风土人
情。书中小朋友淘淘跟随丁博士，以
我国 34 个省级行政区为单位，游历祖
国的山水，领略各地的风貌，如四川
的大熊猫、陕西的兵马俑、新疆的瓜
果、台湾的阿里山、香港的紫荆花
等。同时借丁博士之口，讲述了许多
地理方面的知识，增强了阅读的深
度。本书采用晕渲的手法表示地貌特
征，并叠加绘画、照片，将不同省份
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结合，刻画

细致，形象生动。阅读这本书，可以
让爱国主义情感更加生动、可感地浸
润在学生的心灵中，适合一、二年级
学生阅读。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高级教师
姚煊）

3.中华人物故事汇·中华先
锋人物故事汇

本套书共有 15 册，分别讲述了王
杰、王选、王进喜、中国女排、中国
航天员、孔繁森、华罗庚、杨善洲、
谷文昌、张海迪、钱学森、常香玉、
焦裕禄、雷锋、廖俊波等中华先锋人
物的先进事迹。儿童文学作家们用亲
切轻快的笔触，通过一个个生动的故
事，介绍了这些中华先锋人物的动人
事迹。他们虽然身份不同，所做的工
作不同，但是在他们身上都展现了爱
党、爱国、爱人民的情怀，爱岗敬
业、勇于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中华的
先锋、国家的栋梁，更是引导少年儿
童健康成长的灯塔。阅读这套书，可
以激发小学生学榜样、立志向的决
心。本套书故事情节引人入胜、语言
生动，适合老师、家长与小学一、二
年级学生一起阅读。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高级教师
姚煊）

4.萝卜回来了

方 轶 群 撰 文 、 严 个 凡 绘 图 的
《萝卜回来了》 是中国原创图画书中
的 经 典 作 品 。 故 事 采 用 反 复 的 结
构，描写小兔把捡到的萝卜送给小
驴，小驴又把萝卜送给小羊，小羊
又送给小鹿，最后小鹿又把萝卜送

给了小兔。在单纯、有趣的故事的
展开过程中，耐人寻味地传递出关
心、关爱这一主题，具有帮助儿童
心智成长的审美教育价值。这本图
画书的文字故事非常契合图画书绘
画的翻页节奏，图文相辅相成、相
映成趣，具有一加一大于二的艺术
效果。《萝卜回来了》 自出版以来，
不仅深受国内儿童读者的喜爱，在
一代又一代儿童读者中流传，而且
还被翻译介绍到好几个国家，成为
具有国际影响的作品。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导，儿
童文学研究所所长 朱自强）

5.没头脑和不高兴

《没头脑和不高兴》是儿童文学作
家任溶溶的短篇童话代表作。作品塑
造了两个有缺点的孩子：一个是“没
头脑”，他常常丢三落四、差错不断，
做事“没头脑”；一个是“不高兴”，
他总是喜欢跟人反着来，开口就是

“不高兴”。他们对自己的缺点都不以
为然。在神奇的魔法下，他们变成了
大人。当了工程师的“没头脑”设计
了一座摩天大楼，却忘记了设计电
梯；当了演员的“不高兴”在 《武松
打虎》 中扮演老虎却偏不高兴死去，
打得没完没了。他们亲身体验了自身
毛病带来的危害，在重新变回小孩后
意识到要改正缺点。故事构思巧妙，
现实与梦境过渡自然，人物形象个性
鲜明，语言朴素简洁，风格夸张幽
默，富有亲和力，传递出生存、生活
的智慧。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谈凤霞）

6.儿歌300首

儿歌是以低幼儿童为主要接受对
象的具有民歌风味的简短诗歌，大多
反映儿童的生活情趣，内容浅显，篇
幅短小，语言活泼，节奏轻快。金
波、郑春华等著的 《儿歌 300 首》，是
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儿歌精品，十分
适合低幼儿童听赏、阅读。全书分为
生活儿歌、童趣儿歌、游戏儿歌、绕
口令儿歌、谜语儿歌、数字儿歌、催
眠儿歌、教育儿歌等八大部分，既有
金波、鲁兵、薛卫民、郑春华等儿童
文学作家诗人的原创儿歌，又有不少
传统民间儿歌佳作，童心童趣童声荟
萃，好读好听好记兼具，并配以精美
插图，完全是中国风格中国味道，是
幼儿读物的上乘之作。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王泉根）

7.小巴掌童话

《小巴掌童话》是儿童文学作家张
秋生的短篇童话集。“小巴掌童话”一
词，言其可爱，又言其短小。《小巴掌童
话》营造了一个想象丰富的童话王国。
这个国度有躺着会讲故事的小枕头，有
挂满星星的小村庄，有和狮子握手的小
老鼠，还有喜欢玩滑滑梯的小星星和洗
澡时爱唱歌的青蛙。书中没有激烈的
角色冲突，没有跌宕的情节营造，但还
是很能吸引孩子们的兴趣。作家在童
话中蕴含着尊重、爱意、平等、互助、独
立等价值观，是儿童成长过程中重要的

“精神维生素”。《小巴掌童话》短则三四
百字，长则七八百字，情节简单，亲切自
然，打破了诗与童话的界限，梦幻和生

活的界限，把小学生领进了一个真善美
的多彩王国。

（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 王林）

8.小马过河

《小马过河》是彭文席创作的优秀
寓言故事。它表现的是以往寓言故事
中较少涉足的认知主题，具有鲜明的独
特性。小马要过的河，老牛说水很浅，
小松鼠说水很深，困惑的小马去问妈
妈，在妈妈循循善诱的引导下，小马自
己尝试着渡过了河。这个故事涉及哲
学上的相对论，让读者体悟到从不同的
立场观察，会产生不同的对事物的认
知。另外，小马所经历的故事也蕴含着

“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自去尝
一尝”这一经验主义哲学所主张的获得
知识的方法。难能可贵的是，《小马过
河》寓哲学的认知于形象生动的故事，
于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之中，促进着儿
童认知能力的发展。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博导，儿童
文学研究所所长 朱自强）

9.吃黑夜的大象

《吃黑夜的大象》是当代儿童文学
作家白冰的童话故事集。这些故事生
动有趣，充满想象力和生活智慧。贯穿
于每个故事之中的是作家对幼童的无
限关爱之情。他懂得孩子，尊重孩子，
同时不忘引领孩子。作品构思巧妙，欢
快幽默，又渗透着情感和思绪，切合儿

童读者的心智成长特点和审美情趣，引
发他们对生活的思考。作者从孩子的
日常生活中取材，引领他们克服种种心
理障碍，热爱生活，学会分享，学会与人
相处，学会付出爱，并领悟生活的真
谛。插入故事中的儿歌朗朗上口，是故
事的有机组成部分。孩子们通过快乐
故事的分享和儿歌的朗朗诵读，能够启
发心智，涵养品性。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
红叶）

10.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儿童文学作家郑春华创作的 《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是一部当代儿童
文学精品。作品描写了普通的三口之
家每天发生的趣事，直击当代儿童生
活现状。大头儿子在充满温暖和欢乐
的生活里一天天长大，懂得了怎样去
尊重别人，怎样去面对困难，怎样把
自己的爱分送给大家。作者以儿童的
感受形式、思维方式、叙事手法，艺
术地诠释和构建了一个温馨和睦、两
代人互相沟通理解的幸福家庭，塑造
了“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的可
爱艺术形象，同时在儿童文学“浅语
艺术”的把握上提供了可贵经验。《大
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作为中国当代低
幼文学的经典之作，赢得了无数小读
者与家长的喜爱。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王泉根）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笔者蜗居家中，翻读加缪的《鼠疫》，心底
泛起波澜，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震撼。

作者阿尔贝·加缪以里厄医生的视
角，将读者带入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奥兰，
一座被阴郁天气笼罩着的滨海小城。一
天，大量老鼠的无端死亡，骤然掀翻了人
们生活的常态。瞬时，一些人在日常的
麻痹和散淡中葬送了生命。奥兰也随之
被隔离，成了“孤城”。

因为害怕传染，人人口含据说能防
病的薄荷药糖，乘公交车时人们背靠背，
怀着戒心疏远邻居，对身体的微小不适
疑神疑鬼。没得病的人心烦意乱，染病
的人更是经受着双重的痛苦，2020 年 1
月 23 日，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封城，黄冈
市封城，一个小小的肺炎有着摧毁性的
力量，像一张网罩下来，无处遁逃，骇人
听闻。笔者居住在黄州城，很多家庭许
久没有了门铃声，从未有过的感觉。

《鼠疫》是一本先知小说。特殊时期
读《鼠疫》更能体会这部小说独到的艺术
魅力，加缪细致入微的心理和感情变化
的描写，淋漓尽致地刻画了鼠疫灾难中
的人生百态和城市乱象。和平而繁荣的
生活，祸从天降的突兀，人们的突然恐
慌，困守的无奈与绝望，个体融入集体的
不得已，人的无序与自我反省⋯⋯作者
以冷峻的笔法，描述人们的心态由侥幸
转为恐慌，又由恐慌转为渐渐适应，如树
叶之纹理，像生活本身那样浑然、自然。

小说的主人公里厄医生是个真正的
英雄，他敬业，为人正直，有着坚定的信

念，在困境中展开一场胜负未卜的抗
争。作为“吹哨人”，他促使当局做出封
城的决定。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成天
奔忙在病人中，还要面对无知和愚昧。
他有慈爱的老母，有远在疫区之外的妻
子，他也眺望窗外明媚的春光，但他首先
想到的是“眼前摆着的是病人，应该治愈
他们的病”。

他忘我利他的精神感动了周围的
人，鼓励了更多的人投入到与鼠疫的斗
争中。朗贝尔是巴黎一家媒体的记者，
奥兰的过客，不幸被困在了鼠疫流行的
城里，与心爱的人分离，对死亡的恐惧，
使他千方百计想要逃离这座可怕的城
市，就在朗贝尔努力即将成功之际，得知
里厄医生的妻子同样也在城外时，他内
心受到触动，感觉“朗跑跑”是一种可耻
的行为，于是毅然决定留下来和大家一
起战斗；那个患哮喘病的老头儿，足不出
户，日复一日地在家中数鹰嘴豆，当全城
的人都在为鼠疫惶惶不安时，他却依然
故我，渡尽劫波，万死犹生，于他，鼠疫就
是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

而今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加缪的不可
同日而语，但瘟疫仍然是一种实验室，可
以研究人类面临时的态度。在鼠疫刚流
行时，奥兰的行政当局在瘟疫面前无所
适从，有关部门效率低下，并且不愿意把
真相告诉广大民众，甚至抱有幻想，以某
种假想制定决策⋯⋯奥兰几位有科学精
神的医生坚持：“同鼠疫作斗争的唯一办
法就是诚实。”

“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

于应该蔑视的东西。”危难时刻，中华儿
女千千万万个“里厄医生”出现了，他们
从温暖、安逸，从爱人的怀抱里，从幼儿
的哭泣里，从父母的叮咛里，毅然决然，
走进灾难的中心，走向抗疫的战场，和时
间赛跑，同病魔决战，与死神较量。

小说的结尾，鼠疫如同它来临时一
样突然地结束了。当然，幸存者为此欢
欣鼓舞，他们庆幸噩梦终于消逝，被鼠疫
中断了的生活又可以继续下去了。如果
认为《鼠疫》所提供的仅是这些令我们感
到半是亲切半是尴尬的疫期生活细节，
就未免太停留在了表面。真正可悲的不
是“鼠疫”，而是在“鼠疫”之后我们的生
活一切照旧。对于加缪来说，鼠疫只是
一个象征。“祸”从口入，踏实的肺远比欲
望的胃重要，那些威胁着人类幸福的东
西始终存在。

诚然，灾难不可避免，每个人都有再
次卷入的可能。“在隆冬，我终于发现，我
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当下，我
们阅读加缪，体会其中蕴含的理性而深
邃的精神内涵，并从他的文字中感受这
种力量。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冈师范学院图
书馆）

理性的光芒
——读加缪《鼠疫》

黄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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