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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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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童年河

如果说人生是一条河流，那么童年
就是河流的源头。它对人生之河的趋
向和品质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当代
作家赵丽宏的小说《童年河》以儿童的
眼光和写实的笔法，讲述了主人公雪弟
从农村来到都市后的种种经历，展现出
浓烈的旧日情怀，闪耀着淳朴的童真和
人性魅力。作者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
的闪光事物，着力表现亲情、友情、乡
情，以及悲悯情怀和对未来美好生活的
向往；通过人物与人物、人物与环境之
间的关系来揭示少年儿童的心灵成
长。小说用如诗的文字展现出一帧帧
上海老照片，诉说着一件件温馨往事，
诗意盎然，感人至深，语言亲切流畅。
阅读《童年河》，可以让青少年永葆纯真
的童心、善良的品质，憧憬并创造出美
好的人生。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高峰）

82.草房子

曹文轩的《草房子》描写在一个叫
“油麻地”的风景如画的南方小村子里，
有一所校舍都是一色的草房子的“油麻
地小学”。小说用充满水乡记忆的诗意
语言，讲述了这所小学里的儿童、老师，
以及周边的人的故事。全书共九章七
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一个核心人物，
故事相对独立，而所有的故事又由主人
公桑桑的生活串联起来。桑桑见证了
身边人所经历的人生困境和磨难，也体
验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扶持、温
暖。在这个过程中，桑桑在成长，从一
开始的充满各种奇思妙想、经常捣乱，

到变得懂事、坚强。小说用充满诗意的
笔触抒写了人情、人性、自然之美。作
者葆有“追随永恒”之心，使得这部描写
过去的故事的作品，有着打动今天的孩
子乃至成人的力量。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
员 叶丽新）

83.男生贾里全传

《男生贾里全传》是当代作家秦文
君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描写了聪明机
智又热情的男生贾里在进入初中后所
经历的故事。全书用生动活泼、轻松幽
默的笔调，真实地反映了当代中学生的
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具有浓郁的时代
特色和生活气息。书中塑造的热情仗
义的贾里，天真活泼又富有同情心的贾
梅，豁达开朗的鲁智胜，富有才情、对生
活充满热情的林晓梅等众多生动的人
物形象，就像我们身边的许多同学，令
人感到既熟悉亲切又与众不同。成长
是中小学生面对的主要课题，在这个过
程中，既会有友情、理解、欢乐、幸福，也
会遇到矛盾、委屈、挫折甚至失败。相
信那些男生女生的故事，会给孩子们不
少启发。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
导 郑桂华）

84.今天我是升旗手

当代作家黄蓓佳所著的《今天我是
升旗手》，是一部描写当代儿童校园生
活的优秀长篇小说。作品描写出身军
人家庭的小学生肖晓，崇拜英雄，精力
充沛，奇想迭出，品学兼优。他心中有
一个愿望：当一回学校的升旗手。经过
各种“曲折”磨砺与集体温暖的化育，团

结“学习尖子”林茜茜，帮助“追星族”祝
小娜，和包郝、马驭等同学智抓“偷猴
贼”，积极参加“手拉手”活动⋯⋯终于
在小学毕业前夕，当上了学校的升旗
手，实现了自己的成长梦。小说倾注着
作者对孩子世界一往情深的脉脉守护
与礼赞，故事情节生动曲折，人物形象
性格鲜明，通篇洋溢着奋发向上的阳刚
之气，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与积极进
取的价值力量。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王泉根）

85.芝麻开门

祁智创作的《芝麻开门》是一部长
篇校园小说，讲述了几个都市普通家庭
的孩子，在大钟亭小学四（1）班的成长
故事。作品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少男
少女形象：聪明好学的张天、视力不好
但想当元帅的迟速、小服装设计师孙新
悦、少年老成的中队长尹露露、热心肠
的李强⋯⋯作家深情描摹这一群天真、
活泼、纯朴的少年的现实生存与生活境
遇，记录了他们在可爱集体里的成长与
承担。小说语言诙谐有趣，细节生动传
神，诗意化地再现了丰富多彩的校园生
活，同时全景式地观照了一颗颗澄澈童
心。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富有感染力，能
够传递给少年儿童审美与情感的力量，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
授 刘艳琳）

86.你是我的妹

儿童文学作家彭学军童年随父母
下放至湘西乡寨，所创作的多数篇目都
与她在湘西的童年生活密切相关。代

表作《你是我的妹》继承了沈从文所开
创的乡村叙事风格，集中反映了彭学军
对纯朴人性的颂扬以及对湘西民俗文
化的关切之情。小说描写了“我”在苗
乡所亲历的刻骨铭心的生活，记录了苗
家女子阿桃及其家人的遭遇以及阿秀
婆的故事。小说文字优美，情感内敛而
深富感染力，是一部具有经典品格的成
长小说。作品突出了主人公“我”的成
长与“我”在苗乡的生活关联。苗家人
对生命的庄重态度，阿桃、阿秀婆对至
亲所抱有的质朴而浓烈的感情以及对
生活的坚忍和热爱，读来感人至深，能
够给予少年儿童许多启发。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红叶）

87.黑焰

《黑焰》是少数民族作家格日勒其
木格·黑鹤创作的一部长篇动物小说。
作品讲述了藏獒格桑跌宕起伏、动人心
魄的传奇经历，呈现了感人至深的人与
动物之间的真情，同时也赞叹了生命本
质的坚韧与神圣。故事演绎的悲欢离合
与喜怒哀乐，既是藏獒的，也与人性相
通。小说自始至终都葆有对动物生命的
尊重爱惜以及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这
是一部关乎生命教育的小说，情节曲折
动人，适应青少年读者的阅读兴趣与求
知欲望。作品以冷峻客观的叙述，传递
出深沉博大的悲悯情怀，引领读者体悟
人与动物之间的感情，倾听大自然的美
妙声音，感受世间生命的悲喜。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教
授 刘艳琳）

88.安徒生童话

《安徒生童话》是丹麦童话艺术大

师安徒生脍炙人口的童话作品选集，
包含 《丑小鸭》《拇指姑娘》《卖火柴
的小女孩》 等传世名作。《丑小鸭》
中，描写一只灰色的丑小鸭遭到了全
体鸡鸭的欺负、讥笑与排挤，历经孤
独与苦难，终于在来年春天出落为一
只美丽高贵的天鹅。《卖火柴的小女
孩》 以阴冷的大年夜为背景，描写了
卖火柴的小女孩蜷缩在街角以火柴微
弱的光焰取暖，在新年的太阳升起来
之前被冻死的凄凉情景。温暖的火光
给小女孩带来暖和的火炉、喷香的烤
鹅、美丽的圣诞树和慈爱的奶奶的幻
觉，与现实的苦难形成了强烈的对
比。安徒生童话以灵动轻巧的浪漫笔
法，追求人性的真善美，充满着对弱
小者的同情，在美妙的故事中蕴含着
醇厚的诗意。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杨莉馨）

89.汤姆·索亚历险记

《汤姆·索亚历险记》是“美国文学
之父”马克·吐温于 1876 年发表的长篇
小说，具有鲜明的自传性特色。小说描
写富于幻想的主人公汤姆·索亚，不
堪忍受束缚个性、枯燥乏味的生活，
渴望成为一名英雄，经历了被困山
洞、智斗恶徒、发现宝藏等一系列奇
特成长过程，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了少
年儿童自由活泼的心灵，风趣幽默，
引人入胜。作品继承了欧洲文学中的

流浪汉小说传统，以线性发展呈现出
人物逐渐成长，锻造正直、善良品格
的历程，对少年们的心理描写尤其生
动而细腻，同时对美国南方社会生活
进行了惟妙惟肖的勾勒，堪称现实主
义雕琢与浪漫抒情描摹、逼真心理演
绎与烂漫风趣想象的完美结合。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杨莉馨）

90.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美国盲聋女作家海伦·凯勒的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以自传体散文的
形式，讲述她充满坎坷而又始终奋斗
的人生历程。自传的前半部分回忆她
接受教育的特殊经历。作者幼年时因
疾病而丧失了听觉和视觉，陷于无
光、无声、无语的困境之中，安妮·
苏莉文老师以拳拳的爱心和耐心帮助
她逐渐走出了内心的黑暗和空寂。海
伦满怀了解世界的热望，以顽强的毅
力追求知识，成功地完成了大学学
业。自传的后半部分叙述她成年后从
事写作、推进盲聋儿童教育慈善事业
以及生活的艰辛，也追怀了与诸多帮
助她的师友之间的动人情谊。作者以
真实、自然而细腻的笔触，流淌着对
生活的礼赞与感恩，灌注了自强不息
的品质和不屈不挠的意志，给后世以
很大的精神鼓舞。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谈凤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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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以语言文字为表达工具，
文学创作注重以生动的语言形象化地
表现社会生活，而文学史则主要以思
辨的语言抽象地叙说文学发展演变历
程。这似乎约定俗成，也仿佛天经地
义,因为文学创作追求鲜活逼真地描
写社会生活，而文学史是对既往文学
创作及文学现象的梳理和述评。如果
说，前者更加青睐感性具象的描写，
那么，后者则更多钟情抽象理性的分
析。上大学时，我曾将图书馆里十多
种 《中国文学史》 找来翻阅，在饕餮
知识盛宴的同时，对书中疑点和难点
提出过种种问题，却从没有想到过文
学史的写法会有别的途径和方式。

触动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发生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当时一家出版
社约我主编一套面向青少年读者的

“中国传统文化精粹丛书”。在执笔撰
写 《中国文学精粹》 一本的过程中，
为适应青少年阅读，尽量使文笔生动
有趣一些，不得不在多种古籍资料中
搜寻一位位大作家的生平故事，以及

他们创作经典作品的佳话趣闻。这一
“搜寻”让我意外发现，各种典籍对
不少大作家的记载，不仅内容远比原
先预料的详备丰富，而且写法也比预
先想象的活泼有味。拿 《史记》 来
说，司马迁介绍每个大作家和大思想
家，如孔子、庄子、屈原、司马相如
等 ， 都 以 “ 列 传 ”（孔 子 以 “ 世
家”） 的形式，相当出色地写出他们
的生平事迹和著述成就，使这些大家
的形象较为鲜活地耸立于我们眼前。
再如 《世说新语》，它对“竹林七
贤”等晋代文人的言谈举止和轶事趣
闻，颇多传神刻画和记叙，异常精彩
地反映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生
活情状。其他各个朝代的大量笔记杂
录、野史逸闻，以及诗话词话等，也
以相当丰赡的史料，对历代作家的人
生旅程和创作佳话多有记载和描绘。

遗憾的是，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多
年来基本恪守学术史著述的模式，对
这类史料似乎不甚重视，写到每个大
作家时，几乎总是像填写“干部简历

表”一样，姓名、生卒、籍贯、履历
等，接着就是一段接一段的作品分
析。为什么我们的文学史不能有多种
写法，尤其是继承 《史记》 所开创的
史 传 结 合 的 传 统 ， 既 介 绍 作 家 之

“文”，又描绘作家之“人”，使作家
的人生风貌和他的杰出作品互证互
释、彼此阐发、相映生辉呢？朱光潜
先生曾称赞小泉八云（原名为 Lafca-
dio Hearn，拉夫卡迪奥·海恩）在日
本东京大学讲授西方文学的讲稿《文
学导解》，把一位位西方文学大家及
其作品讲“活”了 （《朱光潜全集》
第 3 卷第 453—467 页）。为什么我们
不能吸收其长处，把中国文学史写得
更加饶有兴味呢？

于是，我想到用“演义”的形式
来写文学史。演义是中国特有的一种
写作样式，它由宋元之际的讲史话本
发展而来，一般以章回体的方式，标
明回目，分章叙事，多用来讲述历史
故 事 ， 如 《三 国 演 义》《水 浒 传》
等，也有应用于其他领域，比如章回
体新闻等。演义体的写法比较自由，
可以叙述情节，描绘人物，也可以援
引例证，插话评论。这一特点，正符
合生动活泼地写作文学史的要求，
即：不仅勾勒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
而且描绘一位位大作家的人生风貌；
不仅赏析那一篇篇脍炙人口的经典杰
作，而且写出它们在创作或流传中的
佳话趣闻。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觉
得，大作家写出一部部杰出的文学作
品，固然具有极高的思想意义和审美
价值，但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如何对
待事业功名、家庭爱情，如何处理悲
欢离合、成功挫折，以至生死存亡等
一系列问题，同样能给人许多思想启
迪和人生教益。大作家作为人类灵魂
的工程师，是敏于感悟和传达世道人
心的智者，不仅他们创作的名篇佳
作值得细读玩赏，他们跌宕起伏的人
生，往往也是一部精彩的著作，同样
值得品味体会。

人生与作品本来紧密关联。一个
作家之所以显示这种或那种创作特色
及风格，与他的性格气质和人生遭际
等，无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家
笔下出现这样或那样的人物、场景及
情感，与他的人生经历和具体生活环
境等，多半也摆脱不了盘根错节的瓜
葛。曹操写出千古名篇 《观沧海》，
是他大败袁绍残部，登临渤海之滨碣
石山，眺望浩渺无垠大海的情感抒
发。李白写出脍炙人口的 《早发白帝
城》，是他流放夜郎途中遇到大赦，
从奉节乘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喜悦之情
的酣畅表达。一部文学史，如果只是
将各个朝代文学发展的实绩甲乙丙丁
地推送给读者，而忽略对作家人生重

要节点的描述，忽略对经典作品创作
动因的捕捉，就难以让人真切感受到
作家创作过程的丰富多彩，以及他们
创作个性形成变化的内在缘由。

基于这些想法，就有了我学术著
述以外的一本“闲书”—— 《中国文
学史演义》。它从远古神话起笔,经诗
经、楚辞、汉赋、魏晋诗文,到唐
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叙说中
国文学史数千年演变历程,力求线索
清楚、详略得当；对各个朝代的杰出
作家、经典作品和重大文学事件,尽
量描述准确,阐释精到。它并不着意
对中国文学史上疑点难点进行梳理和
研究，我不是文学史专家，也没有能
力做到这一点。它只是中国文学史的
一种通俗读本，只是用章回体或者说
演义体的形式，把我心目中的中国文
学史壮阔图景，尽量明晰生动地勾勒
并呈现出来。书中我想避免两点：一
是枯燥无味，晦涩难懂之弊；二是戏
说历史，胡编乱造之短。

写作的过程，语言小舟在烟波浩
渺、浪花飞溅的文学史激流里穿行，
我常常感到自己置身于一个超越具体
时空的状态中，似乎同时代表此刻的
今人与从前的古人。孔孟热心济世的
呐喊、老庄虚静无为的逍遥，李白奇
伟瑰丽的想象、杜甫沉郁顿挫的深
挚，白居易的多情善感、苏东坡的天
纵才华⋯⋯他们仿佛一尊尊千姿百
态、能量无穷的巨人塑像，矗立于逶
迤而来的文学史长河之中，与我们喃
喃私语，向我们诉说创作伟大作品的
奥秘。我在他们面前顶礼膜拜，透过
玄妙如天籁的文字密码，探寻一篇篇
千古绝唱的音符与旋律。我尝试把散
乱、冰冷的文字之牌，抓到手里重新
调配组合，以故事佳话为纽带串联名
家名作、以简练明快和畅达好读的语
言为呈现方式，激发读者在脑海里展
开飞翔的翅膀，将文本还原成一个个
具象世界，真切领略大作家的才情气
概和人生风采。

文学史不仅是文学的历史编年和
知识汇聚，同时也饱含审美熏陶和人
格塑造的功能。高尔基曾深刻地将文
学解读为“人学”，其原因就在于，
文学杰作除了以优美的语言反映纷繁
复杂的人生世象外，无不内蕴明亮健
康的价值观和追求公平公正的道义
感，给人以善良人性和高尚情怀的心
灵滋养。因此，追踪我国历史上诸多
历经坎坷仍跋涉向前大作家的创作足
迹，在扫描探视他们如何锤炼出栩栩
如生的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悠远
深邃的意境、口口相传的警句时，更
要发掘他们赋予艺术形象显在或潜藏
的深厚蕴意，揭示其中对博大胸襟、
坚韧意志、高风亮节、超凡智慧等的
赞美，以传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高尚

的人格情操。
以章回体的形式“演义”中国文

学史，如何做到学术的严谨性与演义
的生动性兼顾并良性互动，是无法回
避的难题。本书所叙述的文学家以及
他们的趣事逸闻，采取“大事不虚，
小事不拘”的原则，即在严格尊重史
实、保持人物和事件真实的前提下，
允许在细节、环境、气氛、对话上有
某种程度的点染和充实，史料极端缺
乏之处，采用一些传说故事加以弥
补。不过，这些充实和弥补，却绝非
凭空臆造，而都是以一定史料为依据
的。这些史料，有的见于正史、类
书、诗文集，有的见于诗话、词话、
野史、杂记，均有案可稽。每一章回
的末尾，都有注释交代参考资料，以
示持之有故，信而有征。当然，一些
史料的真伪及可信程度，历史上和当
今学界有不同看法，笔者所以不避争
议选取采用，主要在于其内容与某一
作家作品的总体精神相契合，有助于
刻画作家形象和把握作品蕴意。我期
望本书在注意演义的生动性和趣味性
的同时，又把握住学术的准确性和科
学性。

《中国文学史演义》 1994 年由上
海文艺出版社首版,到 1996 年已 3 次
印刷；后安徽教育出版社于 2004 年
推出 32 开普通本和 16 开珍藏本两种
版本并多次重印；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也出过一个版本，还有一些
令人讨厌却无奈的盗版。在海峡对
岸，台湾正中书局 1996 年推出中文
繁体字首版，相继有一卷本、三卷
本、豪华本等不同形式刊本,2002 年
起被选为台湾高中“国文课”（即我
们的语文课） 的最佳辅助教材，迄今
再版重印已50多次。

此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刊行的
《好看的中国文学史》，乃《中国文学史
演义》的最新修订本。出版社帮助改
定此书名，我想并非说书写得好，自知
这本早年的拙著有诸多缺陷和不足；
其所谓“好看”，只是指通俗易懂、易读
易看之意。在此意义上，现书名也算
一种切题的表述，何况老酒换个新瓶
来装，多少总能给人一些新鲜感呢。

文学史能否文学史能否““活活””起来起来？？
钱念孙

线上教育在今年的特殊形势下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反映了我国教育
信息化的一些短板，所以我们需要了
解全球教育治理，学习其他国家的经
验。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师
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日前在“全球
教育治理研究系列”丛书出版座谈会
上说，这套丛书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他认为该书填补了全球教育治理研究
领域的空白，对于了解世界各国如何参
与全球治理很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规
划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阶段性研究成
果和 2017 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
目，“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系列”丛书汇
聚了一批国内外教育界相关领域知名
专家和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由湖北
教育出版社近期出版。

丛书主编周洪宇从全球化及第四
次工业革命的背景要求各国紧密合作
和协同参与，全球性教育问题持续存在
且呈现复杂性要求全球教育治理发挥
作用，研究、发现、概括、提炼中国教育
治理经验刻不容缓，研究全球教育治理
问题也是中国教育界的当务之急等四
个方面介绍了编写丛书的初衷。

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
中央副主席朱永新认为，丛书中每本
书的重点各异，大多论述了国家内部
治理，也可以从中看到美国、日本、
德国等国家如何参与全球治理、加强
与国际组织的合作和推进国际交流合
作。他期待丛书编写团队在研究过程
中能够对中国参与全球教育治理提出
一套方案。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
林说，这套丛书出版的时机准、内容好、
立意高，全面系统地研究了中外教育治
理方面的理念、经验教训和发展趋势
等，对当下中国具有借鉴意义。他认为
这类丛书的出版为推动我国学术研究
走向更高水平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石中英
认为，丛书提供了全球教育治理体系
的框架，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教育
体系的多样性和共性问题，同时，也
为我们借鉴他国有益经验、进一步推
进中国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
代化作出了贡献。

“全球教育治理研究系列”丛书坚
持 “ 全 球 视 野 ， 中 国 立 场 ， 问 题 导
向，专业研究”的原则，从超国家层
面、国家层面、次国家层面三个视角
展开论述，完整清晰地呈现了全球教
育治理的面貌及其基本特征，总结了
中国教育治理的成效以及参与全球教
育治理获得的经验与启示。与会专家
认为，丛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教育研究
者、教育工作者了解全球教育治理现
状、经验与成果。

总结教育治理全球经验
探索教育强国中国路径

本报记者 王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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