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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过，优质的访谈有三个
条件。第一个条件是采访者在采访前
需要做足功课；第二个条件是访谈人
要具备相关的专业资质，比如，如果你
做的是童书作家访谈，就要具备关于
童书的专业知识；第三个条件是能够
抓住受访者的特质的精彩之处。读周
益民的《三十人行——给孩子的人文
访谈录》（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有限公司），我可以确认，他的访谈是
具备了这样三个条件的。

本书是益民的第二部访谈集。与
第一部《故事、儿童和作家的秘密——
走近儿童阅读》不同，这部访谈集远远
超出了童书这一专业范围，还涉及哲
学、心理学、绘画、建筑、朗诵、舞蹈、京
剧、昆曲、航海、天文等诸多领域。我
不去围绕优质访谈的上述三个条件，
对益民的访谈一一展开来说明，而只
想谈谈我所感受到的这部访谈集中三
个可贵的特质。

第一个特质是视野的开阔性。通
过儿童阅读进行的儿童教育（广义）应
该是通识性的，儿童的阅读必须是通
识性阅读，虽然儿童阅读的主要的、核
心的资源是文学作品，特别是儿童文
学作品，但是其他类别的读物，比如哲
学的、历史的、艺术的，特别是科学的
读物，都是不可或缺的阅读资源。益
民是小学语文名师，他长期关注儿童
的阅读，也参与儿童阅读推广的很多
工作，《三十人行》显示出益民对于儿
童阅读是具有通识意识的，他将这部
访谈集的采访对象，扩展到了文学之
外的诸多领域，希望向孩子们展示“生
活与世界的无限可能性”。

第二个特质是具备儿童和成人的
双重视角。作为采访者，益民在访谈
时并没有采用成人这一单一视角，而
是与儿童视角相融合，形成了一种双
重视角，生发出了独特的问题意识，使
访谈既增添了趣味性，也增加了厚度
和丰富性。比如他与郁蓉对谈，一上
来就问人家：“听说您给家人都取了昵
称，先生叫毛驴，三个孩子分别叫毛
豆、辣椒、扁豆，连猎犬都有个可爱的
名字，叫嗅嗅探长，怎么想起这么称呼
的？他们又怎么称呼您呢？”益民果然
问出了小孩子喜欢的答案——郁蓉
说：“我刚刚问了我们家老三，要是给
我一个昵称会是什么，他说是‘家庭间
谍’，或者说‘家庭警察’。他说，他们
在家里做的任何微妙的、隐藏的、秘密
的事情，总是逃不过我的眼睛。”这样
的访谈内容，没有小孩子似的心思是

问不出来的。
第三个特质是具有将儿童读者

视为阅读主体的意识。这本书共访
谈了二十八位不同领域的人士，可
是书名却是“三十人行——给孩子
的人文访谈录”。益民在 《后记》中
如此回应——“为什么是‘三十人行’
呢？书中，二十八位嘉宾将向你娓娓
道来。一旁，是穿针引线的我。还有
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就是你，亲爱的读
者朋友。我们一道，‘三十人行’！”原
来，益民将儿童读者拉了进来，邀他们
一道参与完成这本书。这是很有道理
的，在接受美学看来，一部作品的最终
完成是在读者的阅读之中实现的，作
品的审美功能、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
也是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实现的。

我还想说，具有儿童读者的主体
意识，这也许与益民是一位十分优秀
的语文教师有关。我听过许多次益民
上的各种类型的公开课、观摩课，也在

《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一书中，
多次介绍、评析益民的那些精彩授
课。这些课程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
是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如果学习
是一个舞台，那么益民始终让学生处
于这个舞台的中央，而自己只是作为
学习活动的设计者和引导者，站在舞
台的边缘。

现在这部访谈集已经出版，接下
来就轮到儿童读者登场了⋯⋯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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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强
不久前，笔者参加了一次区域性的

语文教学质量分析会。会上，许多教师
对当前学生的写作态度、认识以及普遍
存在的现象展开了讨论，并围绕“什
么样的作文是名副其实的佳作”和

“以什么样的阅读来‘厚植’佳作”两
个主题思考探究。笔者认为，学生的
阅读量不可小觑，阅读方式应该得到
高度关注，后阅读时代的思维方式也
应得到充分尊重。我们不得不认真审
视当下学生的阅读与写作现状：中学生
的课外阅读究竟应该怎样去做？如何
让阅读为作文教学助力？在社会浮躁
的氛围中，我们应当如何实现写作中形
式与内容的统一？

“连滚带爬”式的阅读让写作
“繁花似锦”

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教师们慨叹说
“现在的学生读书太少，陈述事实语言
乏味，论述观点不明确，表达自己的观
点不准确，言辞简单、没有深度和内
涵”。笔者认为，归根结底是教师的作
文教学水平偏低，学生的写作能力偏
低。近日，偶读中小学语文教科书

（部编本） 总主编温儒敏的 《温儒敏语
文讲习录》。他提出，要让学生“连滚
带爬”地读书，主张包括浏览、快读、猜
读、跳读，以此提高学生的读书兴趣。
如何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呢？教师要
教给学生读书的方法，并不是要求学
生每一本、每一篇、每一句话、每一
个字词都要“精读”。他说，要让高中
学生在两个小时之内读完一本15万字
的小说，许多教师和学生认为是“绝无
可能”的。

我以为，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一个
有效手段是先要学会“泛读”，让学生对
其中的故事情节产生兴趣，以此引导学
生多读书。读书，是一个耳濡目染的体
验过程，是对写作产生迁移的潜移默化
过程，也是逐步模仿写作的过程。学生
读书读得量大了，思维自然就开阔了，
表达手段自然就丰富了，鉴赏能力也就
提高了，写作水平会迅速提高。

“漫无边际”的阅读让作文
“营养齐全”

写作是阅读的综合再造体，写作需
要生活积累、表达技巧的历练和阅读的
吸收。当下，我们的作文教学恰恰忽视
了生活的积累和阅读的积累，而面对包
罗万象的书籍，学生又该怎样阅读呢？

一是让学生学会阅读经典。一个
人一生中所接受的教育应当包括“经典
欣赏”。经典之所以能从浩如烟海的作
品中脱颖而出，必有其超人之处：要么
思想深邃，力透纸背，足以改变阅读者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要么构思
巧妙，别具一格，足以扩大阅读者的视
野；要么语言功底深厚，举足轻重，足以
影响人们的表达方式和习惯。因此，欣
赏经典，就是增加智慧的重要手段，更
是增加写作智慧的重要途径。

二是让学生学会浏览“闲书”。许
多教师和家长反对孩子看“闲书”，认
为“闲书”不能提升应试分数。他们
思想中所谓的“闲书”貌似与学生的
成绩无关，其实不然。阅读，尤其是
大量的“闲书”浏览能够使学生快速

扩展知识面，提升借鉴能力，提高阅
读兴趣，为学生读万卷书奠基，是提
升学生综合素质的有力抓手，其中的
综合素质就包含了文化成绩。

三是让学生学会“随便写写”。读
书和写作从来就没有分开过。温儒敏
教授指出：“无论读什么书都要‘动笔
墨’，那样太累人了，不切合实际。”
笔者认为，学生在阅读的时候可以

“随便写写”。这里说的“随便”是指
学生主观上愿意随意写一些有感而发
的文章，写一些与所读内容相关联的
文章，写一些与之相似的文章。这样的
写作，没有要求，毫无拘束。这样的“随
便写写”是对“随便读读”的延伸，是对
阅读内容的发挥和创作。长期坚持下
来，学生的阅读兴趣就会转化为写作兴
趣，阅读激情就会转化为写作的力量，
是学生阅读“升华性”的质变。

笔者曾经做过调查，当下学生的作
文中思想单一、知识缺乏的情况约占
65%，表现手法古板、单调的情况约占
61%，选材范围狭窄、生活知识贫乏的
情况约占 50%。这些数字说明，学生
缺乏阅读，缺乏根据个人爱好、随意的、

“漫无边际”的阅读。语文教师没有“放
养”式的阅读思维与理念让学生的作文
放不开、死板、“营养不全”，这些问题都
可以通过拓宽阅读面得到彻底解决。

“最恰当的表达”助力作文
“锦上添花”

花里胡哨，虽然形式五彩缤纷，但
内容不一定美。言简意赅、平淡通俗看
似平常，但不一定没有味道，反而会成
为朴素美的典型。阅读中，人们不断观
察其中的表现形式，并潜移默化地借鉴
到自己的作文中，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
完美统一。

词语、句子、段落以及表现手法都
是文章的形式范畴，是由文章的内容决
定取舍的。许多学生的作文过于重视
形式，给人一种“非凡气质”的表象，是
阅读教学中“严重营养不良”的直接表
现，是学生对文章内容“缺乏底气”的
外在特征表现，忽视了作文中的形式
与内容的界限。阅读有两个作用，一
是感悟，二是为写作奠基；写作有两
个作用，一是释怀、抒情，二是传播
思想。既然是传播，就是为了让别人
明白自己所要表达的思想，但是，自
己“人为”地设置了这么多的字词障碍，
阻碍着阅读的速度与情绪，是与我们作
文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好的作文首先是思想内容的高大
上，要靠平时的阅读积累、生活观察和
思考，能够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表达清
楚，绝不要用生僻难懂的词语来“显
摆”，能够用一个句子表达清楚的，一定
不要去用两个句子，做到惜墨如金。

写作的初心要坚守，是为了方便与
读者交流思想；阅读的初心也要坚守，
是为了与作者交汇心灵。在作文教学
中，我们必须提倡多读书、广阅读、多思
考、深思考、悟道理、勤练笔，提倡做真
人、说真话、写真文，提倡文章的形式服
从内容，让写作设身处地为阅读着
想，让阅读成为写作者梦想的延伸。

（作者系山西省运城市实验中学副
校长、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以阅读的名义审视写作以阅读的名义审视写作
杨学杰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 （2020年版）》图书推介
【初中段：111—210】

206.京剧欣赏

京剧是以综合表演为中心的戏剧
形式，代表了我国戏曲艺术的最高境
界，被誉为国粹。《京剧欣赏》是一本关
于京剧基本知识的读物。这本书以普
通观众欣赏京剧的视角，对京剧的行
当、流派、化妆及脸谱、演员的练
功、表演等做了全方位的普及讲解，
通过全面的描述，展现了京剧作为国
粹的象征和标志所具有的鲜明民族特
色和高度艺术成就。京剧流传广泛、
名家辈出，涌现出众多名家名角和异
彩纷呈的艺术流派，不但是美妙绝伦的
表演艺术，也是蕴含着东方古国的神秘
色彩和魅力的精美文化。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教授、
博导 刘沛）

207.中乐寻踪

《中乐寻踪》通过现存历史资料、文
学资料等文献的收集和分析，为还原中
国音乐发展史提供了新的思路。本书
从历史中找寻中国音乐的踪影，从出土
的历史文物中寻找诗歌的记录，从《论
语》《战国策》《史记》等典籍中洞察中国
音乐的剪影；从诗歌的天然依存关系出
发，在文学的记载中探寻中国各个时代
音乐的发展；从刘向《琴说》、桓谭《琴道
篇》等琴书中还原中国的古老乐器——
七弦琴的发展历史；最后一章列举了清
代之后文人的相关资料，提出“文人非
乐化”的趋势，指明中国音乐自清代后
有所式微的原因。辛丰年《中乐寻踪》
以优美的语言，翔实的文字，史料的证
明，从多个角度还原了中国音乐发展史
的主要脉络，是中学生了解中国音乐史
的优秀读物。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教授、
博导 刘沛）

208.交响音乐欣赏

每个人都有与世界沟通的方式，诗
人用诗句抒怀情感，画家用笔墨勾勒丹
青，而音乐家们用音乐的演奏演绎潮起
潮落、花谢花开。那么，你如何聆听音
乐的呢？音乐鉴赏水平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了人的艺术修养，欣赏音乐已经成
为一项全民的活动。但是，音乐体裁中
较为复杂的交响乐，如果缺乏一定的理
论知识，其中跳动的音符所蕴含的情感
和思想还是难于理解的。鉴于此，《交
响音乐欣赏》运用生动有趣的语言，带

领大家打开交响乐的殿堂大门，从声
音的“感受”入手，深入“感悟”交
响的内涵，从心灵深处引发音乐的共
鸣。在聆听中学习，在学习中享受，
让我们投入丰厚的情感、机敏的理性，
沉浸在交响乐的历史长河。

（中国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教授、
博导 刘沛）

209.华君武漫画选

华君武（1915—2010）是我国著名
的漫画家。中国早期的漫画以表现时
事政治题材为主，富有战斗性。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漫画以辛辣地讽刺社
会生活中种种落后、丑陋的社会现象为
主，具有构思巧妙，讽刺入木三分，富有
幽默感和雅俗共赏的特点，深受广大群
众喜爱。《华君武漫画选》一书，精选了
110 幅讽刺画的代表作，题材广泛，风
趣幽默，发人深省。漫画和其他绘画本
质上都是一种视觉语言。现在倡导读
书，提高阅读能力。读图像之书也是一
种重要的阅读，不可偏废。中小学阅读
指导目录中，多种绘画书籍入选，也包
含着加强图像阅读的目的。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 奚传绩）

210.设计，无处不在

“设计”一词，在现代汉语中是广泛
应用的一个通用词，它的含义是“设想”
和“计划”。在现代社会，“设计”与“制
造”成为相对应的两个词，并且发展成
现代工业生产和艺术中的一个重要门
类。大至城市规划、重大建筑工程的
设计，小至人们的服装、家具、装饰
品等，设计，无处不在。作为“牛津
通识读本”之一的译本 《设计，无处
不在》，旨在通过现代设计发展的历史
和现代设计艺术的主要门类，如产品
设计、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等，
普及现代设计知识，提高人们的设计意
识，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该书
内容充实，所举实例具有典型性和启
发性，可以开阔青年学生视野，提高自
身的综合素质。

（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导 奚传绩）

【高中段：211—300】

211.共产党宣言

1848 年 2 月马克思、恩格斯发表的
《共产党宣言》，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制
定的纲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
个纲领性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

生。《共产党宣言》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
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阐述无产阶级作为资本主义掘
墓人的伟大历史使命，为人的全面发
展和全人类解放指明路径，为无产阶
级革命提供行动指南。《共产党宣言》
是对人类社会变革和思想革命影响最
深远的著作之一，被译成 200 多种文
字，出版了数千个版本，为无产阶级和
共产党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
强大的思想武器，为坚定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奠
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导 王树荫）

212.实践论 矛盾论

《实践论》《矛盾论》分别写于 1937
年 7 月和 8 月，同为毛泽东在延安抗日
军事政治大学讲授哲学时的讲义的一
部分，为克服当时党内存在的严重的主
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而作。《实践论》
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主要内
容、本质特征和重要意义，重点剖析导
致中国革命失败的主观主义认识论根
源，论证党的思想路线。《矛盾论》继承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完整论
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实质和核心，深刻指
出教条主义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的形而上学路线。两文为批判党内主
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思潮、开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奠定了哲学基
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然具
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导 王树荫）

21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
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
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
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
断发展。《学习纲要》由中共中央宣传部
根据党中央要求组织编写，对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
义、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时
代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意
义，以及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是深入

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重要辅助读物。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导 王树荫）

214.大众哲学

艾思奇著《大众哲学》，是通俗宣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秀著作。全书共
五章，第一章绪论主要讲哲学与日常生
活的关系、哲学是什么两个问题，第二
至五章分别阐述唯心论、二元论和唯物
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
的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的主要范畴
等，作者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新颖的叙
述方法，日常浅显的事例，开通俗哲学
写作之风，该书自 20 世纪 30 年代出版
以来，一版再版，在历史上产生过很大
的作用，可以说其影响和教育了几代
人，特别是 40 年代无数优秀的爱国青
年受此书的影响，从四面八方奔赴延安
参加革命，该书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和
现实价值，特此推荐阅读。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冯颜利）

2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
原理

本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
论，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
形成背景、科学内涵、价值意义结合
起来分析，分为“基础板块”“核心板
块”“实践板块”三大部分，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本
质特征、历史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基本原理及内在逻辑、完整框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生逻辑、
实践优势、发展趋向等作了全面系统
深入的阐述。这是一部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的优秀参考读物，有利于人们理解

“中国经验”“中国道路”“中国模
式”，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导 王树荫）

216.中国共产党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二卷，坚
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
指导，以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
问题的决议》为依据，全面系统地阐述
1921 年 7 月至 1978 年 12 月间党的历
史，充分反映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
充分反映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
验。全书突出党的历史的本质和主流，
体现出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全书
线索清晰，体例新颖，观点正确，史料翔
实，新意迭见，语言通畅，是一部中国共
产党信史，也是一部学习中国共产党历
史的权威著作。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
授、博导 王树荫）

217.新中国70年

这本书是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的重点出版项目，是一本有关中华人
民共和国历史的权威性著作。该书的
内容分为探索篇、改革篇和强国篇三
个部分，具体介绍了 1949—1978 年、
1978—2012年、2012—2019年这三个阶
段新中国的发展过程和重要的史事，并
从政治、经济、国防、民族、科教、文化、
社会发展等多角度呈现出所取得的成
就，全面而系统地反映出新中国 70 年
来的光辉历程。在该书的结束语中，描
绘了党的十九大为中国未来发展所规
划的蓝图、阶段性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战
略布局。读这本书，不仅可以使我们完
整地了解新中国的历史，而且能使我们
进一步认识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
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的重要性。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叶小兵）

218.中国历史十五讲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丰富多彩，
但对一般人来说，会觉得历史著作的
部头大，内容又多又深，读起来吃
力。《中国历史十五讲》则是一本关于
中国历史的通识性、普及性的读物，
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地介
绍中国历史的发展及其在各方面的成
就。这本书采用专题的方式，其内容
既包括中华文明的起源、中国历史的
发展历程，又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
度、经济发展、民族关系、社会生
活、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等领域的成
就作了专门的叙述。书中在每一讲之
后，还列有思考的问题，以及拓展阅
读的历史专著的书目。对于广大读者

来说，能够从这本书中全面、深入地了
解中国的历史发展及成就。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叶小兵）

219.中华法制文明史

法律是人们行为的强制性规范，是
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维护国家秩序
不可或缺的有力工具。我国进入文明
社会以来，逐步形成了以成文法为主要
内容的法律与法律实施及监督制度，法
制传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
分。法学家张晋藩所作《中华法制文明
史》一书，便是一部总结性的专题史著
作，自我国文明早期的夏商法制写起,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法制为止，将
源远流长的中华法制文明的历史，比较
完整、具体和准确地再现出来。这本书
不仅叙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法制状况，
而且分析与归纳了特定法制现象的成
因和特点，并对每个时期的法制予以适
当的价值评判。作者在书中强调“法制
兴则国兴，法制废则国危”的基本道理，
指出中华法制文明在世界历史中的重
要地位，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本认识我
国法制文明的不可多得的读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冯颜利）

220.锦程：中国丝绸与丝绸之路

丝绸是国人的发明，且是农耕时代
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在各种织物当中，
丝绸的华丽、柔顺、垂感、触感、适用性
和价值都曾经为其他织物所不能比拟，
因此它成为华夏文明的基本物质体现
物之一。在域外史书中，远方的中国曾
被丝国所概括。本书作者赵丰因有丰
富的丝绸专业知识背景，以及长期从事
中国丝绸艺术史研究与普及的经验，所
以在书中对丝绸在中国的起源、发展以
及向旧大陆不同方向传播，进行了深入
细致的梳理与说明。无论事实叙述还
是价值评估，都给人信服之感，并兼顾
政治性、科学性、艺术性的统一，是
读者了解丝绸生产工艺、社会价值以
及丝绸之路来龙去脉的优秀读物，有
助于增强学生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自信
与民族自豪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郭小凌）

《温儒敏语文讲习录》
温儒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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