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校园书香·主编：王珺 编辑：却咏梅 设计：王星舟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21 邮箱：queym@163.com2021年3月10日 星期三 11

这是一本精彩的世界童书创
作者访谈录。通过采访 11 位入
选“爱阅童书 100”书目的童书
的创作者，揭秘优秀童书背后的
故事，剖析创作者的创作理念和
儿童文学观。视角新颖、挖掘深
入的提问与蕴藏智慧和独特思考
的回答，带领读者亲近作者、理
解作品。

本书也为读者全面了解当下
的童书创作和出版生态，提供了
一个全新的人文视角。

如果要寻求一种更加滋养生命的阅读
姿态，我的答案是：把你的感受随时写下
来。如果还想变得更好玩，那就脑洞大开
地写下来，只要你喜欢。这就是“读写共
生”。多年来，我和学生们沉浸其中，享
受着“共生”式读写的乐趣。

语文教学中的读写其实是一体的，须
臾不可分离，阅读和写作不只是先读后
写，输入和输出这么简单，而是彼此滋养
的过程，读写是互融共生的，以读可以促
写，以写当然也可以促读，要重视读写的

“共生”，即读写同时发生、延展、成长，
唤出一种超越于文本的崭新思想，最终实
现生命的丰盈和充实。

疫情期间，居家隔离，我们通过网络
学习陶渊明的 《归去来兮辞》，一名学生
在电脑那头幽幽地说：“老师，学校的桃
花开了，我们想回学校去上课！”一句话
把我的眼泪都唤出来了。于是我布置了一
个作业，让学生仿 《归去来兮辞》 写一篇

《归校来兮辞》。
一名学生写道：“归校来兮，溘遇旸

光勼于手。可曾记有阒榷夜，矧清风未敢
惊？盍訇语之不戢，盍相言之不觌。实唯
恐师亻单怒，觉今是暨昨非。刳木为舟截
江水，赉风以英不沾衣。故问风以几许，
恨不回以敉平。”（刘思月）

还有的学生写出浓浓的家国情怀：
“乃瞻国，载欣载望。小康邻，万民亲。
湖北江南，奉令执全勤。四海一心伸援
手，阴霾去，现祥云。江城突发灾疫，生
死关头，龟蛇悲泣，汉江伤鸣。”（代汝
晗） 何其精彩！

在进行 《乡土中国》 整本书阅读教学
时，学生们读得异常艰难，对于城市孩子
而言，这样一本写上世纪乡土中国的著
作，在情感上首先就很难获得孩子们的认
同感。如何消除一本社会学著作对于学生
的陌生感，克服阅读的恐惧？于是我带着
学生们从居住环境、精神风貌、文化生
活、风俗习惯、乡村管理等各种角度展开
对“当今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调查。我
们边读书边调查，边调查边在书本中找理
据，然后整理成调查报告，这种有创意的

“共生”读写活动终于让孩子们看到了希
望的微光，感受到这本社会学著作背后的
泥土味。后来一名学生告诉我：“老师，

通过这样的调查写作，我才知道古人‘读
万卷书，行万里路’，不是先‘读万卷
书’，再‘行万里路’，而是边读边行，以

‘行’来检验和深化自己的读，所以古人
‘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了’。”这是多么
精到的领悟！

“读写共生”强调的是读和写的彼此
融通、生长，在边读边写中慢慢走啊，欣
赏啊，在读写活动中实现创造。读和写是
同一言语发展共同体的彼此生发，读写互
相成全，学生在读写中可以发现更美好的
自己。我们尝试过各种“共生”读写的方
式：阅读古典小说时，就用传统批注法，
批注是一种高效的“共生”读写方式，即
时写下阅读的灵光一闪，何尝不是一种创
造性的阅读；阅读现代小说时，我们就作
小说重构和续写，将散碎一地的故事零件
重新组装，创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孩子们
玩得不亦乐乎；还有新书发布会、情景
剧、心理剧本创作，等等。

更加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是在我接触
到美国“创意写作”理念之后，“创意写
作”为我的“读写共生”打开了一扇天
窗。“创意写作”强调创意，重视情境与
激发，正是一种从学生生命内部打开、
重新生长的写作理念，这契合了读写的

“共生”追求，而且“创意写作”将写作
过程化，教师可以随时参与到学生的读写
过程中来，实现师生生命的融通，这在传
统的写作课上是很少见到的。我开始有意
识地将“创意写作”中的一些经典方法运
用到读写实践中，例如阅读 《红楼梦》
时，学生们对叙事元始在神话、梦幻和
现实相交织的方法不能理解，我们就开
展“穿越故事”“时空转换”“一觉醒
来，我变成了⋯⋯”的创意写作，孩子
们在天马行空的想象世界自由驰骋，那
种勃发的创造力和释放的激情让我久久
难以忘怀。通过这样的读写实践，大家
对隐藏在作品虚诞背后的逻辑有了切实
的体认，学会了一种重新看待事物和生
命的方法。

当然每次读写课，总有一筹莫展的学
生难以打开自己，长期的应试训练让他们
的思维不敢越雷池半步，我允许这样的孩
子用他自己的节奏跟着大家一起玩。我反
复强调，写作是快乐的，你要用自己舒服

的方式来表达，不要顾忌太多，“创意写
作”的秘诀就是“写、写、写”。对于高
中生，我允许他们只写一百字、两百字，
但是这一两百字一定都是对自我生命的一
种真切体认，摆脱了浮夸造作，多了灵
气，多了自由。

有个阶段我们学习到了现代诗歌，学
习了课内郭沫若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
闻一多 《红烛》、雪莱 《致云雀》、昌耀

《峨日朵雪峰之侧》，还阅读了傅天琳 《梦
话》、海子 《月》、卞之琳 《鱼化石》 等现
代诗歌作品，又选择了一些风格独特的当
代诗人作品，如“梨花体”诗人赵丽华的

《想着我的爱人》、“身体诗人”余秀华的
《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 等。

在此基础上，我们举行了一次“拼一
首诗致敬青春”的“读写共生”课。采
用“创意写作”诗歌拼贴的方法，当学生
们手执剪刀在一大本杂志中寻找可以表达
自我的语言时，如同背起一身装备走进一
座语词的密林，他们要经过艰难的探索才
能寻找到隐藏的珠玉之宝。那种可视可见
的生长过程，让我如同一个蹲在地头的老
农听到了庄稼拔节抽穗的声音，陶醉其中
不可自拔。

一个总是躲在角落里的孩子拼出了
这样一首诗：“我是超人/就像拿破仑/蜘
蛛一般的吮吸/狮子一般的暴虐/良知上
长满了蘑菇/规则内布满了霉点/懦弱嫁
与虚无/跌入地域之湖/时间却给我的头
颅/戴上冠冕。”（《超人》） 他的心里住
着一个超人，这是从文字中生长出的一
个更加真实的生命，多么新鲜，多么美
好的生命！

还有平日不敢写到试卷上的文字：
“我们翻墙出去/甜蜜/吃爆肚、喝二锅
头、谈艺术/在陌生的人群/出尽洋相/在
沉默的土地/东窜西跑/我们/桀骜不驯/捕
捉烟熏火燎的/哭泣。/掠过青砖黑瓦的/
胡同/为后悔/红脸。”（《红脸》）

下课时间到了，孩子们久久不愿下
课。他们朗诵着自己的作品，沉醉在创造
的喜悦之中。这就是“创意写作”的魅
力、“读写共生”的姿态，我们为着生命
的丰盈而读写，在读写中发现自己、成长
自己、实现自己。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读写共生”的打开方式：
用创意融通读写

李小军

说到“劳动”，我们也许会想
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农业），或“石油工人一声吼，
地球也要抖三抖”（工业），可是
你知道现在还有哪些新的劳动岗
位吗？

2020年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等有关部门就曾向社会发
布过 16 个新职业信息。这 16 个
新职业包括: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
员、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虚
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连锁经营管
理师、供应链管理师⋯⋯所以，虽
然“劳动”是一个人们很熟悉的日
常词语，但劳动世界的全貌与真相
我们未必全知道。成人尚且不知，
儿童更是如此。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檀传宝主
编的劳动教育读本 《你不全知道
的劳动世界》 描绘了一幅探访劳
动世界的路线图。读本通过优美
文笔、灵动形式，带领孩子们探
究劳动的四个主题——劳动的历
史、劳动的形态、劳动的主体、
劳动的准备，努力让孩子们拨开
历史与现象的迷雾看到劳动创造
历史的真相、领悟劳动创造美好
生活的真理，也让教师更加明确
应该如何专业、有效地进行劳动
教育。按照檀传宝教授的说法，

《你不全知道的劳动世界》就是要
“让孩子们探究他们可能不全知道
的劳动世界，让老师们构建他们可
能不全知道的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之所以现在成了
教育热点，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中
国教育远离了“劳动”，而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迫切需要
培养一代又一代能够在不同岗位
上“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
动”的合格劳动者。因此，劳动教
育对于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是义
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什么是劳动？劳动的本
质是什么？劳动是如何创造历史
和财富的？劳动是怎样改变人类
生活的？千姿百态的劳动形态如
何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各领风骚，
展现其各自的特点与价值？作为
学生，如何认识不同岗位劳动者的
独特荣光？如何为成为光荣的劳
动者做好最充分的准备？⋯⋯《你
不全知道的劳动世界》对这些问题
的回答不仅十分全面、深刻，而且
非常有趣。也正是因为“有趣”，这
本书便将自己同一般板起面孔教
训人的教材区别开来了。

本书的“有趣”，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第一，儿童视角的写法。《你不
全知道的劳动世界》紧紧抓住孩子
的心理特点，来回答孩子可能对

“劳动”产生的疑问。这样整本书
所呈现的就不是“老师给我讲知
识”，而是“我要老师告诉我”。读
本行文的措辞，也都尽量贴近孩子
的世界。比如，爸爸妈妈不上班而
在家里做家务，是不是就没有创造
价值？孩子们的家务劳动是否创
造了价值？家务劳动值多少钱？
这既是劳动教育的课题，更是孩子
们感兴趣的问题。本书以“家务劳
动，价值几何”为题，通过介绍几种
家务劳动价值的计算方法，引导孩
子们计算出家里每月家务劳动的
总 价 值 的 教 育 设 计 可 谓 匠 心 独
具。用儿童的眼睛看劳动，以儿童
的疑问写劳动，读本自然有可读
性。

第二，日常生活的切入。劳动
本来就在生活之中，可是作为劳动
教育的教材却很容易因为追求“理
论化”“系统性”“学术性”而远离生
活。《你不全知道的劳动世界》则不
然，该书完全把劳动置于生活中来
介绍，让读者感到劳动就在身边，
就是寻常生活。比如，开篇讲南京
的明城墙，从城墙的每一块砖讲
起，介绍筛土、练泥、制坯、装窑、烧
窑、出窑⋯⋯每一个制砖的步骤都
意味着繁重的劳动，然后又讲一块
砖的“进京之旅”所经历的种种艰
辛，从而告诉青少年：墙砖背后有

“百万大军”！这样的劳动不仅仅
付出体力，而且城砖的“身份证”、
城墙的“强力黏合剂”等，都体现出
了百姓的劳动智慧。通过这些介
绍，让孩子们明白：明城墙，也是

“民”城墙。
第三，图文并茂的形式。我

们早已进入“读图时代”，“读
图”更是青少年快速而轻松获取
信息的便捷途径之一。该书几乎
是一本“画报”，照片和插图几乎
占了近一半篇幅：有历史照片，
比如“红旗渠”英雄、改革开放
前的票证；有世界名画，比如法
国米勒的 《拾穗者》、荷兰梵高的

《播种者》、徐悲鸿的 《愚公移
山》；还有大量生动活泼的卡通插
图。这些图片不仅仅增强了可读
性 ， 更 重 要 的 是 展 示 了 不 同 时
代、不同领域的劳动场景和劳动
者形象，突出了劳动教育的特质。

第四，与时俱进的品格。历史
在飞速前进，劳动的形态当然也在
日新月异，在互联网时代，劳动更
是 呈 现 出 了 更 加 千 姿 百 态 的 模
样。“还记得原始人的生活吗?捕
鱼、狩猎、采集野果、睡山洞，相比
之下,现代人的一天更加忙碌,但
也更加丰富多彩。劳动在自身不
断成长的过程中,也使得我们的生
活更加绚丽多彩。我们在辛勤工

作、服务社会的同时，也在享受着
无数劳动者为我们提供的生活资
料和优质服务。”读本由此展开了
对劳动新模样的描述。“一骑红尘
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作者以
这句诗展开了一个有趣的对比：当
年杨贵妃想吃到鲜荔枝，必须有
怎样的“快递路线”（荔枝园—驿
站—长安）？而如果是今天，人们要
吃鲜荔枝，又有怎样的快递系统（荔
枝园—快递投递点—冷链车、航空
飞 机 — 快 递 网 点 — 配 送 — 消 费
者）？每一个环节的变化，都意味
着劳动形态和职业的“更新换代”。

总之，《你不全知道的劳动世
界》是写给青少年朋友的，每一位
读者都可以从这本有趣的书中读
到自己的未来。其实该书对成年
人也有吸引力，毕竟在这日新月
异的时代，更全面地认识自己的
劳动，更准确地看待自己的职业
在整个人类大变革时代的坐标和
价值，将有助于我们更清醒地认
识自己的人生。这就是我真诚而
郑重推荐 《你不全知道的劳动世
界》 的理由。

（作者系新教育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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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镇西

指导

【高中段：211—300】

241.红楼梦

曹雪芹的 《红楼梦》 以宝黛爱情
悲剧为核心，以贾、史、王、薛四大
家族的盛衰为主线，全面细致地展现
了古代家族与社会发展的真实全貌。
小说人物众多，性格鲜明，身份突
出，内涵丰富，如慈而有威的大家长
贾母，守正持家、不苟言笑的严父贾
政，精明泼辣、机关算尽的大管家王
熙凤，备受宠爱、个性叛逆的公子哥
儿贾宝玉，沉稳周全、才貌双全的大
小姐薛宝钗，敏感多病、一往情深的
大才女林黛玉⋯⋯这些活灵活现的人
物，在环环相扣的故事中你来我往、
穿针引线、左冲右突，呼之欲出，联
合演出了一场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的
人间悲喜剧。小说中的四大家族，看
似端庄华丽，实则败絮其中，看似温
情脉脉，实则明争暗斗，看似祥和静
谧，实则刀光剑影；大家族中的少男
少女，生活在理想的大观园中，平日
里轻歌曼舞，吟诗作赋，一旦大厦倾
颓，纷纷如残花凋谢，零落成泥，个
中悲伤慨叹，岂可言表！真是一部

“红楼”，万千梦幻！读《红楼梦》，悟
兴衰史。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康震）

242.官场现形记

李伯元的 《官场现形记》 是清末
四大“谴责小说”的代表作，也是中
国近代第一部在报刊上连载并取得社
会轰动效应的长篇章回小说，开创了
近代小说批判现实的风气。小说共六
十回，由若干相对独立的故事连缀而

成，将上自军机、中堂、钦差大臣等
中央大员，下至巡抚总督、州府长
史、知县统领等地方官吏的阿谀奉
承、钻营倾轧、巧取豪夺、卖国求荣
的种种丑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彰显
出谴责晚清官场黑暗的主题。作品擅
长以生动情节来影射官场现实，结构
安排点面结合，充分运用夸张、漫画
式的讽刺手法，寥寥几笔即将人物的
音容体态勾勒出来，细节描写生动传
神，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官场现
形记》 有助于读者深刻认识晚清社会
现实和“谴责小说”的创作风貌。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孙书磊）

243.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近代学者王国维借
鉴西方美学思想，以崭新的眼光深入
评析中国古典词体文学的最负盛名的
著作。该书采用传统的词话形式，较
为自然地融进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
法，以“境界”为核心，形成了一个
系统的范畴体系，例如“有我之境与
无我之境”“造境与写境”“隔与不
隔”“大境与小境”等，并且依照这一
范畴体系来梳理诗词演变的历史，评
判词人的地位、词作的优劣、风格的
高下，展现出鲜明的现代理论色彩，
彰显了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学
术特质。该书深刻地影响了 20 世纪中
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和现代词学的建
构，为广大学生理解词体艺术特征提
供了富有创新性的理论指导。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高峰）

244.鲁迅杂文选读

《鲁迅杂文选读》收录了鲁迅的杂

文佳作，涵盖了鲁迅杂文创作的全过
程。杂文又称杂感，作为一种政论性
散文，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鲁迅
大力倡导并使之成熟起来的一种新型
文学体裁。鲁迅创造了杂文最经典的
范式，作为“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
足”，嬉笑怒骂，纵横捭阖，深刻揭示
了中国社会的弊病，写出了“现代中
国人的魂灵”，被称为“匕首”与“投
枪”，是鲁迅对中国文学的重要贡献，
其意义不下于对其他文学样式发展的
推动。本书中的杂文，类型齐全，形
式多变，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本书中
的演讲稿，多阐发鲁迅的基本观点，
是鲁迅重要的思想文化成果。

（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研究馆
员 王锡荣）

245.呐喊

《呐喊》 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
收录了他 1918—1922 年间创作的 14 篇
作品。首篇作品 《狂人日记》 是作者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亮相之
作，也是第一次以成熟姿态出现的现
代白话小说。之后鲁迅就“一发而不
可收”，接连推出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作
品，试图“画出这样的沉默的国民的
魂灵来”，材料“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
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
起疗救的注意”。鲁迅的作品对旧中国
进行深刻的观察与批判，对新生活充
满殷切的期盼和向往，以“表现的深
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
年读者的心”，使人们见识了新文学的
面孔，从而群起仿效，由此开创了新
文学创作的新时代，也奠定了鲁迅在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
（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研究馆

员 王锡荣）

246.彷徨

《彷徨》是鲁迅的第二部小说集，收
录了他 1924—1925 年间创作的 11 篇作
品。虽然鲁迅自己说《彷徨》相对于《呐
喊》，“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
为圆熟，刻画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
婚》等”，但“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但事实上，
《彷徨》对社会的理解更加准确，文学
表现更加深刻，艺术成就更加精湛，
其中《祝福》《伤逝》等作品在传播上
并不亚于 《呐喊》 中的很多作品，后
世研究者则对 《在酒楼上》《孤独者》
的评价有日渐升高的趋势，因为它们
深刻描述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灵
魂煎熬的残酷境遇。鲁迅在书前扉页
上题写了屈原 《离骚》 的“路漫漫其
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名句，
表达了自己的心情和深邃思索。

（上海鲁迅纪念馆原馆长、研究馆
员 王锡荣）

247.屈原

郭沫若的 《屈原》 创作于抗战期
间，被公认为是其成就最高、影响最
大的一部历史剧。该剧取材于爱国诗
人屈原一生的故事，以楚怀王对秦外
交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作为全剧情节线
索，成功地塑造了以屈原为核心的一
系列人物形象，深刻表现了为祖国和
人民不畏暴虐、坚持斗争的主题。历
史剧的文学味，如何才能恰到好处？

《屈原》 提供了范例。《橘颂》 首尾呼
应，《雷电颂》掀起高潮，这两首诗歌
的穿插，让现实的愤怒艺术地复活在
屈原的形象和时代里了。屈原的吟诵
和独白，既是满腔悲愤，又是斗争口
号，令人读后心中回荡着浓厚的古典

诗情和爱国热情。这部话剧借古喻
今，成为抗战期间呼唤爱国主义、抵
抗日本侵略的风云之作。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校长、语文
特级教师 杨培明）

248.子夜

中国将往何处去，谁才能救中国？
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不仅提出了问
题，而且给出了答案，因此兼具文学和
历史的研究价值。吴老太爷带着《太上
感应篇》和金童玉女进了坟墓；怀着实
业救国梦去打拼的吴荪甫，从自信满满
到犹豫不决、忧心忡忡、精神分裂，作为
民族资产阶级提倡实业救国的典型代
表，他的事业由盛转衰，最终覆灭，既是
买办资本家赵伯韬打压的结果，也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趋势。20 世纪三四十年
代，中国和世界都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新变局。文学作品反映社会变革，往往
集文的灵动、史的厚重、哲的思辨于一
体。《子夜》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
功的长篇小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校长、语文
特级教师 杨培明）

249.茶馆

透过老北京城内的裕泰茶馆这一
窗口，老舍用三幕剧 《茶馆》 讲述了

“戊戌变法”失败后、北洋军阀统治时
期和抗战胜利后新中国成立前三个时
期内旧中国的历史变迁。戏剧采用以
小见大的手法，通过王利发、常四
爷、松二爷等一系列小人物在动乱社

会中的悲惨命运，揭示了近现代以来
旧中国的黑暗与腐败，暗示其必然灭
亡的历史命运。作品采用“人像展览
式”方法结构全剧，以此表现埋葬三
个时代和歌颂新时代的主题，同时，
大历史与横断面、虚与实的结合，拓
展了内容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茶
馆》 自诞生以来，不仅作为经典剧目
在国内话剧舞台上反复呈现，更多次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它不仅是老舍后
期文学创作的代表作，更是中国当代
话剧中当之无愧的经典。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沈杏培）

250.边城

“乡下人”沈从文的《边城》，成了世
外桃源一样的符号，现代人需要这样的
精神寄托。小说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
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
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
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塑造出富
于诗意的人物和环境；借船家少女翠
翠的纯爱故事，展现出了人性的善良
美好，表达了作者对于人生的深刻思
索和期待。在边城，所有的喧嚣和猜
疑，都变成了青山绿水、淳朴民风。
沈从文常说，“美丽总使人忧愁”。《边
城》里的美丽，切近又邈远；《边城》里的
忧愁，有古典诗词的意蕴。边城，是让人
向往的所在；边城的人和故事，是“美丽”
和“忧愁”的化身。

（江苏省南菁高级中学校长、语文
特级教师 杨培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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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本草》
保冬妮 文 刘江萍 图
明天出版社

《本草》 讲述了热爱植物的一
家人，在花园里种植草药的故事。
一年四季，随着季节的变化，草药
成熟了，它们各有不同的功效。在
观察草药成长的时光里，一家人相
亲相爱的日常跃然纸上，而小读者
亦能通过故事了解草药的特性，了
解中药的妙处，进而热爱传统的中
国医学。

本书巧妙地将 《诗经》 中关于
植物的描写和故事结合，让孩子进
一步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美。

《寻找童书的真生命》
王欣婷 著
青岛出版社

《你不全知道的劳动世界》
檀传宝 主编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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