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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小鸭，海的女儿、卖火柴的小女
孩⋯⋯提起童话，人们都会不约而同
地说出这些闻名世界、流传百年的经
典作品，赞叹着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
浪漫丰富的童话故事及其笔下那些纯
朴善良的人和物。丑小鸭成为白天鹅
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美人鱼
变成泡沫后就彻底消失了吗？许多童
话迷在阅读之余经常情不自禁地展开
种种遐想，意犹未尽。如今，一名来自
黄土地的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经过十多
年的潜心耕耘，为新时代的读者精心
奉献出一部续写安徒生童话的《新童
话世界》，堪称儿童文学中的重要收获。

斑斓多姿的美学气质。童话文学
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独特的审美价
值，这种美是一种纯洁善良的童心之
美，也是斑斓多姿的童趣之美。本书
共有 32 篇童话，是作者从安徒生童
话作品中精心选择的续写篇目。打开
书页，你会看到熟悉的题目、全新的
情节、优美的文字、精美的插图，立
刻进入一个丰富多彩、活泼可爱的美
丽世界。翩翩起舞的白天鹅“丑小
鸭”，娇气高傲的豌豆公主，懒洋洋
的蜗牛和鲜艳盛开的玫瑰花，治国有
方的笨蛋汉斯⋯⋯似曾相识，又焕然
一新，引人入胜。

构思新奇的现代想象。童话作为
一种文学体裁，它的基本特点便是充
满儿童般的幻想色彩。安徒生的童话
尤其如此。因此，续写经典既要传
承，又要创新，事实上是一种高难度
的挑战。作者安琴不仅勇于挑战，而
且匠心独具，将许多现代的生活场景
和见闻思考融入经典，让童话经典生
长出新故事，拓展出新世界。例如，
美丽的小美人鱼化成泡沫之后，在天
空女儿的帮助下变成小精灵，做了许
多善事后又重新变回海的女儿；丑小
鸭成为白天鹅后苦练本领，在“南国天
鹅节”上获得了舞蹈大赛冠军；热衷于
新衣服的皇帝又一次被骗子欺骗，但
是华丽精美的新装却暗含毒液；一个
豆荚里的五粒豌豆中，有一粒豌豆的
梦想是想到太阳上去，几经巧遇竟然
真的坐着宇宙飞船进入太空⋯⋯全新
的演绎，奇特的想象，带给读者新的
体验，新的感悟。

情理交融的中国表达。童话文学
的另一特点是蕴含着儿童般纯真美好
的思想情感。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以充
满古典诗意的优美叙述，表达了对真
善美的守护和向往，既能以情动人，
也能以理启人。作者安琴继承发扬了

原作的写作风格，并在此基础上，极
其自然地将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与中
国的文化精神相交融，形成了一名中
国作家的特色表达。例如，丑小鸭成
为舞蹈冠军接受采访时，既没有隐瞒
过去的坎坷经历，也不愿将名字改为

“美天鹅”。它表示自己不仅不会忘记
过去，而且要“以现在为起点，奋斗下
去，追求天鹅美的最高境界”。这一情
节启示读者即使成为白天鹅也不要一
劳永逸，成功永远属于奋斗者。这一
哲理彰显了人类不断追求理想的永恒
信念，也表现了“君子自强不息”“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的中国理念。

掩卷沉思之际，我由衷地对作者
生发出许多敬意。作者身处陕北的小
县城，承担着繁忙的教学任务以及家
庭的诸多责任。但是，再多的辛苦艰
难都没有磨灭她对童话的热爱，相反
让她更加体会到童话带来的精神滋养
和心灵快乐。她凭借自己对梦想的执
着开辟了续写安徒生童话这一创作天
地，无论是勇气，还是才识，都值得
特别嘉许。虽然有些作品情节构思还
不够精致，有些文字还有打磨提升的
空间，但是瑕不掩瑜，《新童话世
界》 作为一部近年来不可多得的续写
童话经典的佳作，是中国作家与世界
童话大师的一次探索性对话，具有宝
贵的文学价值和美育价值。特别是在
通俗文化大行其道的今天，能有如此
清新优美、具有深厚人文精神的童话
作品，弥足珍贵。

祝愿 《新童话世界》 一路前行，
在童话文学的天地里绽放出更加璀璨
夺目的光彩！

（作者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
教授，西北大学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

续写经典的中国表达
——读安琴《新童话世界》有感

高春艳

沙拉的经历是独特的、不容易复
制的。

沙拉的感受和思想也是独特的、
不容易复制的。

独特的经历，成就了她独特的感
受和思想。当这些独特的感受和思想
以书的形式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它
就会给我们大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我听过她的演讲，也与她有过近
距离的交流，聆听过她的成长故事。
我发现，她非常善于在平凡的、琐碎
的、一般人未曾觉察的生活细节中，
感悟并提炼出不同凡响的道理，这些
道理由于其来源具有跨国度性、普适
性，超越了单一的时空结构和教育模
式，因而经常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需要一颗敏感的、既有博爱特质又
有理性精神的心。反过来，当她向你
娓娓道来的时候，这些道理丝毫不显
生硬，而是融化在细腻的、生动的甚
至具有诗意的生活故事的描述之中。

她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以敏锐
的、柔情的眼光看世界，看出这个世
界种种的美好和殊胜；以感性的诗一
般的生动，讲述种种理性的深刻的道
理。这个功夫是不好拿捏的。她又是
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起承转合，跌宕
起伏，暗埋伏笔，前后契合⋯⋯在意
想不到的地方突然给你一个惊喜！这
也需要一定的天赋。她与眼下许多教
育 者 最 大 的 不 同 ， 是 她 有 一 个

“魂”！正是这个“魂”，使她的故事
生动感人，使她的道理温煦宜人。

在工业文明时代，教育很容易
“外在化”，把工业化模式制造出的产
品——知识、技能、规范、成绩——
当成人的“内在”而顶礼膜拜。当我
们的教育普遍丢掉本心、“失魂落
魄”的时候，沙拉的书能够给我们惊
醒、反思和启迪。

《犹太妈妈的财商教育》是“特别
狠心特别爱”系列中的一本，体现了

“沙拉式教育”的基本风格，核心理念
即：“理财就是理人生。”

沙拉说——
犹太人培养孩子财商的目的，不

是让孩子沦为赚钱的机器、守财的奴
隶。相反，他们把“理财教育”视为

“道德教育”或“人性教育”，帮助孩
子养成人生所需要的正确的价值观。
在以色列生活这么多年，我可以毫不
犹豫地告诉大家：理财就是理人生，
所有理财的基础都源自一个人对人生
的理解和选择。比如遇到事情要如何
选择、如何应对，只有掌握了正确的
应对方式，才能在今后的理财之路比
别人先行一步，比别人更进一步，比
别人更优秀！

财商智慧包含在人生智慧中。理
财也是从理人生开始，如果连人生都
没有理清楚，是不存在理财的。理好
自己的人生，这比一门心思赚大钱更
能让人幸福，也更能对社会做贡献。

中国社会现在对财商教育高度重
视，各种财商培训班、财商活动层出
不穷，但正是这种重视让我担忧。在
我看来，财商是不能速成的，真正的
财商教育贯穿于整个人生过程中，这
是一个长期过程。最好的儿童财商教
育是在生活中，而父母就是孩子最好
的财商老师。

沙拉把外在的财富——钱财、资
产、利益，汇入了内在的财富——人
性、道德、价值观的框架来思考，把
经营财富与经营人生同时进行规划，
把理财训练与日常生活相结合，这是

她的财商教育的基本特色。
在这个大框架底下，她还提出了

“注重数字和逻辑”“为孩子开个人账
户”“生活有偿化”“不苛求完美”

“赢输、赚亏都有相对性”等比较具
体的教育理念和方法，既有高度又接
地气。

这里要顺便讨论一个问题：为什
么“富不过三代”是家族传承中比较
普遍的情况？读沙拉这本书，也会对
这个问题有所感悟。

听过这样一个有趣的段子——
女儿问爸爸，什么是爱情？
爸爸说：“爱情就是爸爸什么都

没有，妈妈依然嫁给了爸爸。”
女儿又问，那什么是亲情呢？
爸爸说：“亲情就是妈妈决不会

让你嫁给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
女儿又问妈妈，什么是爱情？
妈妈说：“爱情就是爸爸什么都

有了依然爱妈妈。”
女儿又问妈妈，什么是亲情？
妈妈说：“亲情就是爸爸决不会

让你嫁给一个什么都有却不爱你的
人。”

这个段子可以从若干个角度引
申、解释。我想到的是，作为成功过
程的亲历者，爸爸妈妈都体验过单纯

的、不与其他条件相联系的爱情，他
们并不后悔这个经历，甚至会以拥有
这种经历为骄傲，但他们作为后代的
指导者，却并不接受 （或者轻一点
说，不希望、不向往） 这种经历出现
在孩子身上。这似乎是作为亲历者与
作为指导者不同身份而经常出现的人
格差别。

我们许多成功的政治家、企业
家、将军、作家、艺术家⋯⋯却并不
希望子承父业。这是耐人寻味的。为
什么我们自己愿意经受、能够承受的
事情，却不愿意孩子经受和承受？这
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富不过三代”

“学不过三代”？我们自己经历了不确
定性，并从不确定性的荆棘中、血泊
中爬了出来，却害怕孩子也经历不确
定性，希望孩子能够沿着既明确又安
全的成功道路度过一生。

惧怕、排斥不确定性，竭力提高
“成功率”，可能是成功者的后代一代
不如一代的家族成功基因退化的奥
秘。

每一代人都希望在下一代人身上
加一份保证成功的确定性的筹码，而
竭力排斥、拒绝不确定性，这实际上是
使被加码的每一代人丧失更多探索的
可能性，也就是量子理论所讲的——

“叠加态坍缩”。
关于这个问题，沙拉的见解是：

“磨难也是生命的财富！”这是发人深
省的，这也是本套图书的总标题“特
别狠心特别爱”值得我们仔细品味的
地方。为什么“特别的爱”经常要通
过“特别的狠心”来表达？因为“特
别的爱”具有本爱、博爱的性质，它
超越了一般的“小仁小爱”，超越了

“偏爱”“溺爱”“狭隘之爱”“执着之
爱”，所以它在用心上就更深一层，
看得透、想得远、放得开，敢于放手
把孩子交给充满不确定、“不保险”
的自立之路，乐于看见孩子生命内在
的财富自然生长起来，并在财富的增
长中获得和体验自由。

这可能就是一个能够对三代负责
的母亲应有的眼光。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

读家报道

阅读，似乎人人皆会，好像是一种
与生俱来的能力，只要识字就能读、会
读，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实
际上，社会大众的阅读素养大相径
庭，作家赫尔曼·黑塞曾说：“当多数缺
少天赋的人将自己的阅读能力很快就
只用来读报上的新闻或商业版时，少
数人仍然为字母和文字的特殊魅力所
风魔（因为它们古时候都曾经是富有
魔力的符箓和咒语）。这少数人就将
成为读书家。”

如 今 ， 许 多 人 已 经 逐 渐 认 识
到，阅读素养是一种对人后天发展影
响巨大、需要着力培养的关键能力。
近年来，各类指导阅读的书籍登上了
各类排行榜，可谓风靡一时，但就中
小学生而言，这些书籍尚缺乏必要的
针对性。近日，程载国的 《由理解到
创造——中学生阅读力的有效提升》
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可以说适逢其
时。

《由理解到创造》提出了“中学生
阅读力”这一极具统整性的核心概
念。2017 年，聂震宁在其《阅读力》一
书中首次提出了“阅读力”这一概念：

“阅读力指的是对所读图书的理解、运
用和反思的能力。”程载国则在此基础
上，针对中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的实际，
对其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根据能
力形成的内在逻辑，将阅读力分解为

“专注力”“理解力”“批判力”和“表达
力”四项要素，进而建构了有关“中学
生阅读力”培养的较为严密的理论体
系和一整套方便实施的操作路径。

一、阅读力的发展必须以
“我”为主，从深入理解抵达冷静
批判。

关于读书，王阳明主张：“只要晓
得，如何要记得？要晓得已是落了第
二义了，只要明得自家本体。”程载国
执教于王阳明故里，对阳明心学有深
切的领悟。他认为，理解不局限于读

出来、读准确，而要以“我”为主，从自
己出发，以自己为主体。诚然，读书就
是“读自己”：不是为了记住人家说了
什么，也不单是想知道人家说了什么；
而是要积极地、以平等的姿态与作者
进行心灵的对话，最终目的在于成就
最好的自己。

因此，程载国在提倡“理解一部
作品有外部解读和内部解读两条路
径”之后，特别指出我们对一部作品
的理解的多寡“与我们的提问意识”
很有关联。他根据建构主义的相关理
论，明确指出“作品的意义是由读者
根据自身的知识体系赋予的”。至于
如何解决疑问，他提出了三条路径：
回到作品，联系生活，求诸专家。这
样做，无疑回归到了阅读的本意，也
可以达成对作品的深度解读。这样定
位“理解力”，给我们带来了宝贵的
启示。

近年来，批判性阅读已成为一种
热潮，程载国也把“批判力”作为精
读阶段重要的发展目标。他认为：

“批判性阅读是一个‘理解—思考—
超越’的过程。”他从朱熹等中国古
代先哲身上汲取了有关阅读的智慧，
提炼形成了“批判力”训练的三条途
径：自我反思，与作者较量，和读友
辩论。

二、阅读力的高阶是“说、
评、写”等输出，是阅读能力的
综合表现。

程载国把“表达力”作为中学生阅
读力四要素之一，极具创意。面对可
能存在的质疑，他回应说：“合上书卷
之后遐思品味书中的情节人物，打开
笔记本来为该书编写内容提要，在知
乎、豆瓣等网络平台发表读书感言，甚
至读完该书之后有了写作冲动，从而
为该书写就评论文章，这些活动怎能
被排除在‘阅读’之外呢？”

的确，阅读绝不是一种单纯的视

觉活动。他考察近年来 PISA 国际阅
读素养评价题型的转变后，敏锐地发
现它已经“从传统的被动接受转向主
动表达，从静态的识记阅读逐渐走向
动态的运用阅读”，因为“输出”暗藏着

“对自主整合分析、独立筛选判断等
思维素养的要求”。于是，他提出要

“扭转传统阅读以‘听、读、记’等
输入性能力为本的阅读教育，代之以
更高层次的‘说、评、写’”。可以
说，这种主张把握了阅读学研究的风
向，切中了传统阅读教学的弊端，充
实了“中学生阅读力”的内涵，有助
于提高学生的阅读素养。

实际上，《由理解到创造》 一书
中最主要的内容就是程载国撰写的30
篇文学评论性文章，如 《王阳明 〈黄
楼夜涛赋〉 赏读》《鲁迅的“故乡情
结”》《〈哈姆雷特〉：生命之轻与责
任之重》 等，这是他阅读“表达力”
的精彩展现，也是对中学生读者的亲
身示范。值得一提的是，程载国评析
的多是课本上的文章或是学生课外爱
读的书籍，他如何“理解”？如何

“创造”？显然对广大中学生而言，更
加具有启发价值。

三、阅读力的养成须提升阅读
的专业化水平，要注意书籍适切的
打开方式。

清代《魏叔子文集》中有一个形象
的比喻：“蓄积学问像富人积财，金玉、
布帛、竹头、木屑、粪土之属，无不豫
贮，初不必有所用，而蓄积多了，酝酿
沉浸久了，及其有故临文，大小浅深，
各以类触，沛乎若决陂池之不可御，当
其必需，粪土之用，有时与金玉同功。”
中学生阅读，亦是如此，贵在兼收并
蓄，博闻广识。成长的过程中，要尽可
能不断拓宽阅读的边界，阅读不同体
例，不同门类，不同时代，不同国别，不
同语种的文章。但也需注意，不同的
书籍应采取适切的方法，依体而读，因

文而读，须切记“每一卷书，都有正确
的打开方式”。

程载国说：“学生在阅读方面应该
实现由被动阅读到主动阅读、由休闲
阅读到专业阅读的飞跃。”的确，真正
的阅读力，应该是一种专业化的阅读
能力。《由理解到创造》除“导读”外，共
有六辑，分别谈诗歌、散文、小说、戏
剧、人物传记和学术著作的阅读方
式。每一辑先用一篇文章谈这一文体
总的阅读方法，再用三五篇文本评论
性文章具体示例。如第一辑“诗歌：语
言的魔方”，《诗歌阅读漫谈》一文，从
顾随、周啸天、叶嘉莹等人诗歌阅读的
经验中，提出鉴赏诗歌应从语言入手，
强调“只有准确把握了一首诗的语言
收敛性、多义性、抒情性和音乐性特
征，我们才能说自己读懂了这首诗”；
接着，用《元稹与他的悼亡诗》《从〈李
凭箜篌引〉中见李贺“奇峭”诗风》《惠
特曼〈草叶集〉：向劳作者致敬》《像孩
子一样——重读〈海子的诗〉》等评论
性文章，具体演绎了如何从语言入手，
准确理解一首诗。

程载国认为，“优秀的传记作品以
其丰富的思想价值助益青少年的成
长”，他专门用一辑来谈人物传记的阅
读方法，并推荐了《富兰克林自传》《别
闹了，费曼先生》《我坦言我曾历尽沧
桑》《西潮·新潮》等几本传记作品。近
年来，高中语文教材上专门提出了学
术著作研读的要求，这无疑有助于学
生今后的发展深造。程载国说：“阅读
学术著作时，我们额头上的一道道皱
纹都是美丽的。”在书中，他用一篇《学
术著作阅读漫谈》和三篇相关评论文
章，以及一则《乡土中国》的教学回顾，
全面地介绍了这一崭新文类的阅读门
径，极具开拓价值。

阅读，需要有一种闲静之心，这样
才有望悟得天机，尽享书海泛游的无
穷趣味。《由理解到创造》则是最佳的
伴读之作。

（作者系浙江省慈溪中学语文教师）

阅读力：生命茁壮的关键能力
——读程载国《由理解到创造》

欧阳凯

《三颗豆粒一块田》 是一本关于种子与
岁月的生命美育图画书，也是一本关于农事
与亲情的传统教育故事书。作者用小男孩自
述的口吻，讲述了和爷爷一起在田间地头劳
作的故事。

“我”带上了小锄头和绿水桶，跟着爷
爷下地，爷爷教“我”锄草、分菜畦、点豆
子，可爱的小鹅也跟着“我”到田里吃草。

“我们”一起种了冬瓜、西葫芦、豆角、菠
菜、油菜等很多蔬菜。“我”焦急地盼望着
小种子发芽，趴在大地上呼唤它们、唤醒它
们，终于等到黄瓜的小芽芽害羞地钻出来。

“我”和爷爷给黄瓜搭架子、给菜园浇水，
看园子里的蔬菜疯了一样生长。

在爷爷生病住院的时候，“我”继续给
黄瓜浇水，还种下了玉米的种子。“我”弄
不明白，一粒小小的种子怎么可以长出这么
多果实？但是“我”知道，每一颗小种子都
藏着大秘密，它们都很了不起。

作者在讲故事的时候，还巧妙地介绍了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的农事经验、“点、嗖、
啪”的劳动技巧、“好好吃饭，种田不容易”的
生活感悟，让孩子感受到乡村田园生活的趣
味，人与自然、动物的和谐共生，爷孙之间隔
代亲热的情感，以及参与劳动的新奇和享受
丰收成果的喜悦。书的最后，爷爷从医院回
来，玉米也长成人高，种子经过岁月的涵养、
阳光雨露的滋润，已经硕果累累。

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插图，画家对人
物表情和自然景色的描写都非常精致，色彩
丰富，把两代人的天伦之乐和儿童的天真、
好奇心表现得淋漓尽致。

（作者系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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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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