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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时常有朋友问及关于读书尤其

是读书方法的问题，我觉得不妨先
读两篇文章：古代的是朱熹《朱子
语类》 卷十 《读书法》，现代的则
是鲁迅先生的 《读书杂谈》。两位
先贤不仅饱读诗书、博通经史，而
且极为恳切，所写皆为“拙诚”之
语——这不只是为学的品质，更是
为人的品质，学品高、人品好，文
章自然对读者启发颇众。不像有些
时贤，指导读书常常兴奋异常刹不
住车，下笔洋洋洒洒难以自休，然
而时时言不及义，细看之后，发觉
他其实没读过几卷书。因此奉劝读
者诸君，与其听“砖家”方法指
导，不如多读几册好书。

可是两位先哲的高论不约而同
地基于一个立场，就是他们的读者
皆酷爱读书，假如你不喜欢读书，那
么其方法的效果就要打折甚至归
零。但确实就是不喜欢或者“死活
读不下去”倒也简单，尽可以去玩音
乐、玩美术、打球、追剧或者怡情式
玩牌、电竞，和读书本来没有高下之
分，读书原本不是清高事。问题是
有人想读，又遇到困难，有人不想读
却因为“有用”而不得不读，于是就
产生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
譬如：

有些名著距离我们现代社会有
些遥远，用了一些句式语法和词语
让我们有些读不懂，所以更加没有
耐心去读，怎么办？

读到自己没兴趣但有用的书，就
会读得很慢或者不看了怎么办？

感觉读书有用，但是读了记不
住，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中的意义。
是不是一本书得多读几遍？读书要
不要做笔记？

不难看出，提出上述问题的读
者内心纠结煎熬，或者把读书看成
极为神圣或崇高的事，偶尔读几本，
就觉得完成了一项天大的工程，激
动不已：我读书了！一旦摸不到门
径，就会耐心全丢，甚至自责委顿。
还有人本不喜欢读书，但是因为“有
用”而被迫读书，为“千钟粟”读，为

“颜如玉”读，为“黄金屋”读，所以一
心寻求终南捷径。

如前所述，读书不是清高事，对
待读书最好持一颗平常心，最理想
的读书形态莫过于把读书当成一种
日常方式。鲁迅先生把读书分为职
业的读书和嗜好的读书，对于“职业
的读书”，他老人家认为：“其实这样
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
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
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学子应
考，教师备课，学者为学，多属于此
类，旧称“为稻粱谋”，读不好则如大
先生言“于饭碗有妨”。而对于“嗜
好的读书”，约等于周瑜打黄盖，你
情我愿。一言以蔽之，无论因为“有
用”而被迫读书，还是因为嗜好读
书，遇到困难都应自行解决，没有什
么人可以像武侠小说中的奇遇，给
他提供“真经”或“大法”，然后让他
功力倍增，一统江湖。

然而读好书毕竟是嘉行，即使
是功利性读书也应该善待，如果有
心得应该“不揣冒昧”与同道分享共
享，而不是像老舍《断魂枪》中的武
师沙子龙坚决“不传！不传！”

比如第一个问题提到因为“用
了一些句式语法和词语让我们有些
读不懂”名著，这个问题的提出者找
了一个可爱的托词，他有点儿小懒
惰。众所周知，“互联网＋”平台最
强大的功能之一就是检索，过去遇
到文字障碍，需要翻检国民工具书，
或者进一步查阅《辞海》《辞源》《汉
语大词典》，甚至相应专门工具书；
现在有了强大的检索平台，文字障
碍症迎刃而解，而懒于查阅症属于
心魔，只有自己可以疗治。

如果读书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好
奇心，而是要完善知识结构或者做
点儿学问，那必须进一步构建一点
儿文字学或训诂学的基础，传统文
化博大精深且传承数千年，没有底
子显然读不懂。韩愈《科斗书后记》
中说：“思凡为文辞，宜略识字。”清
代至民初的许多著名学者也主张

“读书须先识字”，说的都是一个道
理。外国经典也是一样，如我们不
懂外语的人只好拾人牙慧。有时读
了同一著作的不同译本，感觉简直
就是两本书，甚至有受骗感觉却无
可奈何，比如同为屠格涅夫的著作，
丰子恺译作《猎人笔记》，黄伟经译
作《猎人手记》，纯然两种风格。据
说欧洲大陆观念，如果只从英译本
学习，也如同只买到二手货而不纯
粹不精到。教书也好，为学也罢，相
应的文字基础必须精心垒筑。否
则，即使精神殿堂就在眼前，也无法
登堂，更遑论入室。

其次如果想读懂经典原著，又
尽可能减少文字障碍，那最好选择
优质出版社，按照自己的基础选匹
配的版本。以《论语》为例，如果入
门打基础，可以选择杨伯峻的著本，
虽然学界对它多有批评，但是那属
于学术问题，打基础综合衡定还是
它合适。李泽厚、南怀瑾版本虽然
名头大，但个人主观色彩太浓，不过
借《论语》浇自己心中块垒。杨先生

的侄子杨逢彬教授的“新译”据说借
助了大数据成果，然而夯实基础还
是叔叔的版本可靠。有人觉得读原
著有文字障碍，索性读白话本或者
简缩本，那就等于约会奥黛丽·赫
本，赴约的却是赫本高邻二大妈，苦
苦追寻的帅哥竟然就职于东西厂。
偶然也有例外，比如郭沫若翻译的

“楚辞”，高蹈清贵胜过他本人创作
的《女神》；台静农在台湾主持翻译
的白话《史记》《资治通鉴》也是良心
之作。可读白话本或者简缩本毕竟
是佐餐或点心，汲取营养还是需要
读原典。

阅读外国经典更需要选取译笔
达雅的译者，以减少人为阅读障
碍。多年前白岩松讲过翻译界乱
象，把“我走了”改成“我离开了”，一
个新译本就此问世。如此译本败坏
的不只是知识体系，还有价值系
统。像我的哲学思维极差，读西方
思想巨著浑浑噩噩，然而读何兆武
先生翻译的《社会契约论》却一派清
明，何先生学贯中西、博雅淡泊，故
而化繁为简、深入浅出，而低劣之作
则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毁弃读者读
书的根基。内心傲娇的王小波读查
良铮翻译的《青铜骑士》钦佩不已，
并调侃粗制滥造的译本把普希金作
品译成了二人转；江枫先生译狄金
森诗歌《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十
分精妙，而另一译本则“欢腾”十足，
过于接地气。阅读经典，好版本不
会故作深奥，文字障碍也相对少，且
不会拉低读者的审美品质。读书养
性，一旦眼光养成，阅读经典就可以
根据个人趣味去选取，比如读莎士
比亚作品，究竟是读朱生豪译本还
是读梁实秋译本，尽可以由着自己
心性，因为自选，时代、文字的障碍
自然随之消除。

至于对所读之书“没兴趣但有
用”，按鲁迅先生的说法，“所以读书
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
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既然属于“最大部分”，关键是“有
用”，那只有坚持下去，放弃“不看
了”得不偿失。“读得慢”如何解决
呢？朱子所言语重心长：读书先要
花十分气力才能毕一书，第二本书
只用花七八分功夫便可完成了，以
后越来越省力，也越来越快。这是
从“十目一行”到“一目十行”的过
程，无论专精和博览都无例外。等
到腹内精读了几十种典籍，就可以

“跳读”“快读”。好像陈平原教授说
过，读书如他们广东人煲汤，“急不
得也么哥”。

“读了记不住⋯⋯是不是一本
书得多读几遍？”记不住，又“有用”，
当然必须多读。至于几遍——古人
云：“读书百遍，而义自见。”学者余
嘉锡先生则说：“百遍纵或未能，三
复 必 不 可 少 。”“ 百 遍 ”还 是“ 三
复”——记住为止。“要不要做笔记”
呢？如果是“嗜好的读书”，完全由
着自己。如果是“职业的读书”，同
样学贯中西的朱光潜先生主张“读
过一本书，须笔记纲要、精彩的地方
和你自己的意见”，而且需要在精微
之处做批注，如此则可以培育鉴赏
力、思辨力、创造力和学术素养，悉
心训练之后，教书育人做学问就可
以规避错误、高效优效。

萧伯纳说：“世间最不行的是读
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
术，不用自己。”所以读书不能满足
做书橱，还应当独立思考，并结合现
实把书读活。读书虽不是清高事，
然而从中无限恒久获取精神财富，
这是何等精彩绝伦的秘径，如同前
述狄金森诗内的箴言：这是何等节
俭的车——承载着人的灵魂。

（作者系济南外国语学校特级
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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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阅读已来科幻阅读已来，，只是尚未流行只是尚未流行
————中学生科幻阅读的观察和思考中学生科幻阅读的观察和思考

吴锐吴锐 曹勇军曹勇军

近年来，科普科幻阅读在校园
内外不断升温，成为一个新的热
点。

今年暑假，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举办的“听专家讲科学阅读与创
作”系列讲座，两天 8 场线上直
播，参与者有 230 万之多；而 11
月中旬第三届全国青少年科普科幻
教育大会也将在南京市第十三中学

召开，助力中小学科普科幻教育的
发展⋯⋯其中，科幻阅读因其融科
学与文学为一体、融创新与读写为
一体的跨界特点，高度契合了强调
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的主旋律，理
所当然地成为课程改革值得关注的
突破口。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具有
新的特点和功能，给阅读教学带来
了机遇和挑战。

一 般 认 为“ 科 幻 ”是 科 学 幻 想
（Science Fiction）的 简 称 ，Science
Fiction 直译就是“科学小说”或“科学
虚构”。科，是科学；幻，是富有想象力
的故事。少年刘慈欣曾经问他父亲什
么是科幻，父亲告诉他，就是“有科学依
据的故事”。用生活中的大白话说，科
幻就是有科学脑洞的故事。这个科学
依据一般被称为“科学设定”或“科学点
子”，是居于作品中心推动故事走势的
科学知识和原理。《流浪地球》的设定是
太阳内核急速老化，持续膨胀，地球将
被吞没，人类亟须进行悲壮远征；《微纪
元》的点子则是通过基因技术将人类身
体缩小至 10 亿分之一，用纳米技术构
建了微纪元的世界，并传承了宏人的文
明。这些充满奇思妙想的科学点子推
动着一个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展开，这也
是科幻和奇幻、魔幻的区别所在。哈
利·波特骑着扫帚满天飞是奇幻和魔
幻，如果扫帚装上动力系统和逃生系
统，就成为科幻了。科幻是科学知识加
上对未来展望的迷人想象，既有科学的
品格，又有文学的魅力，洋溢着现代人

的浪漫诗意和审美想象。
吸引我们把科幻作品一页一页读下

去的东西，表面上看是粗粝的科幻美感，
是匪夷所思的惊奇之感，实际内核是让
我们的视野和心胸无限拓展的想象力和
好奇心。它通过想象虚构生活中不存在
的事物，就像《三体》中的人列计算机、水
滴、二向箔、曲率飞船⋯⋯描绘超现实的
奇观，就如《三体》中“二向箔”让整个太
阳系从三维跌落二维的毁灭过程，《北京
折叠》中关于城市的折叠场景⋯⋯给读
者以巨大的认知震撼。科幻小说中，时
间跨度动辄千百年许多世代，空间或是
以纳米为单位的微观世界，或是以光年
为距离的宏观世界，让我们在星际航行
中看见人类历史大航海时代的图景，看
见文明像蒲公英的种子在宇宙播撒⋯⋯
科幻阅读让人的想象力达到无与伦比的
广度和高度，这是在其他作品中无法得
到的体验，也是传统教育中比较匮乏和
忽略的，因而受到越来越多学生的喜爱，
尤其是那些热爱理科的科幻少年的喜
爱，觉得与他们个性张扬的青春气质相
契合。

科幻作品有怎样的阅读价值

令人遗憾的是，目前中学生科幻
阅读还存在不少缺陷。我们做过中学
生科幻阅读的问卷调查，多数学生表
示最大的困惑是不知道如何阅读科幻
作品。多数学生跳着读，感兴趣的情
节读一读，小说中科学原理、技术描
写放过去，仅仅满足于情节的猎奇，
读而不知其法。这就需要我们的阅读
教学提供内行、友好的支持。

首先要引导学生关注科学点子和
环境设定，感受故事背后的思考。语
文课本七年级下册上有刘慈欣的科幻
小说 《带上她的眼睛》，讲述了一个失
事的地航飞船领航员“她”的故事。
作品通过倒叙，揭开谜底，让你了解
故事发生的前因，一点点拼出人物绝
望的处境。理解小说的科学设定才能
理解作者构思表达的独特之处：把人
物放到极端残酷的环境中，表现正常
情况难以表现出的人物终极表现。刘
慈欣在一次采访中特别提醒教师和学
生们，不要把科幻小说当普通小说
读，要注意科幻作品环境设定的特殊
性和用意，其实就是提醒科幻阅读的
这个特点。

还要启发学生体会科学设定与故
事情节交融的魅力所在。例如 《带上
她的眼睛》 中“落日六号”、炽热的岩
浆、发动机烧毁、沉入地心、高温
5000℃、孤独一人度过余生⋯⋯这是

“科”，而通过类似 VR 的“眼睛”领

略的自然风光，感受微风的吹拂和溪
水的凉意⋯⋯这是“幻”。科与幻结
合，幻极而真，你浸润其中，感受到
震撼心灵的冲击力量，从科学原理、
科学知识、科学设定的角度去体会故
事构思的精妙之处，感受到科幻之美！

更应培养学生欣赏科幻形象的意
识和眼光。科幻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
类型化的，形象较为扁平，与传统的现
实主义作品相比，其丰富性、深刻性确
实不够。原因在于科幻小说关注的是
人类的未来和变化，个体在这其中，只
能是人类集体的缩影、文明种族的代
表，作为一个符号起说明作用。在科幻
小说构建的超现实世界中，作品形象不
仅有地球人，还有仿生人、人工智能，或
者外星生命，还有各种动物、生物，甚至
高新的设备和武器⋯⋯

大家熟悉的 《海底两万里》 中，
凡尔纳实际创造了三个形象：一个是
真正的人类尼摩船长，代表不畏强
暴、勇于反抗的人类英雄；一个是人
类创造的机器“鹦鹉螺”号，美观而
强大，是人类征服大海的工具；一个
则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大海，有情
感和认知，能抚慰人类也能令一切生
物心惊胆战。它们合在一起构成作品
的科幻形象，将人类和大自然的对抗
展现在读者面前，为科学点子的设定
和表达服务。科幻阅读的高境界是让

学生理解科幻形象中的
创意、点子和奇妙的
想 象 ， 深 度 体 验

“科”与“幻”完美
融合的故事美。

呼唤内行的阅读指导

科幻阅读追求的想象力培养，往
往伴随着学生科幻思维的成长而丰富
和发展。这种思维既有科学的逻辑，
又有文学的浪漫，既有科学的理性，
又有文学的感性，是两者结合形成的
创意思维。它给了你一种想象力的表
达和书写，让想象力有了在科学的框
架下具象化表达的程序、步骤和方
法。

最近读到一本书，名为 《未来狂
想：人类消失后的世界》，作者猜想
1000 万年以后的地球是怎样的、将
会出现哪些生物，介绍了许多光怪陆
离的未来生物，包括会飞的蜈蚣、体
长 40 米的深渊蝌蚪，像鼹鼠一样在
地下生存的鸟等。作者并非凭空想
象，而是从地球的板块构造、冷热
交替，趋同进化、极端适应等科学
知识角度，推论出这些生活在未来
的动物形象和生物学特性。作者把
未 来 当 作 实 验 室 ， 依 据 特 定 的 条
件，用想象再造了一个充满联系而
又自洽的未来生态世界。这本书典
型地体现了科幻作品的写作思路，
也展示了科幻阅读中包含的思想实
验方式。它运用科幻思维，通过严
谨的科学推理，描绘了科幻作品创
作和想象力发生的过程，让我们学
会了创造和表达，领略其中的科学
精 神 。 在 此 过 程 中 ， 科 学 不 再 抽
象，而是能被创造出来，以熔铸在

故事中具体可感的方式，成为你学
习想象和创造的案例和素材，提升
你运用想象力创造新事物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幻作品是我
们这个时代赐给孩子们的心智玩具，
可以满足他们的想象力和好奇心，获
得科学发现的乐趣、科学思维的提
升、科学精神的濡染，从而培养一种
面向未来的品质。南方科技大学科学
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教授吴岩说：
科幻给了我们100种关于未来的可能
性，让我们在面对第101种未来的时
候不会害怕，给了我们一种面向未来
的学习态度。华大基因 CEO 尹烨讲
过，学习不仅是学到更多的知识，而
且让我们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时候不
再害怕，变得更为开放，学会把新知
识整合到我们的知识框架里去，学会
升维和提高。正因如此，科幻阅读提
供了一种新的学习场景，提供了富有
想象力的案例和素材，对学生的成长
意义重大。南京市第十三中学科幻社
社长郑宇涵同学在说到科幻阅读给她
带来的影响时提起，在今年东南大学
强基班面试的现场，她运用科幻阅读
的经历，与教授们讨论科幻与哲学的
关系，后来被顺利录取。她认为科幻
给她的最重要的影响还不仅仅是一些
宝贵的机会和认可，更多的是思维品
质的提升，是理想与热爱的生长，懂
得发现更好的自己。

重要的是思维方式和学习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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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阅读也给语文教师提出了挑
战，但目前很多教师没有做好准备。
制约因素首先是观念层面的。语文教
师群体中有把科幻作品当作低幼、边
缘、休闲代名词的普遍偏见，平时不
关注，缺少阅读积累，没有认识到科
幻教育的价值。其实，科幻文学经过
200 多年的发展，诞生了许多大师，
积累了丰富的优秀作品，我们不能抱
残守缺、视而不见。其次是没兴趣。
有很多在人文社科方面很有造诣的优
秀教师，面对科幻作品往往读不下
去，原因是在阅读生长发育的早期、
好奇心最旺盛的黄金时期没有接触这
类阅读，没有埋下科幻阅读的种子。
他们习惯于欣赏“小桥流水人家”之
类传统的文化意象，对科幻作品中闪
烁着现代技术光芒的科技意象、充满
着幻想意味的科学点子则无感。再其
次，有些语文教师担心科幻作品中的
理科知识会带来阅读障碍，有畏难情
绪。其实科幻作品是面向普通大众
的，作品中的科学问题会通过人物之
口或在文本的其他地方做出解释，只
要认真阅读，问题不难解决。

科幻是今天这个时代需要阅读的
作品，作为现代公民，回避科幻作品
的阅读，在知识结构方面是有欠缺
的。我们可以拜科幻阅读丰富的学生
为师，拜教师中优秀的科幻读者为
师，坚持一两年，有意识地“补课”，
就会具备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这样指
导学生会更具专业自信。教师有了阅
读积累，师生有了共同的阅读爱好，
在教学中必然教学相长，互相促进。
何况，正视科幻阅读这个我们阅读结
构中的盲区或短板，在人文类阅读的
基础上，有意识地通过科幻作品加强
科学阅读，构建健康的知识框架，充
分满足学生发展和课程改革的需要，
也应该是我们的职业担当和公共关怀
所在。

可喜的是，在我们的语文课堂内
外，已经出现了科幻阅读课程的积极
探索。北京景山学校教师周群在2019

年 《流浪地球》 公映后，抓住教育契
机，开设了为期两周的 《流浪地球》
科幻作品和影视研讨课程。周老师不
仅借 《流浪地球》 教学生科幻小说的
阅读策略，通过读写结合的方式，培
养其丰富的想象力，还利用小说与电
影之间的差异进行对比，以“笔谈”、
设计题目、评价公众讨论等形式，培
养了学生分析、综合、评价和创造的
高阶思维，给广大同行探索的启示。
北京景山学校教师刘晓虹开发的 《带
上她的眼睛》 续写课例，展现出科幻
阅读的新探索。她以课文阅读为基
础，以续写故事为任务，带领学生讨
论后续情节、确定大事年谱，设计合
理的营救方案和符合科学设定的地航
船，把小说中的“她”带回来。让学
生在阅读和写作中走了好几个来回，
有效实现了教学目标。南京市第十三
中学的星航科幻社，定期举办科幻夜
读沙龙活动，开展刘慈欣等科幻作家
作品的阅读分享，通过情景剧、圆桌
对话、名家访谈、作品朗读等多样的
形式，交流科幻作品的阅读成果。创
作是阅读能力的最高表现。星航科幻
社自编了全国中学生第一本科幻杂志

《朝闻道》，已印制发布三期，收录学
生科幻原创作品、科幻阅读笔记、科
幻评论、活动新闻、经典作品推介
等。这种读写结合的科幻教育，把学
习经历成果化、学习成长可视化，给
学生提供了成长的空间和生态，推动
科幻阅读的深入持续发展。

从全国看，目前参与科幻阅读的
教师还远远不够，大家还有顾虑，但
我们有理由坚信，随着越来越多的语
文教师加入科幻阅读队伍，必将探索
出更为丰富多样的科幻阅读的打开方
式，让富有创造性的科幻阅读之光照
亮彼此，照亮前方壮美的星辰和大
海。

（作者吴锐系江苏省南京市宁海
中学语文高级教师；作者曹勇军系江
苏省正高级教师、中国教育报 2017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我们如何迎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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