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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胡翼青教授粉丝众多，我是其中之
一。与他的学生“胡椒粉”有点儿不同的
是，我多年前通过阅读 《中国教育报》

“认识”了胡老师并慢慢成了朋友。
先说说我手机里珍存的一张照片吧，

因为这张照片从一个角度记录了胡老师的
影响力，也见证了我俩的友情。照片的内
容是2018年8月南京一家报纸关于高校
新生开学的新闻页面。这个新闻报道了一
个饶有意趣的细节，盐城中学两名同桌女
生，考取南京大学同一专业，问起她俩对
南大的最初印象，两人异口同声说出了胡
翼青教授的名字，她俩高中时听过胡教授
的讲座，受益匪浅，从此心怀南大，终于
梦圆。

看到这个报道，我与胡老师都很开
心，我们的喜悦源自对教育的共同理
解。什么是教育？教育不是灌满一桶
水，而是点燃一把火。那天，我们聊了
很久。

两名女生所说的讲座是前几年的事
情了。我校有个文化传统，为响应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每年春季都会组
织学生的读书活动，活动中经常会邀请
专家前来讲学。2016年春暖花开时节，
在筹备“读书节”活动中，我们邀请南
大胡翼青教授来校讲学。请胡老师讲学
的理由简单却充分，他曾入选《中国教
育报》2013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这个全民阅读推广品牌始于 2004
年，很有影响力。倾听“读书人”的读
书故事，某一天我就在 《中国教育报》
上“邂逅”了胡翼青教授。他在大学讲
坛倾力营造读书的氛围，他在学子心田
热心播撒读书的种子，他倡导“用读书
启蒙学术思想”，他所主持的“南大胡翼
青读书会”，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实践，已
成为南京大学人文学科学生培养的前沿
学术阵地之一，甚至影响到周边高校的
学生。

胡老师以“读书”引领起初有些懵懂
的大学生开启学术梦想，这是工作中的一
个创举，尤其是他多年寂寞中的执着坚守
令人感佩，我对他的教育理念心有戚戚

焉，他注重对学生的唤醒与鼓舞。他的读书
会的特征更在于表达，读后感的交流中充满
了质疑、交锋与争论，这就让“读书”这件
看似简单的事情得以升华——激发学生思
考，培养思想者。

胡老师自己热爱读书，有独到的阅读体
验与感悟，有自己的品牌“读书会”，他还
是国家级媒体推动公众阅读的明星人物。在

“阅读节”之际，邀请胡老师来校跟学生们
面对面聊聊读书，不正是他们的幸运吗？

《与世界伟人谈心：论读书的四种境
界》，胡老师一开讲，果然不同凡响。他
说，要立志为兴趣而读书，更要为独立的思
想而读书。读书，就是成长，就是心智的不
断提升。通过阅读与大师进行心灵的对话，
在与人类的伟大思想进行心灵对话中，建构
自己的心灵。读书可以把过去的心灵、现代
的社会实践与自己关联在一起，帮助自己成
为思想者。

胡老师的演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当天的微信朋友圈里，我写道：“这半天
将会成为我经常回味的时光。”的确，至今

我还时常想起当时的氛围。可容纳千人的学
术报告厅座无虚席，连后排都站满了闻讯而
来的师生，大家以阵阵掌声回应教授的精彩
演说。胡老师长于雄辩，纵横捭阖。他的声
音并不很大，但睿智幽默的话语富有穿透
力，加之讲话时身体微微前倾，感觉他有一
种凝聚力把偌大个会场融合成三五知己扺掌
雄谈。学生们听得眼神发亮，年轻的面庞写
满了兴奋与钦佩，恨不能立马读破万卷书。

原本中午放学就结束的讲座，因学生们
高涨的热情与浓厚的兴趣，其提问互动环节
一直延续至午后。这次讲座也让我与胡老师
结下了友谊，以前我在报纸上“追星”，现
在我在微信中讨教。2018年秋天，我又邀
请胡老师来校讲座。讲座前后一杯清茶，坐
而论道，相谈甚欢。我说我一直记得教授的
话：读书，让我们比从前的自己更好！我拿
此言指导我的学生，也用以自我勉励。我时
时提醒自己，教师能教给学生的知识是有限
的，重要的是启迪思考，教育有时就是播下
一粒种子。

（作者系江苏省盐城中学教师）

读书，让我们比从前更好
陈俊江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
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已故学
者、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
《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就是一
部可读性极强、充满真知灼见
的著作。笔者受教十年，获益
良多。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
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对文本
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但
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从
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
基本经脉，且这部著作并未写
完。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
发，我不揣浅陋，斗胆“重写
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算是近
缘。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
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
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
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
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
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
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
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
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
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
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
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
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
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
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
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
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
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
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
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
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
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
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
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
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
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
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
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
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
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
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
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
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
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
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
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
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
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
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
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
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
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
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
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
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
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
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
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
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
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
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
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
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
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
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
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
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
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
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
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
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
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
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
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
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
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
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
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
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
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
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
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
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
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
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
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
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
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
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
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
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
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
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
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
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
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
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
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
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
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
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系儿童文学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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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钩沉

左起：白正国、方德植、苏步青、杨忠道、谷超豪 资料图片

梅杰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谷超豪、胡和生、李大潜主编的《文
章道德仰高风——庆贺苏步青教授百
岁华诞文集》一书和其后出版的《奋斗
的历程——谷超豪文选》一书，都收入
了一张照片，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
1991年，是年苏步青89岁，方德植81
岁，白正国75岁，杨忠道68岁，谷超豪
65岁。他们是苏步青教授创建的浙江
大学微分几何学派中的5位温州籍数
学家，都是温州中学的校友。

自1902年孙诒让怀抱“富强之源，
在于兴学”之理念创校起，就为这所学
校的文化打下了“开放融通、体用相函”
的底色。具体来说，办学始终怀抱家国
情怀。此其体。在制度文化上，讲求守
正出新；在教师文化上，讲求和而不同；
在学生文化上，讲求君子不器。此其
用。就是在这样的学校文化中，五位先
生的中学时光，牢牢地将读书与时代联
系在了一起。他们的阅读之广泛与深
入，令人叹服；他们的情怀之浓厚与炽
烈，令人感动。

“文学、历史知识辅助我
登上数学殿堂”

1915年夏，苏步青先生以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温州中学。刚入校时，他喜
欢看《左传》《史记》等。第一堂语文课，
陈老师便布置了一篇作文《读〈曹刿论
战〉》，两节课内，苏步青保质保量地完
成了，老师的评语是：有《左传》笔法。
但陈老师还是找来了苏步青，问：“这篇
文章可是你自己写的？”苏步青肯定地
回答了老师，并说明此文模仿了《左传》
的文章笔法。陈老师要他背诵《左传》
中的一篇文章，他背诵如流。陈老师力
荐给洪彦远校长，洪校长大加赞赏，并
贴到学校布告栏作为范文。历史老师
是举人出身，他也是位惜才之人。有一
次，老举人在课堂上提问：“秦王朝灭亡
的原因何在？”苏步青引经据典，并把贾
谊的《过秦论》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老
举人拈须而笑，甚至毫无保留地把自己
的珍藏《资治通鉴》等史书借给苏步青。

苏步青一度立志要在中学四年读
完《资治通鉴》，在他读到三四十卷
时，因为杨霁朝老师的到来，改变了
他的主攻方向。事情发生在1916年，
也就是苏步青读二年级时。第一堂数
学课，杨老师竟然没有讲什么数学题
目，而是大讲特讲当时的世界形势，
他的话掷地有声：“天下兴亡，匹夫有
责，在座的每一位都有责任救亡图
存！要救国，就要振兴科学，发展实
业，就要学好数学。”苏步青的灵魂被
震撼了，他在文章中写道：“杨老师直
截了当地宣传‘科学救国’的道
理。……我终于向杨老师表示：‘我想
多学点数学，请多加指教。’”他常常
阅读杨老师带来的科学杂志里的数学
知识和习题，那些很有意思的习题把
他吸引住了，过去读文史书籍的时
间，几乎都用来钻研数学了。

四年求学，他从没逛过温州当时
最繁华的五马街；除了生病，也从没

在22点前上过床；寒暑假回家，白天地
里干活，晚上灯下钻研。“为了证明三角
形内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这一定理，我
采用大同小异的二十种方法，并写成一
份论文，被送到当时浙江省的一个学生
作业展览会展出。”中学时代，苏步青已
颇具研究精神了。除了杨老师，陈叔
平、洪彦远对苏步青的影响一样巨大。
温州中学80周年校庆时，苏步青手书贺
诗一首，其中有“岷老（指洪彦远）怜
余如幼子，叔师训我作畴人”的诗句。
回忆中学时光，苏先生曾说：“深厚的文
学、历史基础是辅助我登上数学殿堂的
翅膀，文学、历史知识帮助我开拓思
路，加深对数学的理解。以后几十年，
我能吟诗填词，出口成章，很大程度上
得力于初中时的文理兼治的学习方法。”

要救国就要学好科学

方德植先生1924年考取温州中学，
1926年升入高中。他入学的时候，正是
朱自清结束该校教职不久，他擎来的新
文学火炬在这里大放光明。方德植深受
新文学新思想的影响。他的数学成绩始
终名列前茅，这得益于他的一套方法：
一是强化对书中基本概念和定理的理
解；二是训练运算的技巧和逻辑推理；
三是表达清楚，让人看得懂。同时，方
德植富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身爱
国学生运动。他与许多同学一起积极参
加抗日爱国运动，夜以继日地在有关商
店搜查日货，把清查出来的日货集中起
来，予以烧毁。他们不畏强暴，成立了
温州学生联合会，方德植当选为主席，
继续组织领导温州地区的学生进行抵制
日货的运动，焚烧了数以吨计的日货。
当时，有一些商人通过种种渠道向他求
情，但遭到了年仅18岁的方德植的严词
拒绝。他的活动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自
身安全受到威胁，为了继续学业，他被
迫离开温州。1929年夏，他以同等学历
同时考取了四所大学：南京中央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劳动大学、浙江大
学。最终他选择了浙大数学系。

白正国先生1933年在浙江省初中应
届毕业生会考中，名列温台考区第一，
进入高中后，学习更加刻苦努力，在各
门课程中，他尤其喜爱数学。当时高中
部的数学、物理、化学三门课程教科书
都是英文版。白先生特别感兴趣的两本
书是英文版塞尔孟的《二次曲线》和严
济慈的《几何证题法》，他还自学了《微
积分》与《射影几何》。1934年秋，36
名高中学生组成“自然科学研究会”，该
研究会“以增进科学与生活的联络，并
引起研求科学之兴趣为宗旨”。其后两年
出版了两期《自然科学》会刊，该刊卷
头语认为：“教师若要教学生成器，须多
多在课外设法，这是毫无疑义的。”白先
生中学时期的研究成果《轨迹问题》就
发表在这本刊物上。

据温州中学校史记载，1939年侵华
日军炸毁学校，5月，学校第一次迁址，
25日，初中部12个班376人迁往青田水
南，以栖霞寺作为教室，借用祠宇和租
用民房为生活用房；高中部6个班212人
迁往村头，用旧木料兴建三层楼房一
座，并租用民房为住房，以竹子搭成的
草棚为教室。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疾
病来袭，疟疾、疥疮在师生中流行。但
教师未因此降低教学质量，学生也未因
此放松学习。

杨忠道先生是“31 春”的一员，
“31春”特指该校高中部创建以来第一届
春季毕业的那一级学生。据校友回忆，
杨先生在校时就翻遍图书馆馆藏的大学
数学书籍，每道练习题都不厌其烦地逐
一计算过，在校期间他撰写《8M±2次
之幻方》的学术论文，以至陈仲武老师
对其他学生说：你们数学有难题可以问
阿道（即杨忠道先生）。陈老师还将自己
珍藏的一本英文原版的微积分书交给
他，叮嘱他好好读。当时为防备敌机骚
扰，学生们常在露天上课。据校友美术
家张树云回忆，有一天陈楚淮老师带同
学们到山坡上课，因人多地少，在临时
课堂中还要腾出一条通道让农民挑粪，
然教师高声朗诵，同学凝神谛听，一如

平常。外面局势变动不居，同学们也随
时准备迁徙，只要屁股一着地，就开始
学习。

课外阅读为他的数学加分

谷超豪先生 1938 年春进入温州中
学，他非常注意学习效率，争取主动。
通常考试是学生最紧张的时候，他却不
紧张。班里有的同学临考前还有不少疑
难问题，他也很乐意解答，在这个过程
中也提高自己。数学和物理是他最喜欢
的课程，同时他很重视作文，写作文时
常常不打草稿，课内完成。作文得了很
多“优”和“优加”的评分。这跟他喜
欢课外阅读是分不开的。初中一年级时
他痴迷武侠小说。他的哥哥谷力虹叫他
不要再看武侠小说了，介绍了3本书给
他，一本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一本
是苏联译本伊林著的《十万个为什么》，
还有一本是数学的普及读物。《十万个为
什么》让他学到许多科学知识，那本数
学读物则提高了他学习数学的兴趣，使
他开始有“概率”的概念，他还清晰地
记得，书里讲到用3个9拼成一个最大的
数的问题。而《大众哲学》以通俗的语
言、有趣的事例，讲解了什么叫“唯物
论”，什么叫“辩证法”，这对谷超豪思想
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高中时谷超豪读过一本叫《数学的园
地》的课外书，让他接触到微积分的初步
概念，这也让他对数学越发感兴趣。谷超
豪回忆说，高中语文老师董朴垞“除教课
外，还教我们读太史公的《史记》，我们学
了《史记》里的许多历史故事，印象十分深
刻”，“深深为司马迁优秀、悲壮的文笔所
感动”。词学大师夏承焘来学校兼课，虽
然不教谷超豪所在的班级，但他和一些同
学还是有机会去旁听，“我听过他对杜甫
的《月夜》和苏轼的《临江仙》的讲解。经
过他一指点，简朴的语言所蕴藏的深沉的
感情和意境便深深映入我的脑海，回味
无穷”。那时，他常常自己阅读《唐诗》
和《庄子》的部分篇章，对古典文学著
作非常喜爱，“中国古典文学的潜移默
化，对于我的数学思维，也许已起了一
定的作用”。

谷超豪还是学校“五月读书会”的
重要成员。读书会诞生于1939年春夏之
交，是当时校内组织规模最大、活动时
间最长、具有深远影响的一个进步读书
会。那里有马恩列斯原著，毛泽东的《论
持久战》等经典著作，左翼作家的文艺作
品等。读书会的活动始终与现实的革命
斗争紧密结合。1940年3月，谷超豪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他还不满14
岁。他忘不了少年时代所经历的家国之
痛，62年后，他仍清楚地记得1937年日本
侵略者的18架飞机从头顶飞过。他忘不
了人生起步，大哥指路，在《悼念大哥
谷力虹同志》一诗中写了大哥指导他阅
读 《大众哲学》 和 《论持久战》 的情
景，情真意切。从诗题中就可以看出，
血缘亲情和革命感情的交织交融。

（作者系浙江省特级教师，任教于
温州中学）

读 书 与 爱 国
——五位数学家的中学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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