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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复兴需要社会的“自觉”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国学的纯学术化是可怕的， 违背了

国学的本质特征。 国学的发展、 弘扬、复

兴，一要深入研究，二要生活化，因而只有

学者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社会

的‘自觉’。 只有当中华优秀文化内化于民

众的心里时，国学的力量才能显现出来。 ”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近日

在光明日报《国学》版创刊

5

周年座谈会暨

《国学精华编》、《国学访谈录》 首发式上

说，国学的一些内容需要逐步进入学校教

育体系，但此事之难不言而喻。

当今对国学的思考 ， 与上个世纪在

语境上已经有了很大不同。 许嘉璐说：“研

究国学所需要的基本而重要的工具 ，如

‘小学’，当年几乎是学人皆备的基础知识

和技能，而今早已成了翡翠‘手件儿’，不

但研究者理解与诠释典籍急需之， 而且

‘小学’本身也急需充实发展。 ”在他来看，

如果说国学一些内涵的生活化需要相关

内容进入学校体系，那么，在大学的人文

社会学科教学中， 应该把文字、 音韵、训

诂、版本、校勘以及出土文物和文献的运

用列为必修。 这样，再过二三十年，国学领

域的年轻学者在掌握研究的工具方面可

以登上一层楼，从而对经典诠释的准确和

开掘的深度必有巨大的提高。

座谈会上，许嘉璐对光明日报创办《国

学》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

5

年只是一个

瞬间，而国学要复兴，真正成为中国发展的

内动力，至少有几十年的路要走。 今天，离

真正的国学热还有距离，要正确估计形势，

要有耐心地去做国学的研究推广。

据了解 ， 光明日报 《国学 》 版创刊于

2006

年

1

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主流

媒体唯一的国学专刊。

5

年间共出版

185

期，总

计

160

万字。 此次由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国学

精华编》、《国学访谈录》就是从中精选、结集

而成的，其中《国学精华编》选取了近百位国

学界一线学者的文章。

许嘉璐对两本书的时代内涵进行了深入

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西学大量涌入，很多学

人在此过程中沉迷于西方各种学说， 甚至直

接拿来对接中国社会。 令人欣慰的是

,

这期间

一批学者逆势而行，回到中国原典，于冷板凳

上潜心中国传统文化，光明日报《国学》版

5

年

间发表的文章以及这两本书， 正集中展示了

这一批当代国学学人的兴起之势。

《国学精华编》、 《国学访谈录》， 梁枢

主编， 商务印书馆

2011

年

8

月出版

第18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在京举行

荷兰将以主宾国身份亮相北京图博会

■

本报记者 郭铭

第

18

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

新

馆

)

举办。 今年， 出版大国荷兰将以主宾

国身份参加该届图博会， 展台面积为历

届主宾国之最。

25

家荷兰出版单位、

25

位

荷兰作家 、 荷兰王妃等均将参加书展 ，

并举办多场交流活动。

该届图博会展览面积为

5．36

万平方

米，有效展览面积比去年增加约

1．5

万平方

米。 截至目前，报名参展的国家和地区已

达

60

个。 培生、威科、哈柏·柯林斯、圣智学

习等著名国际出版集团，以及

40

余家海内

外著名数字出版机构均来参展。

意在表彰为弘扬中华文化 、 促进中

国出版物 “走出去” 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的外国作家、 翻译家和出版家的 “中华

图书特殊贡献奖”， 也将在北京图博会上

举行颁奖仪式。 据悉， 英国剑桥大学出

版社全球首席执行官潘世勋、 美国作家约

翰·奈斯比特、 印度尼赫鲁大学副教授狄伯

杰、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施舟人和日本中央大

学教授饭塚容等将获此殊荣。

图博会期间还将举办 “

CBI

外国专家座

谈会”、 “中国图书馆馆长与国际出版社高

层对话论坛”、“中荷

10+10

国际出版人会议”、

“中欧出版人圆桌会议” 等一系列专业研讨

会。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作家奈斯比特夫

妇以及来自俄罗斯、希腊的作家也将与会。

【特别推荐】

【行动快报】

好书能否带回家

■

湖北宜昌伍家岗区万寿桥小学 周金梅

我所在的学校接受了出版社、 社会人士

捐赠的一些书籍。 因为崭新和昂贵， 这些书

被放在学校图书室。 最初， 我们鼓励孩子到

图书室借阅。 然而， “只准在阅览室看书”

这条规定， 使得学生很少到图书室借阅。 确

实， 学生在校时， 课程已安排得很满， 课间

时间又很短， 根本没空去阅览室读书。 学校

图书室此时更像一件摆设。

能不能让孩子把书借回家看呢？ 此提议

一出，立刻在教师中产生了热烈的讨论。赞同

者认为，让学生把书带回家，可以有充足的时

间阅读。反对者则认为，这么好的书让学生带

回家，万一弄坏了或丢了，怎么办呢？

为了让讨论更加深入和明朗化， 我让赞

同和反对的教师写理由， 看看谁的理由更充

分。 赞同的教师一下说出了

8

条理由：学生都

是农民工的孩子，家里很少有课外书；学生把

书带回家，可以与父母一起阅读；学生在家有

好书读，可以少看电视；在家读书更能培养学

生读书的自觉性；把书带回家，可以有充足的

时间读，能把书读好；可以培养学生爱惜书的

好习惯；学生回家有书读，可以避免放学路上

贪玩；弄坏了书就赔偿，可以增强学生的责任

感。 反对的教师只找了两条理由： 把书带回

家， 书更容易被弄坏或弄丢； 让学生在家读

书，可能增加学生的负担。 通过比较，让学生

把好书带回家似乎更合理。

针对“学生把书带回家就一定会把书籍弄

坏或弄丢吗”这一问题，我们进行了第二次讨

论， 主题是 “怎样才能让学生不弄坏或弄丢

书”。经过讨论，许多方法浮出水面。比如，制订

把书带回家的管理制度、让家长督促学生爱惜

书籍、班主任教给学生爱惜书籍的方法、学校

奖励爱惜书籍的学生……看来， 只要细心教

育，学生是完全可以保护好书籍的。

允许学生把书借回家的管理方法实施半

年来， 弄丢书籍的学生只有一个， 损坏书籍

的孩子越来越少。 现在， 借出的书收回来时

几乎完好无损。 每个学生半学期都能精读课

外书籍

5

本，写读书笔记

5

篇，有

80

名学生被评

为“读书小天使”。 每月月初，到阅览室归还、

借阅书籍成了孩子们最幸福的时刻。 许多家

长在孩子的带动下，不仅跟孩子一起读书，还

从节约的家庭开支中买了一些课外读物。

回想起来， 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 我们

会遇到很多矛盾。 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 也

是展示教育智慧的过程。 然而， 我们常常会

因为矛盾的存在而不顾学生所需地退缩。 其

实， 与其让课外书籍和教学设备 “烂” 在学

校里， 不如积极面对， 智慧解决， 这样为了

师生共同成长的教育目标将得到更好落实。

【本期关注】

【报眼态度】

■

本报记者 王树勋

通讯员 管恩武 翟李红

近日， 在山东省栖霞市蛇窝泊镇中

心完小采访时， 记者看到， 该学校每个

班级都有一个藏书柜， 里面整齐摆放着

各种各样的图书。 一边的借阅登记簿上，

记录着全班学生的借阅信息。 “班上学

生每天都借一两本书， 不仅课间看， 有

的还带回家 。 这些图书可受学生欢迎

啦！” 该校图书管理员告诉我们。

“学校之所以有这么多图书， 得益于

市教育体育局开展的中小学图书馆建设

工程。 以我校为例， 现在共藏书

18000

余

册。 全校

19

个班级近

900

名学生几乎人手

20

本。 这在以前， 想都不敢想。” 蛇窝泊

镇中心完小校长刘俊深有感触地说。

即使资金捉襟见肘 ，

也要设立图书专项资金

开展中小学图书馆建设， 说起

来简单， 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且不

说图书多少， 全市约

60%

的学校根本

就没有藏书室。

为了尽快改变这种局面 ， 栖霞市教

体局从去年开始进行了总体部署， 提出

到

2010

年年底， 完成学校图书馆基础建

设， 图书报刊资料的配备标准达到初中

生均

15

册、 小学生均

12

册；

2011

年年底，

要将这两个数字变成

30

册和

25

册；

2012

年

年底达到

40

册以上和

30

册以上。 为了达成

这个目标， 该市教体局和学校想出了不

少点子。

设立图书专项资金 。 教育局按照每

学期小学生每人

4

元、 初中生每人

6

元的

标准， 每年从教育经费中拨出图书专项

资金， 购置可读性强的新图书配备图书

馆 （室 ）。 此专款不是平均分配 ， 而是

根据阶段性工作督查， 奖励工作突出的

学校。

两个 “一对一 ” ， 鼓励学校订购图

书。 第一个 “一对一” 是按学校各学期

订阅报刊码洋数实施一对一奖励， 即学

校订阅多少码洋数的报刊就奖励多少码

洋数的图书； 第二个 “一对一” 是按学

校自筹资金购置图书的钱数实施一对一

奖励， 即学校自筹多少资金购置图书就

奖励多少资金数的图书。

创建 “第六大类”， 拓展学校图书 。

栖霞探索了 “第六大类” 图书， 即学校

师生在读书活动中形成的图书， 如教师

读书感悟专辑、 学生优秀习作集、 文学

社作品集等， 同样贴上标签、 上架、 借

阅。 “第六大类” 图书作为自己或同伴

的作品， 受到师生的欢迎和追捧。

以上举措连同社会力量捐助等极大

地推动了各学校图书馆的建设工作。

管理部门选定图书目

录， 学校自主选择图书

教体局要求市教研室选定图书

目录， 组织各校自主选择， 并把每

次选定的图书记录在案， 以避免学

校重复购书。

对于图书的类型 、 内容的选择 ， 栖

霞市有

3

种方式： 一是由教研员选择， 二

是学校推荐， 三是重点补缺。

2010

年上半

年第一次选书时， 由初中和小学的语文

教研员按照图书目录选择， 这一次选书

使栖霞市中小学配齐了课程标准要求的

必读书目， 也使学校配齐了 “霞光读书

工程” 中所要求学生阅读的书目；

2011

年

上半年选定图书前， 栖霞市有重点地征

求了若干所学校的意见， 根据征求的意

见有目的地在某些大类图书选择上进行

倾斜。 此间， 针对学校急需的教师教学

工具书、 教师读书等又专门进行了两次

选择配书。

同时， 栖霞市将配书情况汇总给烟

台市教育图书供应站， 做好反馈， 以备

该站及时调整供选择的各大种类书目。

没有图书馆不要紧 ，

流动的图书令图书角生色

每次市局给学校配发图书后 ，

局领导马上检查， 一旦看到图书到

校几天却还没开包， 二话不说， 把

图书装上车拉走。

抓图书馆建设关键是在应用上下工

夫。 “栖霞市因地制宜， 大抓图书角建

设， 让图书流动了起来， 务实而高效。”

烟台市教育局负责该项工作的同志对该

市作出这样的评价。

栖霞号称 “胶东屋脊”， 山区多， 上

学远， 有些小学连校舍都不够用， 更不

用说单设图书室。 “对这些学校就不能

搞一刀切。” 栖霞市教体局党委提出的要

求是： “你可以没有图书室， 但你不能

没有图书角。” 而图书角就设在教室里或

教师办公室里， 学生取阅图书方便， 比

摆放在图书室里的效果更好。

这一土法儿如今已经普及到栖霞市

各学校的每个班级， 成为该市图书馆建

设的一大特色和亮点。

“栖霞市学校图书馆建设的目的是

为了让孩子们阅读 ， 不是为了应付检

查 ， 也不是为了让数字好看 。 若学校

师生不读书 ， 我们为之付出的一切就

没有价值 。” 每次市局给学校配发图书

后 ， 局领导接着就到各学校检查图书

上架和阅读情况 ， 一旦看到图书到校

几天却还没开包 ， 二话不说 ， 图书装

上车拉走 。

今年 “五一” 节 ， 栖霞市教研室每

名教研员确定两所学校， 电话调查假期

学生借书回家阅读情况。

5

月

3

日下班前，

所 选

37

所中 小 学 调 查 结 果 汇 总 完 毕 ，

80%

的学校都做到了假期借书。

5

月

5

日，

在全市学校图书管理员第

4

次培训会上，

他们把这一情况作了通报。 从下半年开

始， 该局将随机督查， 包括周五放学后

查看学生的书包里是否有学校藏书标记

的图书。

此前的一年时间里 ， 为给学生用书

打好基础， 教研室组织了

3

次图书管理的

业务培训， 共约

400

余人次参加； 组织了

4

次专项督查， 涉及所有中小学。

2010

年

12

月， 在课程实施水平评估中， 栖霞市单

列学校图书馆建设与管理工作的评估 ，

赋分评价 ， 列入年底的综合督导成绩 。

今年

3

月

15

日至

23

日， 在学校常规管理星

级达标学校验收之际， 栖霞市对图书馆

建设工作进行专项评估， 列为常规管理

星级达标的充要条件， 与学校安全工作

一样， 实行一票否决。

不间断地推进使得各初中 、 小学都

有了藏书室， 对图书均按照规范的标准

进行电子管理， 书标、 条形码齐全， 实

施开放式的借阅管理， 也有了专职或兼

职管理员， 图书馆建设与管理工作进入

了学校的常规工作中。

让阅读像吃饭一样 ，

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

有人不能理解栖霞教体局这两年

为什么和图书较上了劲， 回答是：“我

们不能仅仅把它看作图书， 而是把它

看作素质教育大厦的一块基石。 ”

去年以来， 栖霞市将图书馆的使用

与教学教研相结合， 因地制宜地实施了

“霞光读书工程”， 在全市师生中大力开

展读书活动。

栖霞市统一将阅读纳入课程实施 。

该市规定： 每周一个课外阅读活动， 保

证学生至少有一个课外活动的阅读时间；

每周阅读课一节，小学从语文课、初中从

学校课程拿出一课时； 充分利用双休日，

设立每周双休日读书时间，让学生带书回

家阅读，每生至少一本；每天有阅读书籍，

各班级均要设立图书角，图书量至少人均

2

册， 每月更换一次， 借阅可采用班级统

一借阅等多种形式进行。 小学要达到平

均每天阅读不少于

30

分钟， 学生参与面达

到

100%

； 学生借阅每学期不得少于

5

次。

记者在栖霞市实验小学采访时了解

到， 为了使每个班级的阅读课和星期天、

节假日的阅读得到更好落实， 学校图书

管理员每周上报各班借阅图书的数量与

目录， 学校每周对各班借阅情况进行汇

总、 通报， 同时定期或不定期进行问卷调

查， 了解学生借阅图书情况。 有时在周五下

午放学时， 教师会在在校门口抽查学生书包

里是否背着图书馆的图书回家。 学校还定期

举行指定图书的读书心得交流会、 读书故事

会、 读书笔记展评等活动， 活动结果列入对

语文教师和班主任的工作考核。

栖霞市局设立十余所学校为经典诵读实

验学校， 研究形成学校的经典诵读书目， 形

成序列； 开展学生读书征文活动 ， 评选出

200

余篇优秀读后感； 开展中小学生朗读比

赛， 自下而上进行， 评选出百余份朗诵作

品。 在朗诵比赛过程中， 有的孩子是第一次

被录像， 激动得一晚上睡不着觉； 有的孩子

虽然没被选上， 但在那一个月里， 每天晚上

对着专业朗诵的光盘悄悄地练。 这种执著劲

儿， 让一些家长感动到落泪。

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 教师们同样受益

颇深。 蛇窝泊镇中心小学数学教师赵蕾华爱

好读书， 自愿兼职学校图书管理员。 通过大

量阅读， 赵老师更加自信了， 在今年全市优

质课评比中， 她榜上有名， 这在该校可是一

件前无古人的事儿。 同样酷爱读书的栖霞市

实验小学语文教师李海霞， 近两三年荣誉连

连， 多次获国家级和省市级奖励。

“霞光读书工程” 伴随着图书馆的配备

正在有序进行中。 在栖霞这片教育园地里，

我们欣喜地看到， 师生们正以更加坚实的脚

步， 充满自信地追求着精神的富庶。

把阅读看作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石

———山东栖霞推进中小学图书馆（室）建设工程侧记

浙江实施第二轮

书香校园工程

本报讯 （记者 朱振岳 通讯员 程莉

莉） 浙江省日前启动实施第二轮书香校园工

程， 提出 “从

2011

年至

2015

年， 按照省财政

每学年生均

5

元的标准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

中小学、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以及欠发达

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城镇中小学师生配备图

书。 力争通过

5

年的努力， 实现校校建好图

书馆 （室）”。

据悉， 为解决农村中小学普遍存在的图

书数量少、 种类单一、 书籍陈旧等问题， 让

农村学生能多读书、 读好书， 浙江省于

2007

年至

2010

年面向全省农村中小学组织实施了

第一轮书香校园工程， 按照每学年生均

5

元

的标准， 由省级专项经费保障， 为全省农村

中小学生配置必要的图书。 工程实施以来，

共为全省

3000

余所农村中小学配备近

600

万

册优质图书， 惠及

300

万农家学子， 基本实

现校校建有图书馆 （室）， 有效改善了农村

中小学的办学条件。

和第一轮相比， 浙江省中小学第二轮书

香校园工程有三大特色： 一是受益面更广，

受益范围扩大至义务教育阶段农村中小学、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校以及欠发达地区义务

教育阶段城镇中小学； 二是突出信息技术的

应用， 将创建 “书香浙江” 网络平台， 引入

优质数字图书和期刊资源， 积极探索数字图

书资源的共建共享； 三是更加注重队伍建

设， 第二轮书香校园工程将采取现场培训和

网络培训相结合的模式， 分批完成中小学图

书管理人员的全员培训， 逐步推进图书管理

队伍的专业化和职业化。

据了解，浙江省第二轮书香校园工程由省

级专项经费全额保障，

5

年内将投入

8345

万元。

河南大学学子调研河南古代书院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中原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及传承地之一。 近日， 河南大学 “河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 调查团以河南古代书院为主

要调研对象， 分赴郑州、 洛阳、 开封、 商丘

等

9

市开展实践活动， 研究分析书院在人才

培养上的重要历史作用， 进一步总结河南古

代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发展轨迹和历史贡

献。 调研期间， 团队成员不仅搜集了每座书

院的具体历史沿革、 人才培养详单和具有重

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及人物评述， 而且整理了

历史碑刻、 清代以前 （含清代） 地方志为主

的历史原始文献材料。 （陈强 杨盼）

“中国共产党历史读本” 丛书发布

“中国共产党历史读本” 丛书发布会暨

读书活动座谈会日前在福州举行。 该丛书由

中宣部学习出版社和福建教育出版社联合编

辑出版， 分为小学低年级版、 小学高年级

版、 中学版和成人普及版。 据介绍， 该丛书

的出版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继 《邓小平理论学

生读本》 进学校、 进课堂后， 对学生进行爱

国爱党教育的又一重点项目。 （小荷）

《红色江山·中国共产党

90

年伟

大历程》 首发式举行

以 “记住历史 ， 因为那是我们的辉

煌 ” 为主题的红色历史读物———《红色江

山·中国共产党

90

年伟大历程 》 首发式近

日在京举行。 该书由北京印刷学院副教授

刘彤编著 、 著名画家蒋骏雄绘画 。 据悉 ，

该书集党史资料和中国画艺术于一体 ， 以

9

大篇章、

8

万文字， 真实记录了中国共产

党

90

年的革命历程 ， 并以山水画的形式 ，

绘制了

90

幅见证中国共产党革命历程的祖

国壮丽山川水墨画， 再现中国共产党的革

命岁月。 （赵秀红）

天天出版社引进“莎拉公主”系列丛书

天天出版社日前从比利时海马出版社全

套引进 “莎拉公主 ” 系列产品 。 据了解 ，

“莎拉公主” 的形象是由澳大利亚著名画家

莎拉·凯创作出来的。 作者原本只是一位平

凡的母亲， 后来因为女儿生病， 才开始创作

小莎拉的形象， 希望这个可爱而特别的小姑

娘能为女儿带来鼓励和快乐。 法国著名翻译

家丹尼尔·约里斯以 “莎拉” 为主人公， 撰

写了一个小女孩的童年生活和成长故事。 据

天天出版社副总编辑叶显林介绍， 天天出版

社引进了包括小说、 绘本、 涂色书 、 贴纸

书、 礼品书等

12

个系列、 共计

71

个品种的全

套图书， 读者年龄跨度为

2-12

岁。 （张贵勇）

《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 推出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武术段位标准化管理

体系建设启动仪式上， 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 武术研究院和中国武术协会，

联合颁布了中国武术段位制管理的资证标志

和首批文件 《中国武术段位制系列教程》。

据了解， 该教程共

27

种， 其中理论教程

4

种，

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 以打 、 踢 、 拿 、

靠、 摔

5

种技术元素递增， 构建了标准明确、

级差清晰的

6

段技术， 体现了中国武术 “练

打结合” 的特点， 有助于尽早实施国际武术

段位制， 满足世界各地武术爱好者晋升武术

段位等级的需求。 （赵华）

《你的优雅价值无限》 面世

《你的优雅价值无限》 一书近日由中国

青年出版社出版。 该书作者张乐华认为， 女

性的优雅对于整个国民下一代的教育有根部

滋养之功。一个国度，母亲不尊，子女难贵；教

师不尊，学生难雅。 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首

先受到的是母亲言行的熏染， 然后得到教师

言谈举止的教导。 母亲和教师的行为、 言谈

对孩子有终生的影响。 而优雅不是天生的，

而是通过后天训练培养出来的。 （郭铭）

【业界动态】

国学的发展、 弘扬和复兴， 只依赖于学者的 “自觉” 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

当中华优秀文化内化于民众的内心时， 国学的力量才会显现出来。

有了好书看， 学生们心里乐开了花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