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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报眼态度

书海观潮

“阅读”博物馆

让指尖常留书香

■

徐雁

最近十余年来，每年从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

开始，绵延到“六一”儿童节，确乎成了国人的“读

书月”。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段里，有关阅读活动的

新闻报道，有关阅读文化的话题讨论，有关名流登

台讲座的花絮，热闹着报章、网络。

如单纯基于媒体印象，那么这春来夏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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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天，可谓书香浓郁。 然而不幸的是，这番“人造书香”

实在是残缺的。 因为在这种种嘈杂热闹景象背后，

是有识之士对“阅读代沟”的无限焦虑。

书籍历来被认为是先知昔贤留给后来者的生

活验方和生产斗争的经验集， 是一代又一代人积

累下来， 期待子孙后代承继传世的思想文化遗

产。 然而，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诱引和集体无意

识的浮躁心态主导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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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新生代们，面对恢

弘的知识宝库和文化殿堂， 却似乎越来越缺乏温

故知新的耐心和顶礼膜拜的敬意，于是，人文名著

被冷落乃至遗忘，经典书籍被颠覆甚至被“穿越”，

知识和学问被功利和实惠严重边缘化……面对如

此“阅读代沟”，师长们不免心急如焚。

其实 ， “花香何及书香远 ， 美味怎比诗味

长”， 指尖上的书香， 最能长久而深刻地影响人

的心灵！ 当一个人由懵懂的稚儿逐渐长大成人，

他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 当一个人完成学业， 在

职业生涯中寻求事业和志业的发展， 他要不断地

向书本学习； 当饭饱衣暖， 家名双成之后， 他仍

然要不断地向书本学习， 以期用前人的智慧力克

人生的倦意， 为滚滚红尘中的心灵世界不断添加

鲜活的绿意……

开卷有百益， 人生树常青。 既然人类的 “指

尖”， 曾在青灯之下捻开书卷， 成就了古往今来

无数杰出人士的丰功伟业； 那么， 在如今的光、

电、 屏、 键之前， 无论是在手机上还是在各式阅

读器上， 阅读的人们依然会用自己的指尖， 翻开

各自多彩的人生和更美好的社会前景。

我在为 《全民阅读推广手册 》 撰写的前言

《书爱众香薰： 全民阅读推广的时代使命 》 中 ，

曾阐述了读书、 学习与全民阅读推广的内涵所在

和终极价值， 认为温故知新、 推陈出新和除旧布

新乃是 “学以致用” 的终极关怀。 对于社会个体

来说， 阅读将是一种人生全过程的阅读， 应该秉

持 “活到老， 学到老” 的终身学习态度。 因此，在

城乡图书馆（阅览室）的建设中，不仅要配置生动

活泼、丰富多彩的儿童阅览区域，还应同步配置老

年读者以养生保健、精神休闲为主题的阅览区域。

对于社会群体来说， 各行各业各阶层都应成为阅

读推广的受益者，无论是公益性的图书馆，还是商

务性的书店， 都应对所藏、 所销读物 （无论是传

统印刷型图书， 还是数字化图书资源） 进行全品

种的积极推广， 要力求所有图书资源都能为人们

所消费， 并通过各取所需的阅读， 汲取其中的信

息和知识， 并转化为给力人生的聪明才智。

我们应当理性地认识到， 在大众传播时代， 引

领阅读文化时尚的， 似乎是日新月异的传播新技

术， 然而其中的 “软件”， 依然是昔贤的知识， 先

知的智慧， 圣人的思想。 阅读的方式和手段虽然被

革新了， 但是求知受教、 益思增慧的本质却没有改

变！ 因而， 如何培植阅读兴趣， 提升阅读情商， 锤

炼阅读技法， 依然是阅读推广工作的基础工程。

凡参观过位于台北阳明山麓林语堂故居的

人， 一定会对那个多元化的艺文休闲空间赞叹不

已， 因为这处出自台北文化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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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创意

规划， 既有原主人文学生涯展示的内容， 有其主

题图书陈列阅览， 有其安息墓庭， 又不时举办专

题讲座、 文艺沙龙。 经公开招标遴选后， 佛光人

文社会学院、 东吴大学先后获得对林语堂故居的

经营管理权限， 持续的投资和建设， 使得这片被

林氏晚年引为 “不亦快哉” 的林下优游之地， 不

仅有了 “林语堂先生纪念图书馆” 的副牌， 更成

为了阳明山麓一处著名的人文地标。

因而在当地名人故居的展示内容中， 应从阅

读文化学的视角， 着力揭示其人读书与成才的因

果联系。 在笔者游屐所及的浙江余杭章太炎故

居、 海宁王国维故居， 以及江苏江阴的刘半农故

居、 徐霞客故居和缪荃孙纪念图书馆等处， 都曾

惊喜地发现， 这些文化场所已自觉或不自觉地拥

有了这一书香亮点。 而各地的中心图书馆， 更应

该通过编纂图书馆史、 志这样的工作， 认真梳理

和总结本地的藏书历史和阅读传统， 并把这种具

有乡土文化特色的精神文明资源物化为阅读推广

工作的新资源。

都市的书香， 是引领民间阅读文化潮流的巨

大力量。 因此， 各级政府部门应当尽早把一个城

市的书文化建设方案， 摆放到公益性投资的日程

上来。 一个小康型的现代化城市， 除了有 “市民

的公共书房” ———中心图书馆， 企业化的书城、

书店外， 还应该有若干为未成年人服务的 “少儿

图书馆”， 有散布于居民群落间的社区阅览室 ，

有散落在街头巷尾的新、 旧书摊， 有散见于各种

信息载体的报纸读书版、 导读小杂志、 网络阅读

交流空间。

“请君莫奏前朝曲， 听唱新翻杨柳枝。” （刘禹

锡 《杨柳枝词》）。” 天在变， 道亦得变， 是之谓与

时俱进。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深化， 全民阅读推

广工作早已到了任重而道 “变” 的时候了！ 如何应

变前行， 因时、 因地、 因人制宜地制订符合本地区

读者阅读推广的方略， 对于阅读推广者而言， 可谓

任务艰巨， 意义深远。 但我们应该相信， 只要在实

践中大胆创意， 努力尝试， 常留书香的指尖便会弹

奏出全民阅读推广的动听乐章。

徐雁， 中国阅读学研究会会长， 南京大学信

息管理系教授， 著有 《藏书与读书》 等。

一段意蕴丰富的读书之旅

■

樊阳

情境

“同学们， 你们发现上海博物馆外形

像什么？ ”七嘴八舌中，一个不很肯定的声

音冒了出来：“是鼎吧？ ”“是的，那鼎有何

作用？ 为何以此为外形？ 大家能想起关于

鼎的哪些成语呢？ ”……

这样的对话讨论， 不知进行了多少

次。 恍惚间， 20年的光阴已过。 人文讲

座创办初期， 我就梦想实践古人“读万

卷书行万里路” 的修行学习方式， 那种

寓教于乐、 从生活体验出发的学习， 曾

让学生时代的我陶醉， 让一般人认为文

科学习只是不断记诵的误解在我的实践

中不攻自破。

还记得10岁时第一次踏进咸阳博物

馆的冬日， 不经意间， 跟随讲解员的讲

解，倾听那些钟鼎背后的故事。 我开始迷

恋史地文化的美， 开始积攒零用钱买下

一本本反映这片古老土地历史文化的书

籍。 不知多少次步行好几站的路程去博

物馆比对还原书中描写的传说典故，不

知多少次伏案阅读，手画地图器物，再骑

车登上咸阳古原，考察当时野兔出没、荒

坟累累的汉家陵阙。 当别人惊讶于我的

高考地理、历史几近满分的成绩时，我知

道，那是因为我读的一本大书开发了我的

潜质！

多年后的1991年， 阴差阳错回母校

做了中学语文教师， 语文课需要课堂

情境的激发， 还原诗文的情境， 体味

诗人的情怀， 学校地处咸阳西郊， 每

每讲到唐诗元曲， 什么“咸阳游侠”、

“长安古意”， 我总让学生远望窗外天

际边的五陵原。 在历史的时空交错中，

课堂诵读是千年不朽的绝响！ 那时我

就想， 为什么博物馆是历史教学的专

利呢？ 我的语文课堂可不可以进入那

个对人类文明见证物进行保存、 研究、

传播和展览的宝库？ 于是我带领语文

小组的成员骑自行车前往西安， 登大

雁塔， 上乐游原， 造访长安城中曾经

的诗歌圣地； 到陕西历史博物馆， 面

对那些周原古物， 石鼓金文， 回溯

《诗经》 的源流……

1996年， 来到上海这个现代大都

市， 一次春游组织学生去上海博物馆，

我随口的讲解， 却让这群调皮吵闹的初

一学生一下安静下来， 听众也越围越

多， 有人误以为我是专业的讲解员或教

授， 这使孩子们对自己的老师充满自

豪， 由此对我那“旁逸斜出” 的语文课

也更加喜爱。

同构

我开始进一步思考博物馆与人文

教育的紧密关系。 《语文课程标准》

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应

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综合实践活动能

力， 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 其学习资

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 因

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

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

律。” 语文材料主体当然是书籍， 但传统

课堂的容量有限， 怎么通过有效途径激

发学生将阅读延伸到课外书籍， 一直是

语文教学的难点。 我认为， 语文综合实

践活动中的博物馆观览应该是一个独到、

生动的形式。

博物馆是通过文物的有序陈列， 让

观者在直观的形象冲击下激发与历史对

话的兴趣， 进而穿过时空的阻隔， 俯瞰

历史的风风雨雨； 书籍是通过文字构建

的形象激发人们打破时空限制， 与书中

人物对话， 产生情感与思想的共鸣。 它

们在形式上有某种同构关系， 只是博物

馆对话更直接， 它可以引发人们在观览

前后进行文字的准备与深入解读， 从而

激发观者不断阅读。 同时， 在博物馆中

师生的交流对话也构成了直接的语言实

践， 它形式活泼， 动静结合， 声像相应，

自然亲切。 其后的文章随笔写作交流又

可以深入表达。 这种立体多重的对话实

践不正是杜威所言“知行合一” 的人文

教育吗？ 不也是古人所言“行万里路”

的一种特别形式吗？

于是我在人文讲座中常设了一个

“文化行走” 项目， 每月一次， 通过参观

博物馆、 游览山川名胜等形式， 实践

“知行合一”、 “行万里路” 的理想。 通

过不断地尝试， 我发现要发挥观览活动

的最大效应， 必须根据博物馆类型， 结

合教学目标巧妙设计路线， 精心设置与

学生的组团对话， 穿插一定的学生活动。

对话

作为国内著名的艺术性博物馆， 上

海博物馆的青铜器馆、 书画馆、 陶瓷馆

是其“三足”， 雕塑馆、 印章馆、 书法馆

等也各具特色。 根据讲座教学的需要，

我设计实施了以下几条观览路线： 从上

博青铜器馆看中国文字的魅力和礼乐文

化的变迁， 从上博雕塑馆看中国文化思

想的演进， 从上博瓷器馆看唐宋文学与

艺术的关系等。

参观青铜器馆之前我根据“看中国

文字的魅力和礼乐文化的变迁” 学习目

标设置， 将学生分成几个探究小组， 再

根据几个国宝重器的位置， 设计几个对

话组团： 第一组同学课前收集有关青铜

器皿基本造型的名字， 了解其基本功用，

并联想收集与之有关的一些汉字。 首先

观察商朝的爵、 鼎， 明确酒在商朝礼仪

通神中的作用， 比较商朝和周朝鼎上饕

餮纹饰的不同， 引出 《美的历程》 一书

的介绍， 明确在商朝时， 神与人关系之

重要性大于人与人之间的重要性。 提问

小组成员关于汉字中“示” 字旁字广泛

存在的原因， 引出甲骨文、 金文的变迁

及 《说文解字》 的意义。

第二对话组团， 以周大克鼎为代表

的几个有铭文的鼎和簋的观览探究为主，

根据贴出的铭文， 让学生推测大意， 感

知汉语因为有文言系统， 不同于英语等

表音文字， 形成独一无二的文化传承优

势， 以至三四千年不辍， 让今人可以跟

三千年前的古人对话。 同时， 文字与器

物、 石碑的结合， 使文化、 文明、 精神

世界的探索物化， 传之永恒！ 可以说汉

字使汉语文明成为五大文明古国唯一未

曾中断的文明成果， 使汉族成为世界第

一大民族， 使东亚文明作为世界文明的

一极。 当学生理解了没有任何一种活着

的文字具有这种特殊的作用时， 他们才

明白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华文明的道理。

第三组以父乙觥、 牺尊、 子仲姜盘、

齐侯匜、 晋侯稣钟等精美的青铜器为代

表， 观察它们高超的制作工艺， 联系

“觥筹交错、 牺牲、 钟鸣鼎食、 玉盘珍

馐” 等词语的文化原型及变迁， 穿插齐

侯匜的爱情传说， 感受春秋战国贵族生

活与礼乐的关系。 在晋侯稣钟美妙的钟

声里， 明确周的礼乐制度对中国文化的

巨大意义， 并讲解礼乐崩坏面前， 孔子

“克己复礼，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的意

义， 回顾 《论语》 精彩片段， 激发学生

阅读 《论语》 的兴趣。

第四组则以吴王光剑 、 吴王夫差

鉴、 镶嵌几何纹方壶等春秋末战国时青

铜器为例， 说明吴越争霸既体现了江南

在中国文化地位的凸显， 也预示着一个

以杀戮征伐为特征的时代的到来。 而以

天子九鼎失落的故事为结， 在鼎的兴衰

背后， 诸侯争霸， 百家争鸣， 时代变

换， 文化转型， 中国文化的孕育期———

世界古典文明的鼎盛期在文字被铸刻，

礼乐崩坏转型中， 迎来一个秦汉帝国的

新时代。

作为近现代文明的集聚地， 上海还

有一类独具特色的博物馆， 那就是近现

代文化名人故居。 这类博物馆及周边社

区街道， 可以让学生还原作家当时的生

活环境， 体验作家思想性格与作品风格

形成的因素， 激发学生拓展阅读， 形成

探究实践体验的立体方式。 教育者应该

善于抓住所居住地这类博物馆资源， 巧

妙加以利用， 推动学生读书。 如我设计

的“走进鲁迅的情感世界———上海鲁迅

旧地游学活动设计” 贯穿 《自嘲》、 《自

题小像》、 《答客诮》 三首课本上的鲁迅

诗歌， 走进鲁迅的情感世界， 将鲁迅故

居周边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 原日军海

军陆战队司令部大楼、 多伦路左联纪念

馆、 山阴路内山书店、 虹口公园鲁迅墓、

鲁迅博物馆连为一体。 中间在相应的空

间和展品前适时穿插 《故乡》、 《孔乙

己》、 《为了忘却的纪念》、 《风筝》、

《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等鲁迅作品及 《一

面》 （阿累）、 《回忆鲁迅先生》 （萧

红） 等散文的经典片段， 使书籍的历史

场景与现实场景巧妙叠加， 构成体验鲁

迅时代与其特别情怀的读书之旅。

而像“家的故事” ———武康路巴金

故居， 日月楼丰子恺故居， 寻访张爱玲

的足迹等也是类似的尝试。 对于像上海

文庙、 徐光启墓与纪念馆等则可与 《论

语》、 晚明诗文的阅读巧妙地结合起来。

只要教育者善于发现， 巧妙组合， 博物

馆资源就会构成我们身边一本读之不尽、

生动立体的大书！

“文化行走” 近4年就有50次的历程，

其间的风风雨雨、 阳光月色， 只有一直

在行走的人才会真正领悟其中三昧。

正如我的一位学生在成年后所写到

的那样： “随着人文行走的脚步， 我一

次次迈进博物馆， 一次次翻阅着一本本

新的大书， 青铜大克鼎上铸刻的饕餮图

案与贵族克的赫赫战功， 为我们展现了

一个陌生的古代世界。 让我在 《美的历

程》 中漫游， 让我追寻 《诗经》 的韵

律， 中华文字的魅力在那一刻呈现……

樊老师的解说似乎再一次活化着曾侯乙

不死的灵魂， 再一次活化着 《论语》 中

孔子与弟子们沂水边礼乐的争论……我

们静静地听着、 听着， 仿佛存在于永恒

的‘天圆地方’， 那古老文明的诉说亘古

绵长……”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

校 教 师 ， 中 国 教 育 报 《 读 书 周 刊 》

“

2011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之一）

封面话题

编者按

中学语文教师樊阳说： “读书让我成为一个快乐的教育者。” 读书给他带来的“福利”， 使他相信“教育伴随读书，

会在过程中懂得安身立命”。 自从1991年11月的那个下午为当时命名为语文小组的学生进行第一场讲座开始， 从陕西到上海， 他

生活的城市、 任教的学校发生着变化， 但义务为学生进行人文阅读讲座却成为一种坚持， 至今已持续了20年。 除了读中外经典，

他还带领学生读博物馆这本大书， 在“文化行走” 中， 倾听历史的回声， 追寻文化的脚步， 润泽学生的心灵。

换个视角看领袖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无论是陈独秀、 瞿秋白、 李立三，

还是博古、 张闻天、 胡耀邦， 他们在

中共党内曾担任总书记、 临时总负责，

均身居高位。

然而， 权力巅峰与“人生谷底”

只是一线之隔， 他们大多犯过“左左

右右” 的错误， 或客死异乡， 或刑场

就义， 或旅居海外， 或意外坠机， 或

牢狱之灾， 或郁郁而终。 冰火两重天

或是始于一封电文、 一个自白、 一条

路线、 一次争吵、 一场会议和一起事

件。 他们大多怀揣文人情结与理想主

义， 受经世济民之心牵引， 被世人惋

惜， 引人缅怀， 让人敬仰， 令人唏嘘。

即便其以失败者、 落寞者的姿态退出

历史舞台， 但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

他们也最可能成为永远不能从记忆中

磨灭的人。

近日，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失

落的巅峰： 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

亲属口述历史》 一书举行首发式，

这是口述历史作家周海滨继 《家国

光影： 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

实》、 《我们的父亲： 国民党将领后

人在大陆》 之后的第三本口述历史

著作， 让读者有机会从另一个视角

审视这些中共高层历史人物的晚年

生活和家庭细节。

书中有一段胡耀邦长子胡德平讲

述的故事：“父亲不是反对喝酒， 他

平日兴致好些， 也喝一点。 他反对

的是那种浪费公款， 假公济私， 不

办实事， 把个人利益、 帮派利益至

上， 对人民事业毫无作为的人。 父

亲对内部同志的宴请， 非常提倡四

菜一汤。 当他在1980年左右知道全

国全年的公款宴请竟达到 200亿元

时， 他既痛心公款浪费， 更忧虑一

些同志究竟把多少心思用于发展经

济， 用于体制创新。 为何他提倡四

菜一汤呢？ 1981年5月2日， 父亲曾

给我讲了一则逸事， 1953年9月的一

天， 父亲出国访问回来。 毛主席在

丰泽园的颐年堂请父亲吃饭。 叶子

龙同志说， 主席的习惯是三菜一汤，

这次请你是四菜一汤。 父亲提倡四

菜一汤， 不知是否缘于此。”

除了胡耀邦的亲人外， 周海滨还

面对面地采访了陈独秀、 瞿秋白、 李

立三、 博古 （秦邦宪）、 张闻天的亲

人， 在亲人口述的还原下， 展现了家

庭生活中质朴、 真实的领袖人物。 更

有中共领袖不为人知历史细节的最新

披露， 让读者体会到历史洪流中的抗

争与妥协， 人生境遇下的喧嚣与缄默。

比如瞿秋白的女儿首次提供父亲 《多

余的话》 的平反细节、 手稿， 博古的

儿子秦铁走访当年目睹父亲坠机的最

后一位在世老人， 还有陈独秀的修墓

始末、 瞿秋白的平反始末、 李立三的

异国情缘、 博古的坠机细节、 张闻天

的最后岁月以及胡耀邦的改革情怀，

等等。

周海滨坦言， 自己孜孜以求的在

于采集中共高层历史人物的晚年生活

和家庭细节， 继而抹去被遮蔽的历史

尘埃， 重现被忽略的如烟往事。 为此，

周海滨走近他们的亲人， 因为亲人可

以从家族的传承中、 从长辈的叙说中

获取他们的形象， 也可以从日常生活

的追忆和身后足迹的寻觅中感受他们

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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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少年心路探寻》

出版座谈会召开

由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问

题少年心路探寻》 一书出版座谈会日前

在京召开。 农工党中央副主席汪纪戎出

席座谈会并讲话。

该书主编戴秀英介绍了这本书的编写

背景。

2009

年农工党中央将预防未成年人犯

罪问题列为参政议政的重要课题之一，当年

6

月， 农工党中央妇委会以问卷调查的形式

开展了“全国未成年人犯罪现状调查研究”，

收集了大量数据资料，最终形成了《关于预

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的调研报告》。 《问

题少年心路探寻》 一书从对

380

个少年犯的

访谈资料中，精选了

87

个具有代表性的典型

案例，通过少年犯的犯罪过程、成长经历、案

例启示等角度探寻问题少年犯罪的心路历

程。

与会者认为，这部少年犯罪访谈案例

和预防少年犯罪知识问答相结合的普法

读物， 为我国加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

作，提供了很好的警示和教育材料。

（王珺）

全国图书馆采购订货会

助推馆藏建设

由北京发行集团和中国图书馆学会高

等学校图书馆分会主办，北京市新华书店、

北京市图书进出口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承

办的“北京台湖出版物会展贸易中心

2012

年全国图书馆采购订货会”日前在京举行。

本届图书馆采购订货会以“汇聚出版

精华，助推馆藏建设”为主题，全面展示了

全国

580

余家出版社、

400

余家图书公司、

700

余家音像公司， 以及国外

48

家出版集

团、

380

余家出版社的共计

60

余万种中文

图书、进口外文原版图书和音像制品。 订

货会期间，“共建馆配市场生态环境发展

论坛”是最大亮点。 （却咏梅）

教育厅长撰写“教育三部曲”

探讨教育价值

人民出版社近日在京举办了“教育三

部曲出版暨价值主义教育研讨会”， 对云

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所著 《教育的智

慧》、《教育的逻辑》和《教育的价值》三部

教育理论专著进行研讨。

基于对生命、生存、生活“三生教育”的

实践探索和对当代中国教育现状的关切和

思考， 罗崇敏陆续创作出版了 《教育的智

慧》、《教育的逻辑》和《教育的价值》。 其中

《教育的价值》是“教育三部曲”中的核心内

容。它对教育价值与价值教育进行反思，阐

述了教育基础价值、根本价值、最高价值及

教育价值实现等根本观点。 （顾雪林）

消息树

樊阳给学生讲解苏州河凝聚的历史及其构成的文学艺术空间。 王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