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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如 果 根 还

在， 看似沉默的

泥土下， 漫长的

等待其实是潜移

默化的孕育！

资料图片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第1卷英文版出版

4月8日，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

北京语言大学、德古意特出版社、商务印书

馆联合举行《中国语言生活状况》第1卷英

文版发布会。 该书由中国教育部语言文字

信息管理司策划， 商务印书馆和德国德古

意特出版社合作，于今年4月正式在柏林和

纽约出版，在全球范围销售。教育部语言文

字信息管理司、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北京语

言大学等相关领导到会祝贺并讲话。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是 《中国语言

生活状况报告》的英文版。《报告》是教育部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的主打产品 ,每年

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 旨在贯

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

字法》， 引导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报

告》提出的“语言生活”、“语言资源”、“语言

服务”、“语言产业”等新理念，得到了国内

学界的认可，在海外也引起了相当的关注。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英文版从中文

版本改造到专业翻译审校， 在“中国学术

国际表达”方面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和尝试，

获得了国务院新闻办“中国图书对外推广

计划”的资助，向世界传递中国语言学、中

国学术、中国政府的正能量声音，为中国文

化“走出去”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它的出

版不仅在中国语言学界， 而且在商务印书

馆的出版史上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国

际文化交流中也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 英文版将于每年出

版一卷。 （王珺）

“2013中国好编辑

颁奖典礼” 举办

如果说好书是中国书业正能量，那么好

编辑就是好书的核动力。 由百道网和北洋出

版传媒共同主办的“2013中国好编辑推选颁

奖典礼暨中国好编辑论坛”近日在北京举行。

此评选被认为是出版界的“中国好声音”，共

分为教育、文学、人文、财经等8个门类，全国

有426名编辑参选， 近万名行业人士参加投

票。最终有80位优秀编辑进入“中国好编辑”

推选榜单，其中黄昱宁、徐卫东、孙晓林、徐德

霞等进入2013中国好编辑状元榜。

百道网CEO程三国表示，在当前商业和

资本的话语权超过内容文化价值， 而出版

的数字化又引发“去编辑化”的时代，我们

希望以这种方式郑重地把聚光灯对准“编

辑”这个备受忽视和冷落的群体，让更多的

人认识和发现编辑的核心价值。 中国韬奋

基金会理事长、 中国出版协会副理事长聂

震宁则引用了法律出版社社长黄闽的一句

话：“没有名编辑的出版社不是好出版社。”

《儿童文学》主编徐德霞入选了本次中

国好编辑的少儿类第一名。从事编辑工作35

年来， 她为中国儿童提供了很多记忆深刻

的畅销书。直到今天，她策划的儿童幻想系

列《萝铃的魔力》累计发行超过150万册，成

为我国原创儿童幻想文学作品中发行量最

大的图书。

“现在唱歌的太多了，读书的太少了。”

颁奖嘉宾之一、 北京大学教授肖东感慨地

说，“我们不但要有中国好声音， 还得有中

国好编辑。建设文化强国，最后要落实到教

育，落实到出版，落实到阅读。” （却咏梅）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评选

只要根还在……

■樊阳

因为临近期中考试， 人文讲坛暂

停两周。 十年间， 每逢清明我必回老

家浙江奉化溪口西隅村， 到山上为父

亲和祖辈扫墓。 从上海出发时阴沉时

雨，车到乡口，发现剡溪上的老桥不见

了，那可是曾拍过电影《奇袭》的老铁

桥。乡亲说，这两年的台风太厉害，山

上成片的竹林被刮倒，死了好多片。

我放眼望去， 心里不由一颤， 那

敏感的神经不由触发心中的痛处。 最

近一两年来， 讲坛学生读书的时间越

发稀少， 发言的质量整体下降。 主要

原因似乎谁都清楚， 又都无可奈

何———应试的压力有增无减， 并向低

年级压来。 讲坛里目前初三、 高二的

学生只剩两三人， 高一、 初二的学生

基本只能在周六听前一两个小时的讲

座， 匆匆浏览一下读书篇目。 有的在

外面补一天课也还坚持来听讲座的孩

子只好买上肯德基来教室。 最近一次

人文行走， 初二学生整体缺席， 连一

向热情的组长小毅也抱歉地向我请

假， 我熟悉他的老师和妈妈的话：

“看看你的成绩， 人家都在补课， 你

还想野在外面？” 面对功利主义盛行

的教育现状， 理想主义教育的努力是

如此艰辛！ 如同一篇报道所言， 这场

“和功利主义教育拔河的历程， 还很

漫长”。

媒体自前年开始关注坚持了20

年的人文讲坛， 报道也刊发了几十

篇， 但反观自己身边的不少老师， 他

们依然艰辛地为学生的成绩废寝忘

食， 能读书者却凤毛麟角。 “值得尊

敬， 但不会模仿。” 这是大家对我所

坚持的人文讲坛的普遍态度， 诸多荣

誉似乎抵不过一篇报道给我的称

呼———“孤独的布道者”。

随着登山的脚步， 我环顾轻叹，

乡亲扛着锄头走在前方， 我不由探

问： “竹林毁了那么多， 下来这山坡

地怎么办？” 乡亲微笑， 看似无意地

说道： “没事， 只要根还在……”

“只要根还在……” 我默念着，

突然想起去年教师节， 在马小平老师

追思会暨 《叩响命运的门》 发行仪式

上杨东平教授说的一段话： “其实任

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只能活在当下， 现

实中有理想的很多， 但身体力行去改

变现实的人， 相对而言还比较少。”

不过他“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 撒

出去的种子总有几个会发芽”， 他相

信“越来越多的学习型组织、 学习型

个人， 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动力”。

是的， 马小平老师说“阅读是通

往自由之路。” 22年间， 我不知多少

次迷惘过， 但阅读的习惯一次次让我

重新走在带领学生读书的山路上。 人

文讲坛在陕西的起步源于当我阅读现

代主义文学作品时， 特别不满于当时

课堂教学的狭隘与偏颇。 在上海的重

新起步源于孩子读书的时间被快餐文

化占领， 尽管讲座的课堂是复旦的花

园， 但我深深体会到 《浮士德》 中所

说的： “创造自由才配享有自由！”

功利主义之风大行其道， 讲坛一次次

面临学生家长与教师的不解。 我把弗

莱雷的这段话引为同道： “教师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在现代社会权力和市场

逻辑的控制下， 教育中自然会盛行工

具主义与技术中心的话语， 作为知识

分子的教师有价值承担的责任， 应有

生计之上超越性的社会关怀与抱负。”

我想， 播撒读书的种子， 一定不

会马上郁郁葱葱， 但确实总有一些会

发芽。 近几年回陕西， 总有机会见到

过去的学生。 学生中直接从事教育的

极少， 但每年欢聚都仿佛是阅读阅

历、 心得的交流会， 育儿经自不可

少， 还有不少人像20年前一样向我

探问推荐书目。 春节20个人拖家带

口一起跟我“文化行走”， 去看高小

龙导演在西安的“故纸温暖”展览，一

起探讨民国老课本及教育启示。 四川

外院教授杨琳拿到了芝加哥大学意大

利文学第一个华人博士学位， 她更是

把人文阅读的理念带给她的学生们。

他们似乎在各行各业用行动在证明，

阅读的习惯在人生中的意义。 我到上

海任教后的第一届学生， 今年聚会有

好几个要做讲坛的志愿者， 带着一岁

多女儿的小珏一定要帮我整理讲座录

音， 身在美国微软总部的小洪帮我重

新设计了网站，他说：“尽管工作、带孩

子都很忙，大家也都认为我事业有成，

但我这些年始终通过各种途径在阅

读，自学了大量非专业课程，老师，这

归功于讲座给予我的阅读习惯。”

播撒不易， 春风难唤———可如果

根还在， 看似沉默的泥土下， 漫长的

等待其实是潜移默化的孕育！ 我们的

教育环境确实还没有根本的改观， 周

围的教师大多还在观望等待。 但我想

起这一年多来， 讲坛的发展得到越来

越多人士的支持， 不由感喟心头。 前

十天中， 竟有七场讲座要举行， 其中

有两场是区教育局支持带领其他学校

骨干教师的文化行走， 将之落实为区

本课程。 老同学邓运清放下自己的公

司业务， 一年内八次来到上海， 和在

美国的蔡丽、 在上海的小毛与小怡组

成团队整理素材， 向网络公开课的模

式迈进。 学者陈浩武、 王晓渔、 傅国

涌， 导演高小龙， 企业家王瑛， 知名

公益人士张轶超， 作家叶开、 金满

楼， 媒体人李远江、 吴越等， 为讲坛

发展搭设平台、 推荐书目， 不少亲临

讲坛开设讲座。 这两年我认识了很多

推动读书的优秀教师， 如陕西的杨林

柯， 浙江的郭初阳、 蔡朝阳， 湖北的

梁卫星、 马一舜， 江苏的史金霞等

等。 广东的张荣锁、 张若楠还把人文

讲座推动读书的方式带到自己的课

堂， 他们用各种形式推动读书的践行

不断激励着我。 还有无数学生和各方

人士通过参与讲座、 网络讨论、 赠书

等多种方式表达对读书的支持……是

的， 推动教育改革， 推进读书， 民间

的推动力不可小觑。 因为根在山间，

根在民间！

我转过神来， 听着乡亲浓浓的乡

音： “只要根还在， 下两场雨， 竹笋

还会冒出， 竹林也会慢慢长起来。”

随着乡亲手指的方向看去， 为培养竹

林施的褐色锯末土间， 似乎真有笋尖

冒出头来。

半山腰上， 放眼望去， 一线光亮

穿过云层， 山下甬金高速穿溪而过，

远方绿意葱茏， 群山连绵， 春风过

耳， 似乎是青青的竹林在向我们召

唤———

只要根还在。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

语学校教师）

行走在推动读书的路上·回顾

2011

消息树

链接

方卫平 浙江师范大学教授

陆世德 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教育局局长

常 菁 北京四中副校长、 初中部校长

孙双金 江苏省南京市北京东路小学校长

樊 阳 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语文教师

孟素琴 河南省语文特级教师

陈东强 山西省绛县教育局局长

吴 泓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中学教师

彭志祥 江苏省常州市怀德苑小学校长

王修文 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校长

（本链接为2011年资料）

春来展书卷 四月书香浓

■实习生 王莉

花开春暖， 书展墨香， 一年一度

的“世界读书日” 与“四月中国读书

月” 即将到来， 名家雅集、 新书发布

会、 书友会、 北京阅读季等社会各

界举行的读书活动竞相争艳， 让我

们走进其中， 沐浴习习春风， 感受浓

浓书香。

萋萋春日共续墨香

由中华书局出版的 《近三百年学

人翰墨》 新书发布会日前举行， 为读

者提供了近距离对视翰墨珍品、 领略

那个时代文人雅士精神风貌的机会。

从初得随园老人诗笺， 许宏泉先

生收藏学人翰墨已有十几个年头。 他

认为， 收集和解读学人翰墨乃是对近

三百年文化和学术史的一次徜徉， 可

以此为媒介， 走近他们的心灵世界，

去感受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学人的价

值选择、 性情趣味乃至他们的生存方

式。 这可以说也是近三百年学人的一

部心灵史的图解。 《近三百年学人翰

墨》 计划分九卷先后出版， 此次出版

前部一至五卷。

《墨香里的旧时文人———许宏泉

珍藏清代学人翰墨展》 与发布会同时

举行， 将许宏泉先生收藏的珍品进行

了专题展览。

阅读计划滋润童心

4月2日， 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

育合作办学平台儿童阅读文化研讨会

暨 《中国儿童阅读提升计划》 新书发

布会在北师大奥林匹克花园实验小学

举行， 儿童文学作家樊发稼、 学者林

格、 北师大脑与认知科学研究院博士

生导师王文静等应邀参加了会议。 与

会专家就儿童阅读发展的趋势、 构建

校园阅读文化助力学校发展等问题进

行了深入讨论。

历时一年多的精心筹备和编审，

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国内合作办公室重

点项目的 《中国儿童阅读提升计划》

系列丛书也于当日首发。 该丛书由儿

童文学作家谭旭东主持编写， 遵循教

育部 《语文课程标准》， 旨在拓展少

年儿童的阅读视野， 培养阅读情趣，

帮助他们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正确

的价值观。 主办方北师大国内合作办

公室负责人表示， 将为合作办学平台

提供更好的儿童阅读资源， 让优秀的

文学作品滋润每个孩子的心灵。

学术推介书友交流

4月9日， 北京外国语大学举办

了跨文化传播研究书友会。 本次活动

由北外英语学院跨文化研究中心、 高

等教育出版社、 北外教师发展中心和

世界知识出版社共同主办。 北外、 中

国外文局、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第二

外国语学院等单位的代表参加了此次

书友会活动。

在本次书友会上， 共推介了9部

北外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最新学术

著作， 展示了北外跨文化研究的不同

视角。 通过作者介绍、 专家点评和讨

论等环节， 与会者共同探讨了全球化

背景下文化研究的热点、 立意， 及其

对中国的启示。 与会者表示， 北外组

织的这种学校集体性读书活动具有引

导意义， 能够带动更多的人， 尤其是

青年学生重新思考严肃阅读的快乐与

价值。

北京阅读季助飞中国梦

4月12日，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局

长冯俊科在“阅读精品 助飞中国

梦” 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第三届北京阅

读季正式启动， 标志着2013年首都

全民阅读活动暨迎接第十八个“世界

读书日” 活动大幕正式拉开。

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 北京市

新闻出版局联合主办的第三届北京阅

读季将从4月持续至6月， 旨在倡导

市民多读书、 读好书、 好读书， 进一

步推进“书香北京” 建设。 届时， 将

推出“悦读好书 共享精品” 大众有

奖荐书活动、 “共享书香 助力成

长” 大学生阅读活动、 少年图书节、

北京市“书香家庭” 评选活动、 第三

届北京阅读季精品图书展销等一系列

精彩纷呈的主题读书活动， 丰富首都

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 共享全民阅读

硕果。 活动期间， 北京图书大厦、 王

府井书店、 中关村图书大厦、 亚运村

图书大厦等零售卖场将设立精品图书

展销会场， 邀请知名作家签名售书，

开展“北京阅读季” 推荐出版物优惠

售书等活动。

北京阅读季自2011年举办以来，

深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的欢迎， 已

成为北京市最有影响力的全民阅读品

牌活动。

书海观潮

敬告读者

1月14日本刊推出“中国教育报

2012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 特刊

后， 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 读者

可通过http://www.jyb.cn/book/rdss/

201301/t20130114_524704.html查询入

选图书目录。为方便读者购书，我们开

通了购书热线： 北京中教文化传播中

心 010-82296887，13901173502； 联系

人：杜玉林。 读书周刊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