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课外阅读

主编： 王珺 编辑： 却咏梅 设计： 聂磊 校对： 冯华

电话：

010－82296621

邮箱：

queym@163.com

10

·

2013年 4月 29日 星期一

用阅读培养阳刚男孩

■李松

在现今家庭， 一些父亲忙于事

业,母亲又过度溺爱，这使得男孩子

从小趋于娇弱， 没有抗打击能力，失

去坚强的毅力和应有的担当与责任，

这种父亲刚性教育的缺失和母亲溺

爱教育的泛滥，正是男孩趋于女性化

的重要原因， 从这个观点上分析，家

庭中的父亲教育尤为重要。 而在学

校，男性教师也是男孩成长中十分重

要的领路人， 但如今从幼儿园到学

校，女性教师居多的教育氛围或多或

少对男孩的成长也带来了不利。

模仿在性别形成中起着重要的

作用， 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环境中

所看到的、 感知到的都将成为他的

模仿对象。 因此， 为了避免男孩过

早地陷入“娇弱危机”， 家长和老师

应有意识地对男孩进行挫折教育和

刚性教育， 培养他们坚强的心理素

质和意志品质。 那么， 除了父亲行

为上的表率和老师的课堂内外的教

育外， 如何能通过更好的方式去影

响和熏陶孩子呢？ 有关专家建议,书

籍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尤其是少儿

图书中以冒险、 英雄和探险为主题

的图书是最佳选择。 通过阅读， 孩

子往往能看到在日常生活中见不到

的神秘场景和故事， 还有各种吸引

人的环境以及具有刚性气质的主角

们。 在图书所营造的立体空间中，

他们往往能体验到那种开始时战战

兢兢、 好奇又有点危险的感觉， 从

而深深感受到文字那强大而迷人的

魅力， 获得成长的勇气与力量， 激

发男孩子与生俱来的阳刚之气。

“荒岛冒险”系列小说就是一部培

养男孩阳刚性格、 成就男孩冒险梦想

的优秀作品,书中讲述了神偷威尔、雨

点乔、海盗汉娜等一群十几岁的少年，

由于共同的海盗梦想聚集到了一起，

在搜集到了4个护身符后，一起前往加

勒比海寻找宝藏的冒险故事。 在这本

书里， 主人公14岁的威尔是个孤儿，

但他却很乐观和勇敢， 当他被绑架到

海盗岛，面对着一群亡命海盗时；当他

在火之国， 面对要被黑男爵杀死的威

胁时，没有丝毫畏惧，相反，他还用戏

谑的口吻讽刺、捉弄这些恶人。当知道

黑男爵要炸掉藏宝岛来控制整个世界

时，他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去阻止。威

尔无疑是一个阳刚勇敢、 敢于担当的

少年，但他的形象并不单一，那些鲜活

地性格体现在他的自由梦想、 戏谑的

口吻、恶作剧和机智处事中。

此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的儿童

畅销书作家约阿希姆·马萨尼克，在谈

到创作初衷时，他曾说，这是写给儿子

的成长之书， 希望儿子能够像威尔一

样，勇敢、自由、聪明，敢于担当，为自

己的人生负责， 浑身上下充满生命的

活力和奇迹。其实，我们的青少年读者

不也会喜欢威尔这样一个阳刚、勇敢、

智慧、自由洒脱、个性很酷的少年吗？

家长和老师们不也会希望男孩们阳

刚、智慧、有担当、为自己的人生负责

吗？我相信，小读者将会在这个荒岛冒

险的旅程中， 与少年海盗们一起经历

最精彩的探险， 从最轻松的阅读中获

得成就梦想的体验。

“荒岛冒险”系列（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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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德）约

阿希姆·马萨尼克著 湖北少年儿童

出版社

让母语文化在孩子心中扎下根

■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一个人要做到把根留住， 最根

本的是要把语言文字学好，能够让母

语文化在自己心里扎下根来。” 在近

日举行的第十三届华人少年作文比

赛颁奖典礼上， 国家总督学顾问、原

教育部副部长、华人少年作文比赛组

委会主任柳斌说：“我们的比赛不和

升学挂钩，而是以鼓励世界华人少年

学习和继承民族的语言文化、提高他

们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能力为宗旨，

始终坚持公益活动原则。”

此次比赛是由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文化司、 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

小组、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 人民日报 （海外版） 等联合主

办的， 有25个国家的华校参加， 共

收到国内外来稿14.2万件， 评选出

一等奖1200名， 二等奖3300名， 三

等奖6500名。

该活动由已故著名教育家韩作

黎先生于1993年发起， 至今已有20

年。在颁奖典礼上，少年作文比赛组

委会秘书长、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罗辰

生深情回忆了20年来的发展历程。专

程从美国赶来领奖的晏颖是个可爱

的小姑娘，今年12岁，她告诉记者，对

国外的孩子来说，中文不是一种容易

学习和掌握的语言，需要有耐心的老

师、有趣的教材和生动的方法，才能

激励他们坚持学下去。

连续两届都获得一等奖的戴濛

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学生，她这次获

奖的作文题目是《绿野仙踪》———我

最喜欢的一本书。她说自己特别喜欢

听故事，到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在临睡

前听姥姥讲故事和念唐诗时的情景，

“从小妈妈就鼓励我用文字记录下身

边的生活，写出自己的感受。通过写

作，我发现可以和纸、笔分享自己知

道的、看到的、感受到的。”

据悉，第十四届华人少年作文比

赛已正式启动，比赛题目分别是《我

的家乡》和《我的家庭》。

传奇人生从改变不可能开始

■毛沐汐

说到乔布斯, 我便自然而然地

想到那个被咬掉一口的苹果标志，

想到他带给我们的iPod、iPhone和

iPad， 想到自己电脑屏幕上乔布斯

那张伸直胳膊一只手指向屏幕外的

照片，旁边的一行字迹“下一个改变

世界的就是……”我喜欢乔布斯，他

是我的偶像， 我惊叹于他不凡的人

生，羡慕他改变世界的能力和勇气。

拿到《没有什么不可能———乔布

斯传》 这本书， 书名下面的一行小字

“我不是坏孩子，我是潜力股。请你读

懂我！”映入眼帘，我迫不及待地翻开

书。第一章讲的就是硅谷顽童，乔布斯

本是一个被大学生父母抛弃的私生

子，他顽皮又叛逆，也有着不同常人的

梦想，养父母用爱呵护着他一路成长，

而且遇到了包容与鼓励他的好老师。

乔布斯从不否认自己年轻时曾

经做过的事情， 甚至一再强调这是

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经历。 大学期

间乔布斯禅修、素食，在校园游荡了

18个月后退学回家。然而，从1976

年创立苹果公司开始， 乔布斯找到了

自己喜爱的事业， 他尽心尽力地使公

司迅速兴起。1985年，乔布斯因与管理

层的分歧被迫离开自己亲手创办的苹

果公司，那年他刚30岁。这种打击几乎

放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毁灭性的，

但是他没有从此沉沦下去， 而是重新

振作起来，创办了NEXT公司。在回忆

自己的这段经历时， 他说：“有时候人

生会遇到灾难性的打击， 这感觉就像

别人用砖头砸你的头， 但你不要就此

丧失信心。我相信，只要保持热情，爱

你所做的事情， 未来就会是美好的。”

的确， 对事业的热情以及坚强的意志

让乔布斯走出人生的低谷， 并开辟了

一条更为辉煌的路途。

1996年， 乔布斯重回苹果公司。

2007年， 在乔布斯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iphone横空出世, 轰动了世界。2010

年，人们再次排起长队，掀起抢购风潮，

那就是iPad。 不幸的是，2011年10月5

日， 身患绝症的史蒂夫·乔布斯离开了

人世，享年56岁。这就是独一无二的乔

布斯，他是一个传奇，一个无法复制的

不朽传奇。他不被教条所限，不活在别

人的观念里， 不让别人的意见左右自

己内心的声音， 相信自己的直觉与心

灵。 在人生的低谷里， 他从不自甘平

庸， 而是怀着坚定的信仰去搏击生活

的风暴；他勇于冒险，敢于创新，敢于

挑战那些别人不敢想的、 不敢做的事

情，他用自己的传奇一生告诉我们：理

想有多远，你的路才能走多远，世上没

有什么事是绝对不可能的。

读着读着，一种憧憬在我心中油然

而生： 也许我也可以， 可以像乔布斯那

样，用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相信看过这

本书的同学也一定能获得前进的动力，

激励自己去改变世界，创造美好的未来。

（作者系人大附中早培六年级学生）

沉甸甸的

老童谣

■

朱自强

这套书的名字“老童谣”给我一种奇妙的

感觉， 它表现的仿佛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夕

阳余晖处，对遥远的童年的眷恋张望；又仿佛

是蹦跳精神的孩童在春风鸟语里， 与祖父辈

的童年的快乐相遇。 轻盈的苍老、 深邃的年

轻，生命需要彼此的扶持和相互的印证。我知

道，在我发这种感慨的时候，一定有人在远处

和不远处嗤之以鼻。

在古代，明朝学者吕得胜、吕坤父子曾分

别作《小儿语》和《演小儿语》，借童谣之名，讲

“立身要务”的一些大道理。周作人就批评说：

“在我们看来，把好好的歌谣改成箴言，觉得

很是可惜……”、“他们看不起儿童的歌谣，只

因为‘固无害’而‘无谓’———没有用处，这实

在是绊倒许多古今人的一个石头。”

在现代， 台湾鼓吹读经的王财贵教授就

这样批判应用童谣的小学语文教育 ：“念了

‘小老鼠，上灯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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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无所有。”王财贵说：

“我们只教 ‘高度的 ’，那些 ‘低度的 ’自己就

会。所以从今以后不要再浪费孩子。”我还亲

耳听到过一位教育专家在讲演中说， 小孩子

吟唱的“小老鼠，上灯台”这类童谣没什么教

育价值，应该让他们背诵古代的经典。

儿童的童谣真的是“无谓———没有用处”

吗？真的是“低度的”语文，念了之后竟是“一

无所有”吗？我编著《快乐语文读本》时，专辟

一章，题目叫“沉甸甸的儿歌”，为的就是质疑

学者大人对童谣的轻蔑态度， 彰显童谣的厚

重价值。现在读《老童谣》，再一次深切地感受

到了“老”童谣的魅力。这些童谣的确已经年

代久远，深深地打着农耕文化的印记。但是，

它们绝不是过时的东西，不能像对待穿旧、穿

小的衣服一样，可以随意地扔掉。

“小白菜，心里黄，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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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没了娘。跟着

爹爹好好过，就怕爹爹说后娘。说了后娘

3

年

整，添了个弟弟比我强。弟弟穿绸我穿布，弟

弟吃面我喝汤，端起碗来泪汪汪，后娘问我：

‘那是咋？’我说：‘烫热烫得慌。’”（《小白菜》）

“小蚂蚱，一头灰，小担杖，去说媒。说的

谁？说的蝴蝶而妹妹 。成了吗 ？撅着嘴 。为了

啥？蝈蝈里面捣了鬼。”（《小蚂蚱，一头灰》）

熟悉文学表现手法的人知道， 这两首童

谣运用了白描手法。“后娘问我：‘那是咋？’我

说：‘烫热烫得慌。’”每当读到这两句，我都觉

得心被人掐了一把，很闷、很疼。这就是童谣的

白描力量， 其艺术的传神力不亚于任何成人

文学的诗篇。“成了吗？撅着嘴。为了啥？蝈蝈里

面捣了鬼。”简单的“撅着嘴”，透露出的却是丰

富的信息。好的文学具有消解次序的功能，一

个人在四五岁时吟唱的这些童谣， 到了他读

大学的中文系，甚至读博士，其艺术价值依然

有增无减，依然是最好的文学。因为他知道，这

些童谣里的白描与鲁迅小说里的白描同样精

彩。前面说的王财贵将这些童谣看作是“低度

的”文学，是因为他既不懂文学，也不懂生活。

《老童谣》编得好，是因为编者真正懂童

谣， 而编者能真正懂童谣则是因为他懂得孩

子的心、尊重孩子的生活、尊重孩子的审美。

《老童谣》里的每首童谣的前面都有编者简洁

的导语，编者对孩子的理解、同情和赞美，在

这些导语里面可以窥得一二。

在这个喜新厌旧、目光短浅的时代，我深

怕老童谣渐渐沉淀为历史， 成为一去不返的

“乡愁”。 所幸还有这样一些执着于老童谣的

保存和利用的学者， 还有珍视老童谣历久弥

新之价值的出版人。 如果我们大人能带着孩

子一起吟唱这些老童谣， 我相信， 孩子的眼

前一定会出现具有深度的生活景观， 而长幼

的心灵也将依偎得更亲、 更紧。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老童谣” 系列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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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 山曼主编

景绍宗绘画 明天出版社

阅读指导

专家视野

我爱阅读

阅读进行时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与中华文化的

现代对话

本期关注

■余秋雨

我的书房里， 书籍更替的频率很

高， 但有一套书一直安安静静地放着。

这套书分量不小， 长长一排多达60多

册，书脊为青莲色，上面的书名为白色，

而封面的底色则是象牙色。这套书的总

名叫《中国历代经典宝库》，每册分别是

一种重要经典。 书的初版日期是1981

年1月1日， 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出品，一

算，已经30多年了。当年，我对莫昭平社

长说，希望能邮寄这一套书给我，我自

己买了背回来就太重了。莫社长说：“这

是给青少年读的，您也要？”我说：“我也

要， 我在台北的书店已经翻阅过多次

了。”于是，两箱子书很快就寄来了。

我关注这套书， 是因为它对于中

华文化与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作出了

令人愉悦的回答。 而这个问题在很多

学者那里，却总是处理得那么片面、那

么极端、那么铺张、那么艰涩、那么繁

琐、那么纠缠不清。

“

很多人认为，青少年没有时间和

能力领略整体， 只能让他们背一点古

训、啃一些古诗。其实这是一条歧路，

既把中华文化削薄了， 又把青少年做

小了。”

这套书坦陈了中华文化的整体度

量。凡是把中华文化搞复杂的，绝大多

数是陷于一隅一角，守一家，偏一学，

张一经，析一谋，而无视其余，或不知

流转，结果，硬筑壁垒，徒生龃龉。很多

人认为， 青少年没有时间和能力领略

整体，只能让他们背一点古训、啃一些

古诗。其实这是一条歧路，既把中华文

化削薄了，又把青少年做小了。这就像

我们领着学生看长城、游黄山，必须先

让他们俯瞰雄伟整体，惊叹天地大美，

而不是立即让他们埋头去玩弄一砖

一石，一花一鸟。眼前这套书把中华

文化的主要典籍， 不管是哲学、历

史、诗歌、小说、散文，科技、宗教和

杂学，都一一收录，可谓洋洋大观。

不难想象， 当青少年读者得到这套

书，在还没有细读之前，光看书目就

已领悟中华文化的整体度量、 浩荡

规模。 这种领悟既开拓了他们的文

化认识，又鼓励了他们的文化选择，

在人生的起始阶段至关重要。

“

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

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烦？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文化

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喋

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

这套书揭示了中华文化的人生

质感。好端端的中华文化为什么总是

变得令人却步、甚至令人厌烦？还有

一个原因，那就是不少浅尝辄止的文

化人总喜欢把我们的古人塑造成喋

喋不休的玄学家、道学家、书呆子。好

像我们的祖先只会板着脸在居高临

下地教训人，说着一些成语化的简单

四字句，不容商量，不容讨论，没有性

格，没有脾气，不准顽皮，不准游戏。

但是，眼前这套书却让我们看到了另

一种中华文化，有那么丰富的人生故

事，有那么精彩的绘声绘色，有那么

有趣的奇想异设。 当然也有哲理，但

那些哲理又是那么自由、多元，任凭

取舍、选择和评判。人们从这种文化

中看到的， 是一种完整的人生实践，

组合成一种刚健恢宏又温文尔雅的

生命交响乐。这样的文化充满生动的

质感，也容易让大家了解真正的“中

国人”是什么样的。

我在为北京大学的学生讲授

《中国文化史》 时曾说：“从古到今，中

国民众对于抽象学理缺少消费欲望”。

“根子上的农耕文明使中国民众很难

信奉一切离开脚下大地太远、 离开直

觉经验太远的东西。躲避喂食，有可能

是生命的一种自救。天下长寿之人，大

多简食薄饮。 中华老矣， 回首渺茫生

平，得寿的原因之一，是不很喜欢精神

文化上的浓脂厚味、巍楼巨厦。”

我的这段话大体说明了我不赞成

那种过于学术化、 滥情化的中国文化

表述，而赞成这套书的原因。我为什么

特别要对北大学生说明？ 因为对年轻

人来说， 更应该尽早解除那种貌似深

沉的误会。 这种误会目前在很多高校

里都很流行， 不少教授把自己那些取

材狭窄的论文当作了课堂讲述内容，

而越是浮藻的社会气氛又越容易把晦

涩当作学问。于是，好好一个可爱的大

结构，被裁割成了可厌的小条块。

“为青少年阐述古代经典， 并不是

大人对于小孩的恩惠，而恰恰是大人一

种脱胎换骨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有可能

带来古老文化的整体转型。

”

这套书测试了中华文化的时间张

力。我所谓的“时间张力”，也可以称之

为“跨时代延伸度”，这个问题是一切

古老大文明都遇到过的。事实证明，比

中华文化更年老的巴比伦文化、 埃及

文化、摩亨佐·达罗文化、克里特文化

等都缺少足够的时间张力来构成与现

代的对话。 成功实现了对话的只有古

希腊、古罗马文化，并由此开创了欧洲

的文艺复兴。 中华文化延续至今而未

曾中断，而它与现代对话的可能，还在

测试过程中。

从近代以来， 这种对话已经开始，

但进行得非常艰难，很少成功。具有传

统文化修养的章太炎、王国维、陈寅恪

等学者都投入了，但章太炎、王国维在

晚年都删削了自己的现代行止，陈寅恪

则由于社会变迁和身体障碍也无法继

续推进。其他被后人誉为“国学大师”的

诸位学人，在这种对话中基本上停留在

一些介绍性、引进性的文化枝节，而又

于社会民众基本无感。这一点，只要与

欧洲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数百年间

知识分子在一切公共空间中的巨大作

用相比，即可明了。我曾一再论述，中国

知识分子在这一对话中真正做成的两

件事，是破读了甲骨文、推广了白话文。

其他事端，则离文化本体太远。

眼前这套书，虽然浅显，却以白话

文裹卷着现代思维常识愉快地拜访了

传统文化，有一种新鲜感。例如，它为一

本本古代经典分别取了一个个现代标

题， 这也是它当年首先吸引我的地方。

它为《论语》取的标题是《中国人的圣

书》，为《孟子》取的标题是《儒者的良

心》，为《老子》取的标题是《生命的大智

慧》，为《庄子》取的标题是《哲学的天

籁》，为《墨子》取的标题是《救世的苦行

者》……这一些，对诸子百家而言，都相

当贴切。这些标题是现代开启古代的钥

匙，表现了编写者的今日情怀，并由此

可想见书中的思路和语气。在这些白话

标题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孩子们惊喜的

眼神。本来，他们的眼睛也许早已因那

些太古老、太自守的书名而黯淡。

如果让古代仍然蜷缩在古代，或

者封存在一个刻意营造的“伪古代”，那

么，对话就停止了，张力就消失了，延伸

就中断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为

青少年阐述古代经典，并不是大人对于

小孩的恩惠，而恰恰是大人一种脱胎换

骨的转型，而这种转型有可能带来古老

文化的整体转型。 这就怪不得在欧洲，

一直有很多才高名显的现代权威，不惜

放下身段来做“经典新写”的事情。

另外， 这套书还给了我一种特别

的“暗喜”。那就是，目前中国大陆传媒

间掀起了一种低层次的“民国文化”崇

拜， 把兵荒马乱中某种初步的西学引

进和临时的文教努力， 当作了至高无

上的楷模，在国际学术界闹了大笑话。

好了， 这套书的编写者恰恰是几十年

前台湾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 多数

是从大陆过去的， 应该说是“民国文

化”的直接继承者，应该最有资格评判

“民国文化”了。但是，就连他们自己也

承认：“民国以来， 也有过整理国故的

呼吁、 读经运动的倡行”，“遗憾的是，

时代的变动太大，现实的条件也差，少

数提倡者的陈义过高，拙于宣导”，“使

得历代经典的再生，和它的大众化，离

了题，触了礁。”那么，这套书也可以提

醒大陆的读者，不要把民国以来的“文

化触礁”，继续夸张为“波澜壮阔的文

化碰撞”。不，触礁就是触礁，那种“波

澜壮阔”并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新的航

程需要重新谋划，重新开启。

以我看， 这套书的编写者们对古

典的讲解能力不错， 但在古典和现代

之间的共通内涵挖掘上还缺少足够的

深度， 而现代文字的表达也没有达到

更高的水准。在这个问题上，我对大陆

学人抱有更大的希望， 因为大陆在文

化体量上的宏大气势， 在风雨岁月中

的深刻体验， 在历史转型中的国际认

知， 有可能产生对中华文化更透彻的

感悟。而且，由于人才的绝对数量十分

惊人， 那种能够融汇古今的文字杰作

也容易期待。那么，这套书又成了一种

殷切的期待和呼唤。

（《中国历代经典宝库》 由北京时

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引进， 已出

版20册。本文为序言，有删改，大小标

题均为编者所加）

“可爱的‘坏孩子 ’———世界伟

人成长传记”系列 华文出版社

（资料图片）

初中女生著书讲述游学故事

日前，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4

岁的

初三学生吴悠根据自己一年前去美国游学的

经历 ， 写出了一本

10

万字的游记 《

13

岁 ，

我在美国家庭的半月游学》， 由海豚出版社

正式出版发行。

吴悠是一位文才流溢、 思维敏锐而又善

良感性的女中学生， 她将自己在友善的美国

家庭同吃同住、 深入美国现实生活的见闻和

感受， 以独特的青春视角和流畅抒情的文笔

记录下来 。 该书责任编辑张菱儿评价此书

“通篇流淌着时下中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常用

语， 加上青春少女细腻流畅的文字描述， 真

切生动的人物刻画， 让读者在阅读中不自觉

就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海子）

新书速递

通过阅读，孩子往往能看到在日常生活中见不到的

神秘场景和故事，在感受快乐的同时，获得成长的勇气

与力量，激发男孩子与生俱来的阳刚之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