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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为《德育鉴》写题解

的 机 缘 ，浙 江 大 学 中 西 书

院院长刘东教授探析了梁

启 超 从《新 民 说》到《德 育

鉴》的思想转向，并由此解

答了一系列迄今尚未厘清

的儒学难题。作者力图还

原 儒 家 思 想 经 典 本 质 ，特

别是重估儒学价值的当代

意义，既富学术思辨性，又

具现实关怀。 （晓阳）

本书收录了艾青从上世

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末的

作品，如《吹号者》《我爱这土

地》等，高度浓缩了作者的思

想，蕴含着强烈深沉的情感，

从中可以看到“朴素、单纯、

集中、明快”的诗歌美学主

张，是一部集历史性、思想性

和艺术性于一体的诗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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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墨

“出了地铁就到，有空调，都是好书，不但

可以在现场看，还可以借阅。比在家里看电

视对孩子好。”楼佳音的奶奶每天都带着他来

北京图书大厦“打卡”。又凉快舒服又增长见

识，奶奶说，孩子的爸妈也十分支持她这种带

娃方式。

同样是三年级，张新蕊的假期读书生活

虽然在网上，但关联的是听故事、看直播、加

入阅读小组。她和妈妈还在准备参加月底举

行的“妈妈导读师”活动。她所在的社区将邀

请《故宫大怪兽》的主创做讲座，她也早早惦

记上了。

这个假期，各地图书馆、书店都迎来了增量

客流，而“搬到”线上的活动，也收获巨大流量。

从补课班到图书馆

为提升青少年阅读感触，北京图书大厦

三层的童书借阅&小布阅读儿童沉浸式体验

中心经过改造升级在这个假期和小读者见面

了。这里提供 3万本图书，包括儿童绘本、科

普读物、课外阅读等各类别童书。小读者可

以在这里看书，或者将自己喜欢的书借回家

慢慢阅读。

“在小布阅读儿童体验中心，小朋友还可

以观看由绘本改编的裸眼 3D 儿童电影。还

有专业绘本老师进行角色扮演，与人偶共同

演绎绘本故事，带领儿童进入故事，体会情

节，提升他们的阅读兴趣。”北京图书大厦的

一位管理员告诉《工人日报》记者。

不仅在北京，读书场馆热也在今年高温

的夏天里席卷全国。来自重庆图书馆的最新

数据显示，该馆 7月到馆人数超过 20万人次，

其中，青少年到馆较平日明显增多；市少年儿

童图书馆也掀起阅读“热”，7 月接待人数超

过 1 万人次。石家庄市图书馆新、老两馆日

均接待少儿读者 2000人次，少儿图书的借阅

量也达到日均 3000册次，人流量也比平日成

倍增长……

“双减”政策实施后的第一个暑假，不再

奔波于补课班的孩子和家长，在阅读中找到

了更有益于成长的新方式。

“她在这儿经常一天看完两三本书，前两

天和我聊‘孔门十哲’，还给他们分成了三类，

是从一本漫画国学的图书上学到的。以前是

逼着背《论语》，现在每晚都要和我讲孔子。”

王女士说，开学就上初二的女儿往年这个时

候都是排满的课，一个假期光补课就要花费

上万元，孩子不开心，家长花钱花精力还不讨

好。“在图书馆看书，家里连空调钱都省了。

而且还有专门的老师筛选书单，互动讲解,孩

子主动性特别高。”王女士显然很满意这个不

一样的假期。

线上线下阅读活动纷呈

在 Z 世代（也称为“网生代”，通常是指

1995年~2009年出生的一代人）眼中，阅读也

是社交的一种。

广东省中山市的王彦淇家庭报名参加

过 2017中国亲子阅读大赛秋季赛，跨越千里

来到北京，在亲子阅读舞台上重现在家中的

阅读情景。“以前的她胆子很小，也很少与他

人分享阅读的乐趣，但是从北京回到中山

后，我看到她明显自信了，也更加热爱阅读

了。”王彦淇妈妈介绍，参加阅读比赛后，彦

淇身上发生了很多变化。5 年时间，她已经

慢慢长大，亲子阅读也慢慢过渡到了自主阅

读。阅读不仅丰富了她的知识，开拓了她的

视野，还培养了她的品格。这个暑假，她们

准备再参加一次。

作为承接中小学生课外生活的另一主

力，街道社区也在提升活动质量。“我们与中

国大百科出版社、北京出版集团、科学技术出

版社等多家机构合作，研发了一系列少儿阅

读课程，知名作家、领域专家、阅读达人等都

将走进社区，与小朋友们面对面。不能到现

场的，也可通过小程序回看活动内容。”绿色

社区专委会主任王文涛告诉记者，暑假期间

他们将在北京市朝阳区展开试点。

张新蕊在社区门口的大屏幕上看到这个

消息后惊叹道：“没想过在家门口就能和大咖

们见面。”

而在线上，各种读书类的公众号、视频

号，也将焦点对准了孩子们，视听产品一应俱

全。“我‘听’完了四大名著。”只有三年级的晴

晴说，因为上学期网课太多，她的视力有些下

降，假期家长给她安排了更多户外体育活动，

但她的读书生活并没有拉下，“只是不是自己

读，而是听别人读，还听各种讲解，感觉网上

有才的人真多。”

“读起来，怎么读，比读什么更重要”

“相比平时上学，假期有更多自由支配的

时间阅读，因此可以选择一些平时想看但却

没有时间看的大部头名著来读。边读边写一

些读书笔记，记录下阅读感受。另外，借助互

联网背景下的新媒体，广泛了解时事新闻和

社会生活，这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阅读。当

然，将阅读书本获得的经验和感受与现实生

活结合起来，走名山大川，探风土人情，相信

会收获的更多。”清华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

师那妮鼓励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广

泛涉猎书籍种类。“读起来，怎么读，比读什

么更重要。”

“阅读是持续不断的阳光和营养。父母

一起上阵，陪伴孩子阅读，可以培养兴趣、增

进感情、激发创造力。”在现代教育出版社副

总编辑王春霞看来，阅读是家庭给予孩子成

长的最好礼物。

“亲子阅读是一种最有效的形式，也最

符合孩子的成长规律，不仅让他们感受到阅

读带来的快乐，也让他们认识到阅读的意义

和力量，为自己在幼年点亮一盏灯，种下一

颗苗，在人生的某个未知阶段发光、成长。”

王春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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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最好的成长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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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关注遥远时代的普通

人，是因为他们是真实历史的

一部分，没有他们，历史就是不

真切的。

本书利用墓志等史料讲述

了王钟儿漫长而又跌宕起伏的

一生，并以她的眼睛去看她身

处的时代，把皇帝、朝臣、宦官

和宫女还原为具体的人，以及

被时代席卷的许多人。

《漫长的余生》
罗新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高谈阔论G

冷荞麦

假期来临，不少有识之士，照例会发声

鼓吹读书。与惯常推介阅读经典名著的老

生常谈不同，今年我看到不少阅读“传记”

的建议——尤其是教师，有人甚至引经据

典，所谓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并以之来

引诱人们“最好”多去翻读名人传记。

我猜想，大约倾情于斯的语文老师认

为，各种成功人士的传记更能体现人生意

义吧。

倘若教育者心思真的就是这样，窃以为

也无可厚非。不过，就个人视角而言，我还

是倾向于王尔德的观点——他在被请求推

荐书籍的时候真诚地表示，这事儿不好整，

因为你不知道阅读者会从书中得到什么。

比如传记，激励可能是有的，但对于社

会阅历恐有欠缺，或者阅读深度、广度尚欠

火候的脑袋来说，很可能会照葫芦画瓢，就

像梵高——很多学人认为其传记《渴望生

活》就是最佳传记之一，有很多喜欢艺术的

少年，就因为被这家伙的故事鞭策，打小立

志不说，更有甚者，年纪一把仍旧初心不

改，结果涂鸦十车，除了生活窘困堪比梵高

外，其余事项一无所成。

本人没有揶揄之意，立志高远总是好

的。我实际想说的是传记。无论是自传，

还是别人研究出来的书写。传记叙事总是

偏颇的，别说文学故事，即便是历史书本中

的“真实”记录，能告诉我们的，大多不是真

实、完整的主人公。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最好的传记，最多也就是盲人摸象那种，你

从中能看到的，要么是尾巴，要么是象腿。

虽然如此，但否定传记写作也不妥。

一方面，即便我们读到的是有限图影，那也

是可以受益匪浅的。比如《天才之于责

任》，学习一回，对知晓维特根斯坦的思想

轨迹，甚或是对进一步了解他那些难以“理

喻”的胡思乱想，还是有很大助益的。而

《月亮和六便士》，认真研读几次，显然会对

一个人去追求理想（月亮），还是决心经营

生意（六便士），产生相当的影响。

当然，还有励志这种辽远的规划。这

很可能成就某个人的未来。但，也很可能

会毁掉其余生，就像前面说到的那些堪比

梵高窘迫的迷途羔羊。

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会把传记

书写代入自己的生活谋略——这才是最闹

心的。诚心、认真投身证券市场的人，几乎

都想在巴菲特、林奇的投资传略中悟出真

谛，而那些热追乔布斯、马斯克的群众，多

半也是相同的心态。

比较遗憾的是，再好的传记，也仅是一

个遮蔽了无数元素的侧影，内在的缘由，外

在的环境，都是散落遗失得所剩无几的，你

能看到的，仅仅是几乎什么都说明不了的

稀疏亮点，和那些连接亮点的简单直线。

坦率地说，我还是支持传记阅读的，就

算是窥探名人、成功人士的隐秘生活，或者

拿来作为雅士装饰的谈资，都是可以的。

只是，需要强调的是，关于传记，模特范式

的想法最好少一点，没有更优。

至于励志，那就是萝卜青菜的事了。

假如我们希望学童们的未来生活，有

幸福的模样，那么，阅读的诉求，最优还是

让族群中的个体，从阅读中找到自己喜欢

过的日子，成功与否不是那么重要，辨识清

楚什么样的文化是优选，然后去建设它，才

是要紧的事儿。或者，像高更那样，虽然放

弃了六便士，但却走上了自己梦想的生活

之路。

名人传记只是一个侧影

人间滋味，离不开烟火气，而经由岁月沉淀的手工物什，

总能在平淡中教人怀念，令人心安。作家赵勤在其新近出版

的《这不是手艺，这是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中，以

笔为杖，一步步探路，一帧帧定格，把笔触聚焦于多门手艺背

后的手艺人，呈现出 18位手艺人的真实形象。

漫步城市与乡村，穿街走巷，攀谈聊天，让赵勤在收集到

一系列民间造物资料的同时，也体悟到了独属于手艺人的故

事和内心隐秘的情绪。

编织、捏泥、做鞋……手艺人与艺术家不同，他们不求留

名，一半为了传承，一半为了生活。虽说入行的初衷不一，但

手艺人大都以顾客满意作为自身的价值。赵勤坦言，起初，他

更关注手艺本身，然而随着采访的深入，“我知道了他们的困

惑、开心、难过以及种种复杂的人生滋味。”

一草一木，经由手艺人的双手，便可变身日常用品，而手

艺人又何尝不是靠它们来消磨日常。《伴随一生的竹篾条》里，

年过花甲的李淑芳安然地编织竹器，沉静又从容，好像她生来

就是编竹器的。初见她编织的茶篓，作者不禁好奇：是怎么样

的老人，可以编出如此细致精巧的竹器？事实上，李淑芳无儿

无女，也没老伴儿，幸好有竹编的手艺才未“孤苦伶仃”。“我这

一辈子啊，也没有什么好后悔的，都是跟着自己的心在走，没

有谁可以看见后面的路。”

故乡的泥土，似乎藏着嗅不够的芬芳，让离家的游子多了

一些执念，挥之不去。《建平的泥塑世界》中，久居乡村的呆子

叔，教会了建平泥塑手艺，让他在日后多了一条出路，还收获

了爱情。建平出门务工期间，“她（房东家的姑娘）觉得他捏的

泥人憨态可掬、喜庆，一定会有人喜欢。她给他出主意，让他

学一些泥塑的专业知识，提高自己的手艺和见识。”后来，建平

先是挑着担子沿街叫卖，名气大了，又成立了泥塑工作室，如

今还有人请他去艺术院校讲授泥人艺术。闲下来时，建平常

想起故乡的人和事，想起呆子叔。

手艺没有高低贵贱，即便一双鞋，也凝聚着赤诚匠心。《你

懂那双布鞋吗？》里，侗妹做鞋是花了心思的，甚至把人脚研究

得比医生都透彻。她做的每双布鞋，要经过 15 处精工细作，

32层纯棉叠加，181道线阡陌纵横，6400次飞针走线。行走日

久，鞋子难免会坏。这时，另一位手艺人就登场了。“修鞋时，

她的眼神不离开手里的鞋，神情专注得像是在做一件精致的

工艺品。”《出逃的鞋匠》中，女鞋匠张桂梅在市场不起眼的角

落里，固守着一个小门脸，凡是自己修理过的鞋子，她都能分

辨出来，扎过的针线、换过的鞋跟，就像生命中经历的人和事

一样，让她眼睛一跳，心里一动。

在赵勤的笔下，一位位手艺人体现出了普通人的情感共

性。譬如，做琴全凭感觉的“乐器王”艾依提·依明，擅做蝴蝶

胸饰的小银匠丁彦，坚持手工调色的油漆匠李浩勇……他们

不光技法精湛，让手艺成为各自标签，也都有着曾经的困惑与

突围，以及生活的五味杂陈和悲欢离合。

手艺，更是生活。司空见惯的器物，浸润有手艺人的情绪

和经历，平实的叙事，触动人心。

手艺背后的手艺人
——读《这不是手艺，这是生活》

刘学正

阅读是家庭给予孩子成长的最好礼物，而假期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阅读。通过读

书，学童们不仅体会到了阅读的意义和力量，同时为自己点亮了一盏灯，种下一颗苗。

阅 读 提 示

梅杰新近出版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

（纲要）》（知识出版社）一书。稍早，刘绪源出

版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对比这两部著作，

有两大差异：

其一，刘绪源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在

时间范畴上定格在 1916年~1977年。而梅杰

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将 1978年~
1999年定位为重建期，将 2000年之后称为分

化期。很明显，梅杰比刘绪源的儿童文学史

时间范围更广。

其二，《中国儿童文学史略》的内容较为

精简，偏向对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重要的儿

童文学作品的评析。反观梅杰的《重写中国

儿童文学史（纲要）》，在内容上要更加全面，

并充满细节，文学史的脉络更加清晰、完整，

对史料的挖掘更令人折服。梅杰借用蒋风、

朱自强的提法，将中国儿童文学史分为史前

期（古 代）、孕 育 期（清 末 民 初）、诞 生 期

（1917~1927）、发展期（1927~1937）、挫折期

（1937~1949）、新生期（1949~1959）、断裂期

（1960~1978）、重建期（1978~1999）、分化期

（2000 年至今）。梅杰对中国儿童文学史的

划分是科学的、严谨的。

朱 自 强 说“ 中 国 儿 童 文 学 是‘ 现 代 文

学’”，即具有现代性的文学，他反对中国儿童

文学“古已有之”一说，梅杰在《重写中国儿童

文学史（纲要）》中更是严谨地将古代称为中

国儿童文学的“史前期”。现代儿童文学就是

对儿童本位的坚持。梅杰对“儿童本位”一以

贯之，他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绪

论中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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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本位论构成

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的重写评价

标准。

儿童文学并不只是写给儿童看的，优秀

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是吸引着成人，解释这种

现象，就不禁要提到梅杰在 2015年提出的创

新性学术观点——“泛儿童文学”。贯穿于

《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的红线，除了

儿童本位论的准绳以外，更有泛儿童文学这

一新型学术观点。

梅杰对儿童本位的坚守，同时具有泛儿

童文学视野，让本书成为一部充满“大家风

范”和“儿童情怀”的重磅之作。

大家风范 儿童情怀
——读梅杰《重写中国儿

童文学史（纲要）》

刘彪

本书有关两河文明的通

史性著作，根据丰富详实的

考古数据和文献资料，记述

了两河流域居民——苏美尔

人、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

述人，所创造的辉煌文明，勾

勒出了古代近东世界在社

会、艺术、科学、宗教诸方面

的轮廓。

如今的地铁上，曾经
寻常的读书看报身影已经
很难寻觅到了。这个炎热
的夏天，常坐地铁的记者
观察到的，几乎都是或因
为疲惫而发呆，或基于无
聊刷手机的成年人。

7月末晚高峰的北京
地铁 8 号线上，我惊喜地
看到了亮眼的一幕：在满
是乘客的缝隙中，一名小
男孩随妈妈上车后，立即
就心无旁骛地“坐地”看起
书来。妈妈随即伸出了
脚，让孩子靠着自己的小
腿坐在自己的脚背上。在
记者随行的五六站中，坐
在“沙发”上的男孩，一直
无视拥挤着上下车的乘
客，津津有味地手捧书卷。

图为车厢门快关上
时，仍然沉浸在阅读中的
小男孩。

本报记者 吴凡 摄

沉迷的

“小书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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