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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爱读书吗？对这个问
题的认识可能会呈现出两极化。
有人认为，中国人当然是爱读书
的。孔夫子曾说，“不读诗，无以
言”；读书人一向信奉“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宋真宗的御制诗写得
更直白———“男儿欲遂平生志，五
经勤向窗前读”。也有人以为，中
国人不是真爱读书。调查表明，中
国成年人平均每年的阅读量远远
不及日本、美国、俄罗斯、以色列，
阅读量之少，甚至达到令人尴尬
汗颜的程度。

关于中国人读书，为什么会
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呢？问题出在
对读书与阅读的理解上。在许多
人看来，读书就是学习，当然包括
教科书及各种考证、考编的书，也
包括各种快餐式读物。其实，从严
格意义上讲，以上所谓读书都不
能算真正的阅读。阅读是运用语
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
展思维并获得审美体验的活动。
阅读是主动的，不是被动接受的。
阅读更是一种领悟、品鉴、探究、
批判的思维活动，不单纯是知识
的被动接受，也不只是为了消遣。
从这个角度看，许多人认为的读
书，其实不属于阅读。

读书在中国是功利性的。古
代往往是为了科举，“学成文武
艺，货与帝王家”如此，“十年寒窗
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亦如
此，宋真宗的《励学篇》讲得更透
彻。与其说中国人爱读书，不如说
更爱功名利禄。为了功名，不得不
读枯燥的四书五经，大量背诵经
文、章句与注疏。当前，读书则是
为了升学。为了高分，必须熟读教
科书，背熟知识点，研读各种宝
典。科举考试以来，功利化的读书
方式延续了一千多年，导致科举
成功者大多缺乏创新精神，在历
史上声名不显，倒是许多科举失
败但真正读书的士人大放异彩，
李白、杜甫这样，徐霞客、曹雪芹
等人也是这样。在当今，应试教育
一统天下则造就了大量高分低能
的学生，于是有了著名的钱学森
之问———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
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不解决功利
化读书问题，钱学森之问是解决
不了的。

一位朋友请我去郊区聚会，
地点是一家小有名气的农家乐餐
厅。餐厅老板的儿子大概是读幼
儿园的年龄，正自顾自地玩玩具。
老板年过三十，经营着茶园、果
园、餐厅，日子过得让我们这些工
薪族很羡慕。老板知道我是文学
院老师，招呼儿子背古诗词，孩子
于是摇头晃脑地背起来。小孩用
的是朗诵腔，铿锵有力，嗓门高
亢，表演味比较浓，对他这个年龄
段的孩子来说，略微有些做作。孩
子背了一首诗后，大家都鼓掌。接
着背了两三首，不愿意再背了，父
亲不断鼓励孩子背下去，甚至点
名要他背《满江红》。小家伙明显
不情愿，但还是表演了一次。可以

看出，让儿子背古诗词是这家餐
厅的保留节目，老板深以为傲。通
过交谈，得知小家伙居然能背六
七十首古诗词。仅就这一项，他已
经达到初中生的水平了。在孩子
还不能自主阅读的时候，已经能
大量背诵古诗词，看似教育很成
功，却违背了教育规律。在本应该
听故事、做游戏的年纪，却要背诵
大量不知所云的古诗词，这样的
早慧教育可能会戕害幼儿心灵，
埋下不爱阅读的隐患。

许多人跟我讲孩子如何爱读
书，有的小学生已经读过《红楼
梦》，还有读《三国志》的。除了个
别天分极高的孩子，许多书其实
是家长或学校想要孩子读的，不
是孩子主动要求读的。如果在故
事书与名著之间做选择，孩子当
然会选择故事书，问题是我们给
了孩子读书的自由吗？小时候，因
为常听评书，所以我读书是从评
书开始的，比如《说岳全传》《隋唐
演义》《杨家将演义》《三侠五义》
等，读的第一本现代人写的武侠
小说是《玉娇龙》，第二本是《书剑
恩仇录》，对小说中文泰来的妻子
四嫂很着迷，觉得以后结婚就要
找这样的女人。四大名著中，《红
楼梦》看不懂，其他三部也是先看
了连环画再看小说。根本没有人
教我背古诗词。父亲爱看闲书，对
我看这些书，他是不干预的，但学
校却不允许。当年，老师是不允许
我们带课外书到学校的。有的同
学忍受不了这个戒律，把课外书
带到学校读，或者借给同学读，经
常被老师没收。有一段时期，我特
别迷恋《三国演义》连环画，同学
借给我一本，上自习时偷看，被数
学老师发现没收。据一位与数学
老师关系密切的同学证实，老师
的褥子下面全是小人书，因为他
也是小人书迷。既然老师也爱读
所谓闲书，为什么不允许学生读？
堂而皇之的理由是影响学习。事
实证明，爱读课外书、阅读量大的
孩子后来都比较有出息，影响学
习的借口不过是经验主义判断，
没有任何科学依据。

人们常说“经验主义害死
人”，但在中国，经验主义仍然大
行其道，究其根本，还是不读书、
不研究造成的。越是不读书、不探
究，就越相信通行的经验。这些所
谓的经验又让人只读与考试相关
的书，不读课外书，长此以往，必
然败坏人的阅读兴趣，直到把人
搞得不爱阅读。如果顺着孩子的
阅读兴趣，让他们抛弃功利的读
书观念，慢慢养成良好的阅读习
惯，自然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地
阅读，根本用不着拔苗助长。一些
爱读书的孩子就是被急功近利的
早慧教育扼杀了，家长、老师要警
醒！必须申明一点，书籍是不分课
内与课外的，课内的应该称教科
书，并不在真正的阅读之列。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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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
重新出版了1958年版的《白洋
淀纪事》。其封面是我见过的
孙犁先生的书中最朴素却也
最别致的一帧。水墨画写实手
工制作，有浓郁的年代感。在
封面和扉页上，设计者林锴都
用淡墨扫了几笔在风中摇曳
的芦苇，逸笔草草，与孙犁先
生这本表现战争年代白洋淀
生活的作品很吻合。

在孙犁先生的笔下，白洋
淀的芦苇是生活的场景，也是
艺术的意象。很多篇章中，都
少不了芦苇，虽然文笔也只是
逸笔草草，却已成为作品中的
另一主角。

重读这本书，翻到《芦苇》
这一篇。这是孙犁先生1941年
的散文。文章不长，写到在日
本鬼子的一次轰炸中，孙犁跑
进芦苇丛中，见到一位十八九
岁的年轻姑娘也在那里躲避。
轰炸过后，临分别时，姑娘见
孙犁穿着西式的白衬衣，为免
遭遇敌时的麻烦甚至危险，她
将自己的农村大襟褂子换给
了孙犁，自己穿上了孙犁的衣
裳。只是这样一件小事，写出
了军民鱼水关系，更写出了这
位姑娘善良的心地。

在这篇散文中，孙犁写了
这样一小段话：“姑娘的脸上
还是那样惨白，可是很平静，
就像我身边的芦草一样，四面
八方是枪声，草叶子还是能安
定自己。”这里的芦苇，写的就
是这位姑娘。在四围枪声中，
芦苇的安定，表现的就是姑娘
逐渐由害怕而变得平静。有了
这样的芦苇衬托的背景，姑娘
在芦苇丛中脱下自己的大襟
褂子，才会那样自然妥帖、美
好感人。炮火过后，飒飒风中
摇荡的芦苇丛中的分别，才成
为一幅动人的画面。

读完此文，我想起孙犁先
生的另一篇作品《纪念》。《纪
念》写了一位农村的老大娘，
为了给战争中口渴难挨的孙
犁一口水，冒着敌人射出的子
弹，跑到院子里，从井里迅速
绞起一罐水，飞快地跑进屋。
孙犁写道：“这水是多么甜，多
么解渴。我怎么能忘记屋子里
这么热心的女人和把一切希
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的孩子？
我要喝一口水，她们差不多就
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这段话，同样可以作为
《芦苇》的画外音。它抒发的是
同样的情感。一件褂子、一口
水，在战争年代弥足珍贵，关
乎性命，如今道来非寻常。很
显然，《芦苇》比《纪念》写得更
含蓄。芦苇的描写，比直接的
抒情更让人感动和感怀。

战争年代，冀中平原，白
洋淀普通的芦苇，被孙犁捕
捉到笔下，反复吟咏，是从生
活化到艺术化的一种敏感的
情致和写作路径，就像俄罗
斯巡回画廊派的画家，将普
通常见的白桦林光影交错地
呈现于画中，成为一种艺术
的至境。

在《采蒲台的苇》中，孙犁
先生曾经写过芦苇给予他的
第一印象。他说：“是水养活了
苇草，人们依靠苇生活。这里
到处是苇，人和苇结合得是那
么紧。人好像生在苇里的鸟
儿，整天不停地在苇里穿来穿
去。”他还写了芦苇的各种用
途：可以织席，可以铺房，可以

编篓捉鱼，可以当柴烧火……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写芦
苇，便没有什么新鲜，也便不
是孙犁。接着，孙犁说：“关于
苇塘，就不是一种风景，它充
满火药的气息和无数英雄的
血液的记忆。如果单纯是苇，
如果单纯是好看，那就不成为
冀中的名胜。”他是把芦苇当
成冀中平原的“名胜”，其地位
不可谓不高。

孙犁先生笔下的芦苇，有
单纯的美好和实用价值，更有
战争中英雄与人民构成的双
重意义，即英雄的血液与人民
的血液共同铸就的坚韧品格。
在《采蒲台的苇》中，孙犁先生
说：“敌人的炮火曾经摧残它
们，它们无数次被火烧光，人
民的血液保持了它们的清
白。”

在孙犁先生前期作品的
战争篇章中，芦苇常常出现，
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是不期
而遇，有时是信笔所至，甚至
是神来之笔。芦花初放的时
候，“鲜嫩的芦花，一片展开的
紫色的丝绒。正在迎风飘洒。”
(《芦花荡》)芦花放飞的时候，
“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
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
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
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
(《荷花淀》)即使是到了严冬
的季节，“河两岸残留的芦苇
上的霜花飒飒飘落，人的衣服
上立时变成银白色。”(《嘱
咐》)

不过，孙犁认为，芦苇最
美好的时候，在五月。他说：

“假如是五月，那会是苇的世
界。”(《采蒲台的苇》)“五月
底，那芦草已经能遮住孩子们
各色各样的头巾。”“这一带的
男女青年，一到这个时候，就
在炎炎的热天，背上一个草
筐，拿上一把镰刀，散在河滩
上，在日光草影中，割那长长
的芦草，一低一仰，像一群群
放牧的牛羊。”(《光荣》)那是
战争间歇中对和平生活的一
种回忆和向往，被孙犁先生描
画得情深意长。

但是，战争来临的时候，
芦苇不会如此美丽娴静，完全
变幻成另一种姿态和容颜。敌
人逼近的时候，“云雾很低，风
声很急，淀水清澈得发黑色。
芦苇万顷，俯仰吐穗。”芦苇所
呈现的是一片苍茫浑厚的景
象。面对敌人炮楼咄咄逼人的
威胁，“苇子还是那么狠狠地
往上钻，目标好像就在天上。”
芦苇所呈现的是一片威武不
屈的形象。孙犁先生完全将芦
苇人格化，将其本身具有的美
丽、清白，柔韧与坚强的不同
侧面、多重性格，一一挥洒在
纸上。我还从未见过有作家能
够将冀中平原常见的芦苇写
得如此仪态万千、风姿绰约。

在孙犁先生的作品中，以
细节的生活化和细腻感，构成
其艺术风格之一。常常容易被
人们忽略掉的，甚至是视而不
见、见而无感的小小的芦苇，
恰恰被孙犁先生不经意地拾
起，却也落花流水，皆为文章，
既能映水浮霞，又可挟云掠
风，委婉有致地道出对战争年
代生死与共、血肉相连的人与
事的无限情思。

谨以此文纪念孙犁先生
逝世十六周年。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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