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的“飞天梦”
■ 赵青新

名著导读
不能成为导“题”

■ 唐运东

文化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4@sina.com4

JYDB

2021年11月30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郭路路 美编 佘依颐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041 报址：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61-30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0497 定价2.00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四川华龙印务有限公司

【
读
书
】

书房里，儿子第三遍开始读他所喜爱的

哈利·波特，而我手中则捧着这本《偶发空

缺》，很难想象，同一个作者，能写出如此截

然不同的作品，尤其还是当哈利·波特系列

收获了如此多哈迷的追捧之后的转型之作。

我特别查了一下，除了哈利·波特系列外，罗

琳到目前也就写了四部其他作品，《偶发空

缺》就是其中唯一一本单纯隶属于麻瓜世界

的作品，无关哈利，也无关魔法世界。

我其实是一个伪哈迷，我压根就记不住

哈利·波特系列里面诸如阿不思·珀西瓦尔·
伍尔弗里克·布赖恩·邓布利多之类的外国

名字，乃至无心阅读，自然也谈不上太喜欢。

如果不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让人宅家，儿子

提出想再刷一遍哈利·波特系列，而我给他

买的书又放到新家的话，我想，我应该很有

可能与这本跟霍格沃茨系列躺在同一个架

子上的书作失之交臂。

啃完这本书后，我又“逼”自己重新阅

读了一遍，好久不读长篇小说，第一遍读似

乎有些没太明白，一多半的原因在于近百

个书中角色的姓名，以及其间错综复杂的

人物关系，不少名字还拥有别具特色的绰

号，特莎、特莉、雪莉、萨曼莎、莱克茜、哈丽

雅特、苏克文达，还有“汪汪”和“肥仔”，以

及“鸽笼子”。因此，如果你也对罗琳的这部

新作产生兴趣的话，建议先捋一捋这故事

中的人物关系图。

顾名思义，这部作品主要围绕帕格小

镇一位中年议员巴里·菲尔布拉泽的猝死

后发生的位置空缺展开，因此，如果将他作

为本书的第一主角原本也无可厚非，哪怕

这位短命的主角没活到第三页。但是，在接

下来的篇章里，几乎时时出现他的身影，哪

怕到最后仅仅是被少年们所代言的“巴里

的灵魂”的形式在网上发帖，他依然是本书

的唯一主角，因为很多人都心心念念记挂

着他留下的空缺甚至他的遗孀，以及那片

他所守护的丛林、那个戒毒所，以及成长于

其间的典型人物——克里斯塔尔·威登，一

个满嘴脏话、品行不端的少女，她出生在一

个单亲家庭，母亲不负责任，威登守护着弟

弟，故事的最后也是以姐弟俩的不幸意外

而告终，徒留下这片世界不为人所知的肮

脏与秘密。

故事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太多的高潮起

伏，以一个意外为开端，另一个意外为结束，

除了巴里这个第一死者，书中似乎并没有出

现值得树立的正面人物形象，反倒是各色人

等层出不穷的低劣表现，隐隐可以读到作者

罗琳对于这个麻烦的“麻瓜世界”并不抱有

太大的善意守望。

作为议员兼学校女子皮划艇教练，巴里

坚守着那片被小镇居民视为堕落的丛林，那

个被其他人认为低级无效的戒毒所，以及对

克里斯塔尔这个堕落少女的成长期待，但随

着巴里的倒下，仿佛一切的真善美也随之轰

然崩塌。哪怕有像凯一样有良知的社工，哪

怕也有对善留有念想的很多小镇人，但最终

无法抵御时代进步的洪流，这就是所谓的政

治吧，只有利益，不分对错。但世界只能这样

发展吗？难怪罗琳女士更愿意一头扎进哈

利·波特的魔法世界，憧憬畅游，不愿醒来。

作为一名班主任教师，我不知道自己是

否有能力做得比巴里更好，没有议员的位高

权重，但依然保留着自己一亩三分地的耕耘

职责，各种各样家庭出来的孩子会聚在一个

班级里，他们中自然也会有克里斯塔尔、有

安德鲁，还有新来的插班生盖亚。

关键问题在于，我是否能像巴里那样，

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尽可能地导其向善，哪怕

不能帮人一生，但终归能带给孩子们些许的

美好与真诚。纵然有一天，我也可能遭遇偶

发空缺的意外，但世界也会因为我来过而增

添几分美好。

自古以来，人类就向往天空，像鸟儿自由飞翔。“天

才”们或“疯子”们做了无数尝试，但大都惨烈告终。直

到20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异想天开的幻想才变

成了现实。不仅如此，人类还离开了地球表面，完成了

神话传说中在宇宙遨游、登上月球的伟大壮举。

《如何离开地球表面》是一部航空航天小史，作者

卢西（张博深）是一名航空工程师。卢西从小就是航天

航空爱好者，热爱促使他选择了专业和职业，也促使他

在知乎等网络平台发布航空航天的科普故事，从而有

了这部作品。在该书的前言和致谢里，卢西充满感情地

回顾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而在正文部分，他以严谨的、

理性的讲述者的身份，以高度科学而又深入浅出的方

式，一点一滴地为读者介绍这个富有魅力的工程领域。

该书分为航空和航天两个部分，通过传说、历史趣

事和技术发展史，为我们串讲了一些航空和航天的基

本原理和必要知识。

全书既没有公式，也没有复杂的图表。卢西的讲述

主题明确，层次分明，毫无赘言。从远古时期的鸟类崇

拜到中世纪时期安装“翅膀”的疯狂实验，从热气球到

齐柏林飞艇和莱特兄弟的飞机，然后是当代的超音速

飞机，以及对未来的展望，这个过程前期漫长、后期迅

捷，而写作前期简略，关键发明期周详。

卢西紧扣工程技术的推进和演变过程。人类要上

天，需要解决三大问题：升力、动力和飞行控制。每项发

明的成败，都与这些问题的解决程度有关。那些原始粗

糙的方法，比如绑上翅膀跳崖、安装炸药发送，当然是

行不通的。在对鸟类进行解剖学的大量研究的基础上，

滑翔机出现了。滑翔机-飞机，是一条路线；另一条飞

天技术路线是热气球-飞艇。与此相关联的，还有材料

的应用、燃气的使用，以及内燃机的不断升级换代、风

洞实验、机翼与机身的各种取长补短、日趋完美的设

计，等等。

这些发明夹杂着战争的局势和商业的竞争，一边

是军事对速度的极致追求；一边是民航对舒适与安全

《如何离开地球表面》

作者: 卢西
出版社:理想国 | 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11月
ISBN: 9787547740903

丛林里的少女
■ 姚贺国

《星星从来不睡》是儿童文学作家王立春

写给孩子的小诗集，它纯美、梦幻，以诗意开

启孩子的想象。

33 首小诗配 33 幅图画，如同 33 个小世

界。作者笔下需要陪伴的小树、拉来云彩的小

鸟、装病的小草、为夜晚点灯的星星、为天空

补洞的月亮、互相拥抱的小河，充满童心童趣

又润物无声，它们为孩子打开了一扇扇充满

梦幻的大门，每一首似乎都是一部长篇童话

的开端，无限故事需待孩子开启想象，在成长

中慢慢书写。

比如《月亮补丁》：“是哪一年哪一天呢/

夜晚出了事/不知谁在天背后/把夜空捅出

了/一个一个小洞洞/是哪一年哪一天呢/洞

洞里吹进了一阵阵小凉风/是哪一年哪一天

呢/人们管那些洞洞叫星星/是哪一年哪一天

呢/那个最漏风的大洞洞/被打上了一块金黄

色的月亮补丁。”

时空亘古久远，宇宙广博无限，孩子无法

理解无限和无垠，那作者索性就把问题留给

孩子，星月生辉是哪一年哪一天呢？假如一粒

小星星贴住了一个小洞洞，那小星星会不会

很冷？透过小洞洞会不会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如果月亮贴住了一个大洞洞，那它背后究竟

贴住了什么秘密？

读这首小诗，有限的文字其实只是一个

导引，孩子可以顺着作者的思路，将夜空想象

成霓裳羽衣，破了洞，被巧手的仙女饰以星

月，流光溢彩。也可以开启想象，在那一丝丝

冰凉中，将星星想象成是一颗凉凉的、甜甜的

糖果，那美丽的夜就变了甜蜜的夜。如果孩子

想象星月是棋子，天空是棋盘，流星就是一个

个小逃兵，来人间躲避战乱，也未尝不可。

诗，没有边界，没有答案，没有唯一的解

读方式，它重要的是一种呈现、一种启蒙，你

读到什么就是什么。作者把诗意呈现给孩子，

把问题留给孩子，诗读完了，诗意的旅程才刚

刚开始，孩子可以去试着创造一个梦境、一个

小世界了。

作者选取的每一个入诗的精灵，都是孩

子日常所见之物，日升月落、星移斗转、草木

枯荣、小鸟鸣唱。她以简单的韵律、简洁的语

言，把孩子引入一个充满想象、奇异又瑰丽的

世界，那里没有大道理，却总能触及孩子心底

的善意、勇敢与希望。

她写没有鸟巢的树，就像一个不被上天

眷顾的孩子，即使是没有漂亮的眼睛、悦耳的

声音，没有常常被人夸赞的特长，但心里有

梦，一样可以抱持美好的希望慢慢长成自己

期望的样子。每个孩子都如同那棵心中有鸟

巢的大树，即使没有凤凰来栖，一样要努力生

长，枝叶参天，迎风而舞。

她写开花的小草，它们不论何时何地，即

使拼尽全力，也要开出一朵小花，绽放生命的

颜色，她写的是拼尽全力的生命绽放，写的是

处于逆境中的坚韧，写的是生命的尊严和希

望。

如果你直接告诉孩子，生活再苦，也要努

力活出自我，努力实现自我，这无疑太过抽

象，但诗总能将形而上的东西化为润物无声

的语言，可以悄然消解孩子对“大道理”的抵

触，将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理念，以形象化的

方式融入孩子的心灵。

诗有尽，意无尽，别再机械地告诉孩子大

道理，随心而动是孩子的天性，孩子不喜欢

“必须”“一定”“应该”，要想触动他的行为开

关，还需要他“主动”“愿意”“向往”。作者在

书中真正做到了，以诗的语言消弭成人与孩

子心灵的距离，她不说教，却无形中给予了

孩子爱的引导。

“从不读书的乌鸦诗人，使尽全身力气，

也吟不出一个别的词儿。”“树哪怕再矮，也需

要小鸟陪。”“不是所有的坏蛋，都一无是处。”

书中这些充满灵性的句子，短小、跳跃、想象

奇特，就像一颗颗梦幻的糖果，跳进孩子的眼

中、心中，陪他玩耍、伴他成长。诗会在人们看

不到的地方生根、发芽，时间会让诗意发酵，

长成意想不到的模样，内化成孩子内心深处

的品格和力量。

《星星从来不睡》以诗歌为“序言”，为孩

子可以开启一场逐梦星光的旅程，给孩子一

个可以听星星唱歌的童年，还有比这更好的

礼物吗？

前不久，笔者听了一堂《水浒传》名著导读

课。执教者将四大名著设计成“谜语”。诸如：一

部写女人的书——《红楼梦》；一部写男人的书

——《水浒传》；一部写军人的书——《三国演

义》；一部写非人的书——《西游记》。大家摩拳

擦掌，踊跃投入抢答赛，一阵热闹之后，好像场

子也是暖起来了，可听课者总感觉不到，这堂课

究竟从哪里来，又要到哪里去。接下来，执教者

出示作者跟作品、人物与外号、人物与性格配成

“谜语”猜题抢答赛。教室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

气，大家脸上洋溢着满意的微笑，原来，名著题

目这么好答。

这堂九年级名著导读公开课，在某种程度

上，它更像为小学生公开的游戏课。兴趣激发方

式简单，内容浅薄，几乎与被导读名著的相关知

识脱节。如果停留在猜谜式的“趣味”导读层面，

就可能背离了名著导读的初心。

教材所呈现的名著导读知识，它是一扇照

见“天光云影”的窗口。一堂名著导读课，教师可

以经典片段为抓手，引导学生正确打开，初识名

著内容、结构、语言等，尽量体现不同于“那一

本”的“这一本”的特色和亮点，尽量透过文学本

身吸引学生阅读兴趣，而非仅仅因为采用了抢

答游戏，激发名著阅读兴趣。

当然，说到底，文学就是“人”学。作为文学

体裁，小说是以塑造人物形象为中心，为学生导

读名著，就必然咬定人物形象不放松。执教者似

乎也深谙于此，但操作路径过于简单、表层。

同样是围绕人物，我们可以之为轴心，给学

生出示一个人的多个片段，或不同人物的相近

片段。在阅读中教导读，而非将学生视线从原著

中抽离出来，对经提炼过的有关人物性格、绰号

等相关信息，简单作答或配伍，引导学生从“浅

阅读”迈向“深阅读”，哪怕学生会遭遇各种阅读

困境，也比做一些热闹的猜谜游戏，更能培养学

生的阅读能力。

对名著导读，一些教师将“导读”变成“导

题”。“考什么”就“读什么”，这种直奔主题或考

题的“导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导读，给学生

导入的不是名著，而是题库。哪怕因“答题”而获

得简单而肤浅的快乐，都不值得提倡、推广。貌

似导读，实则导题，学生不知不觉就误入应试教

育的窠臼，没有真正品尝到名著的原汁原味。

名著导读应以读为旨归、以导为方法。“导”

像炸药的“引线”，如“导”跟“读”脱节，“炸药”无

法引爆。个别语文教师热衷于“导”上下功夫，搞

得热闹非凡，“导”而不“入”，所导之趣，无法持

续名著阅读有效开展，所导之法，概念化、笼统

化，无法对接学生个体差异。所导之知，近乎于

文学常识，根本起不到启发学生思考的作用。

眼下一些语文教师，对名著导读不上心、不

给力、不得法，导致名著导读说起来重要，导起

来次要，忙起来不要。更有甚者，反正学生没名

著，便将就教科书上有限的导读内容，照本宣

科，逼着学生死记硬背。这不是导读，而是“盗”

读，生拉硬扯“盗”用书本知识。

有关名著导读的四部曲：如何读；读书方法

指导；专题探究；自主阅读推荐，侧重于方向性。

比如：如何读诗？读书方法指导罗列“注意表现

形式，品味诗歌语言，把握诗歌意象，体味诗歌

情感，体会诗歌理性美”，这些概念化的“干条

条”，更需要教师结合具体名著，探索一条行之

有效的读书策略。将上述知识，转化为阅读能

力，还要“写”好后半篇文章。

名著导读要导对，得先入心，把学生好读之

心引向名著。再入法，尽量优化阅读方法，用最

精当的方法，指导学生有序、有法、有效阅读。

给孩子一个可以听星星唱歌的童年给孩子一个可以听星星唱歌的童年
■ 胡艳丽

《星星从来不睡》

作 者：王立春
绘 画：方明瑜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3月
ISBN：9787229156817

的要求，航空技术在这两个领域分道扬镳而又相互交

错。每一点的进步，每一次的推进，往往都是以灾难、事

故和生命为代价。比如，飞行先驱李林塔尔的事迹。李

林塔尔在19世纪末成功地实现了滑翔机的量产，一生

中进行了超过2000次的飞行，最后一次，由于阵风的

影响，他从15米高空进入了旋转随后摔向了地面。李

林塔尔的临终遗言被刻在了墓碑上：“少许牺牲是必要

的！”这些“少许”又“少许”的牺牲，铺垫了科技发明的

道路，成就了我们今天方便快捷的生活和国家强盛的

有力保障。

人类获得了近地空间的支配力量，随后，航天技术

把人类的这种力量延展到了宇宙空间。火箭与导弹技

术、卫星上天、登月计划、空间站、航天飞机，探索太空

的步履不停。在实现离开地球表面的主体意志之后，向

外层空间移民、向外星移民，已经成为现阶段合乎逻辑

的趋向。谁领先一步，谁就掌握了主动权。随着最近女

航天员王亚平搭乘神舟十三号顺利升空，到神舟十三

号首次舱外活动完满成功；而国外，以理查德·布兰森

的维珍银河、埃隆·马斯克的SpaceX还有亚马逊创始

人贝佐斯的蓝色起源为首的一批国外航天公司已经开

始涉足商业太空旅行项目，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和广

袤无垠的宇宙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卢西介绍，这项事业还推动了人类对燃烧学、流体

力学、材料学等领域的理解，钛合金、高性能铝合金、碳

纤维材料相继被发明出来，另外，蜂窝状三明治结构、

制导计算机，以及故障树分析模型等都出自航空航天

领域。单单是阿波罗登月计划就为人类带来了大量的

科技财富，大到集成电路、便携相机、AED 心脏除颤

仪，小到尿不湿、记忆海绵和冻干蔬菜。实验室里的技

术看上去与普通人无关，但是，它渗入日常生活的程

度，早就超乎我们的想象。

航空航天事业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它是人类解

放自身、获取力量的重要方式，还因为它是与“地面”、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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