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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
读
书
】

近些年来，国学复兴，《三字经》等古代蒙学

读物走红，但是到底怎么用，大部分家长和老师

都摸不着头脑。近期，我读了《知道几句三字经》，

觉得这本书可以作为参考。

这部作品诞生于作者刘勃自己的育儿经历。

它不是只停留于怎么教育孩子，教育的理念内化

在这些蒙书的字里行间，家长、老师首先要做的

就是搞懂这些蒙书讲了什么。

鲜少有家长有刘勃这样的学识，也鲜少有学

者有刘勃这样化繁为简的本事。“就喜欢这种把

事情讲透的，普及知识要从深处往浅地去。”这是

我2020年9月阅读《战国歧途》《失败者的春秋》

的感受。《知道几句三字经》，与刘勃从前的作品

一样，从书到书，深挖细缕，分析原典的本义，谈

及历史背景与后续的衍变。

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释读《三字经》；下

编：蒙书杂谈。并附录、后记。

开篇有言：该书释读之《三字经》，以章太炎

重订三字经（民国二十五年成都正古堂刻本，收

入《〈三字经〉古本集成》）为底本。全书经常谈及

章太炎整理国故的态度与学术成就，这是阅读该

书的一种收获。

上编分为原文、注释、解说与引申3个部分。

注释部分由萧桓负责。萧桓是资深的古籍校订出

版从业者。刘勃负责解读，一如既往，扎实有料平

易浅显，又是天马行空不拘一格的。

先从原文切入，“人之初，性本善”，先秦儒学

的三大宗师孔子、孟子、荀子，对人性的看法是怎

样的？讲述孟子的“四端说”（恻隐之心、羞恶之

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时，刘勃引入了美国心

理学家斯蒂芬· 平克《人性中的善良天使》的四种

品质（移情、自制、道德感、理性），作比较分析。这

类随感式的杂谈，书中随处可见，扩充了作品的

内涵，丰富迷人。

蒙学读物有很多种，为什么挑《三字经》呢？

刘勃说，《三字经》好就好在是从实际教学经验里

生长出来的东西，它的基本特点是篇幅小、文字

浅、节奏好、案例多，符合儿童的接受心理，作为

粗浅的启蒙，它是合适的；将来想要进一步学，在

很多方向上也有展开的空间。

下编讲述其他蒙书：《千字文》《百家姓》《兔

园策》《幼学琼林》《弟子规》等等。刘勃逐一分析，

有些显得晦涩，有些过于注重形式，有些围绕科

举考试，有些为了社交需求，有些强调道德教化，

这些蒙书的产生都有其时代背景，也有作者本人

的思想倾向，它们流传到今天，有很多都不再适

用了，也有些文化和文学的东西仍值得借鉴，需

要仔细分辨。

刘勃的解读，摆脱了扣着文本逐字逐句的固

有模式，揭示了《三字经》这类文化典籍内蕴的深

远流脉，传统教育思想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历朝历代教育者的思想结晶。它也揭示了好

的教育理念都是“以人为本”的、是普遍的，要向

古人学，也要向其他国家、其他民族学，而好的历

史学家、好的教育工作者的胸怀、视野，应该是广

阔的。

要启蒙孩子，家长、老师自己得多读书、读懂

书，育人先育己。

图书馆是书籍的物质载体和文化记忆的贮藏

器，这是图书馆建造的目的。可是，那些消失的图书

馆几乎与建造的图书馆数量一样多，它们从另一重

意义上记载了人类的历史。

旅人之家书店创办人、作家叶锦鸿对此深有感

慨，从2014年至今，他致力探究消失的图书及图书馆

背后的故事，从而有了这部名叫《消失的图书馆》的

历史文化随笔。

全世界消失的图书馆名单长得就可以成为一本

书了，诉不尽人间故事，写不完历史沧桑。叶锦鸿挑

选了9个例子：17世纪的瑞典大学图书馆、伦敦图书

馆的两场火灾纪事、鲁汶大学图书馆的两次劫难、东

方图书馆的炸毁、西班牙内战中的图书遭遇、“二战”

中的德国图书馆、“二战”中的巴黎图书馆、冯平山图

书馆、佛罗伦萨图书馆。同时，结合了其他的图书馆

故事来进行讲述，既有典型也有覆盖面。

从建馆、发展到最后的消失。一本一摞，聚书成

馆，著名的图书馆都是花了很大心力经营的，藏书丰

富，汇拢了人类文明的精华。可是，它们的消失是那

么简单，眨眼之间，就烟消云散。在17世纪瑞典参与

的战争中，瑞典军队从波兰、德国和其他国家抢掠了

大批艺术品和书籍、档案，但是不过100年，一场大

火就毁去了三分之二的珍宝。这就像是对自不量力

的人类行为的讽刺，居然想靠武力和强权来塑造一

国的文化。文明史经历了多少这样的磨难！

图书馆的两大敌人：一是火灾，二是战争。一点

点火星，就可以让一座辉煌的图书馆灰飞烟灭，更遑

论战争的硝烟和连天的炮火。

战争来了。图书馆就在那儿，避无可避。炮弹不

长眼睛，落下一枚，图书馆连同馆内的藏品，就面临

了消失的命运。更何况，有些时候，有名的图书馆就

是轰炸的既定目标。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军轰炸

机突袭上海，向商务印书馆所在区域连续投弹，将其

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设施全部炸毁。新闻

报道：“东方图书馆中的涵芬楼，连同它所庋藏的所

有善本珍籍，尽付劫灰，其损失非金钱所能计，实为

世界文化史上莫大浩劫。”

伦敦图书馆、鲁汶大学图书馆、圣保罗图书馆、萨

克森皇家图书馆、巴伐利亚国家图书馆……都在炮火

中毁于一旦。有些图书馆尽管建筑仍然保存，馆内藏

品却被洗劫一空，比如屠格涅夫俄罗斯图书馆。有些

图书馆，为了避开战火，努力转移馆内藏品，但也难逃

厄运，要么途中遇难、要么散佚不知所踪。比如，在日

军登陆大亚湾后，紧急转移的中山大学图书馆。

对于书籍的摧毁，有时候脱离图书馆而进行。西

班牙内战期间，德国纳粹上台后的20世纪30年代，

焚书事件就已经屡屡发生了，一场叫作“书本恐惧

症”的瘟疫弥漫在人们心头。那些“笨拙和有毒害”的

书籍被集中销毁，大批文化人遭到迫害，而狂热的破

坏分子们以极大的参与热情谱写了文明史上让人痛

心、备感虚无的荒诞场景。

与之相对应，在佛朗哥的高压控制下，玛丽亚·
莫利奈尔在流徙中坚持担负“教育传教”的职责，罗

格里斯-莫尼诺与他的同道人继续掩护、收集、拯救

流落的书籍。东方图书馆被毁后，商务印书馆迅速收

拾残局，并在复业后重印的书籍版权页上注明“国难

后第几次”字样，抵制日方威压，提醒人们牢记历史。

香港沦陷前后的10年间，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

始终坚守岗位，他把妻儿送走，孤身一人留在香港，

后被日军拘留，多次被审讯。这些情义无价、铮铮风

骨的烽火守书人，以无畏的勇气和高贵的品质，为我

们作出了表率。

阅读《消失的图书馆》，回顾这些令人感慨不已

的往事。图书馆可以消失，书可能被毁灭，可是，人类

对知识的向往之心却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能被毁

掉。

情绪，是人对外界的自然反应，也

是一把“双刃剑”：积极的情绪可以为生

活带来愉悦，消极的情绪则会伤人伤

己。知名心理咨询师丛非从在其著作

《理解愤怒》中，把视角聚焦于“愤怒”，

试图通过梳理、剖析大量案例，探寻出

其背后的动力因素，进而翻转大众对

“愤怒”的固有认知，不做情绪的奴隶。

该书从“评判、期待、自我要求、情

感链接、恐惧、爱”等方面入手，环环相

扣，一层层剥开“愤怒”的外衣，引导读

者理解并转化它。丛非从认为，愤怒是

一种极为日常的情绪，但这种情绪并不

像它所显示的那么直白。“愤怒的背后，

是一个充满恐惧、委屈、脆弱、无助的自

己，它让我们不断地向外索求，想要得

到他人的关注、被他人认可，想让他人

做‘我们认为对的事’。”

愤怒，有时源于对他人的期待过

高。书中举例：有人因为孩子周末不努

力写作业，非要拖到周一早晨补写，而

感到特别愤怒。他愤怒背后的期待是：

“我希望孩子可以趁着周末两天把作业

写完，这样就不用周一早晨着急补作业

了。”当期待没有实现，愤怒便产生了。

那么这种期待到底高不高呢？关键是从

谁的角度来判断。从父母的角度出发，

这的确不高；从孩子的角度来说，却无

疑是过高的。值得注意的是，期待本身

没有对错，问题在于，我们常常会用让

自己痛苦的方式来处理期待。

愤怒需要解释，否则对方都不知道

你在生什么气。同样以写作业为例：有

人抱着尊重孩子的心态，一整天没有监

督，岂料晚上一看，作业还剩一大半没

完成。他很愤怒，认为孩子辜负了自己

的信任。然而，孩子并不知道他是因为

“被辜负信任”而生气的，只会觉得家长

苛刻。可悲的沟通是，你生了一顿气，对

方也很害怕，然而他却不知道你为什么

生气；更可悲的是，你以为他知道你为

什么生气，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而你

不知道他不知道。如此这般，只能导致

误会越来越深，矛盾持续升级。

除了对生活中易出现的愤怒情境，

作出判断和引导，丛非从还进行了更深

入的探究，她指出：每一个易怒的人，背

后都千疮百孔，都有一个被管控、被强

迫的童年。“小时候，你不得不遵守爸爸

妈妈设定的规则，这是你的生存之道。

长大后，你都意识不到爸爸妈妈已经不

能控制你了，也不能惩罚你了，就像你

意识不到笼子门已经打开了，但是那种

恐惧感一直还在。”在惯性意识的操控

下，这个“长大的小孩”还是一如既往地

执行着同样的规则，并要求伴侣和孩子

也如此。而这，就是我们愤怒背后恐惧

的来源。

愤怒，不仅仅是愤怒。当我们向家

人发火，最先受伤的永远是自己，因为

我们明明很在乎他们。一个人愤怒，是

因为他有恐惧、委屈、脆弱、无助等一系

列复杂情绪没有被表达。深度解决愤

怒，实际上就是解决这些隐藏的情绪。

理解愤怒，就是看到愤怒是对爱的召

唤，是对关系的渴望，是生命力想喷薄

而出的愿望。

理解愤怒，可以让愤怒之下隐藏的

爱，重新流动起来。愤怒并不可怕，只要

我们懂它，并下意识地去改变它，就可

以拥有更多的情绪自由，拿回生活的主

导权。

《知道几句三字经》

作者:刘勃 / 萧桓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年1月
ISBN: 9787208172623

育人先育己
■ 林颐

去年开春，我参加了一个读书分享小

组，频繁地与书友说书谈书，一年下来，受

益匪浅。论及读书的心得，最大的感触就

是：从书中汲取其中的智慧和营养，得学会

把书读薄。

未入读书小组之前，我看书很随意。除

了啃读些专业书籍外，其他生活类读物基本

由着个人兴趣而定。致使自己的知识面既不

宽泛，读书质量也长期得不到提高。后来，在

一个朋友的推荐下，我每月定期参加读书沙

龙活动，很快扭转了这种局面。特别是把书

读“薄“的理念，让我如今读书不再停留于泛

泛而读，而是更具系统性和启发性。

把书读薄，决非易事，它重在一个“悟”

字。生活当中，许多人看书往往只注重一个

“读”字。一本书，无论厚薄，仿佛从头翻到

尾，看到了最后一页，就算大功告成了。至

于全书的精华在哪里？有什么样的精神意

蕴？又带给自己哪些思想启迪？未必每一位

读者都能回答。

高明的读者既讲究读书的完整性，也

善于在纲目并举上做文章。这种纲目并举，

就是一个悟的过程，就是在把书读“薄”。即

在合上书卷的那一刻，还愿意回过头来，探

求全书的旨趣所在、把握每个章节的重点

难点、理清全书点与面之间的内在关联。这

就好比牛反刍，各种养料吃进以后，为了促

进消化，需及时进行二次咀嚼一样。只有在

细细品味、慢慢回味中，方能促使各种营养

成分均衡吸收。读书人在对待求知问题上，

决不能满足于蜻蜓点水似的纸面浏览，而

是要深入其间，切实把这种读书“反刍”活

动进行到底，务必不断地揣摩、思索，才能

把一本书提炼出精华，归结出要义，使自己

不仅在学识上长进，在精神境界、思想情操

等各方面获得全面的提升。

当然，把书读“薄“决不是厚此薄彼，它

是整体与局部、全局与个体的和谐统一。简

单说来，我们看书，除了立足最基本的看懂

之外，还要条分缕析能捋清它的生成逻辑。

一章看完了，全章的中心议题是什么，要了

然于胸。全书看完了，整部书的概义又是什

么，更要说得清、讲得明。甚至到某一节、某

一个细微的具体问题，都要能够借助读书

时的“反刍”，说出个子丑寅卯。所以，把书

读薄，不是随便翻翻，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一叶障目。而是更高层次的广种薄收，它更

强调精读和泛读的有机结合。有时需要字

字斟酌，体会一词一句背后的深意；有时又

可以一目十行，在常识性的问题上不必做

更多的停留，了解一个梗概即可。这就讲究

读书时，既要读得进，也要钻得出。如同爬

山，仅领略一峰一岭的妙处是不够的，还要

能站在至高处纵览全峰，方能体会到整座

山的魅力。

表面看，把书读“薄“是个技术活，但实

质上它却是个思想观念问题。合上书卷的

那一刻，能不能有意识地倒过头来，“反刍”

一下全书的精义和要点，肯不肯依据书的

具体内容，将精读和泛读灵活性地穿插进

行，很考验一个人的读书智慧。读书要读

“活“，除了讲究必备的方法之外，还要用好

的读书理念武装头脑，进而指导每一场具

体的读书活动。在笔者看来，唯有在思想观

念上，解决了把书读薄的种种疑虑，我们的

读书活动才能告别肤浅，走向成熟，以深厚

的思想蕴涵，推动全民阅读行稳致远，迈向

一个崭新的天地。借助这种高质量、有内涵

的读书，也能使每一个读书人，找到一个更

加睿智、从容的自我。

把书读“薄”
■ 刘小兵

作者:丛非从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年11月
ISBN: 9787559843203

我们为什么容易愤怒？
■ 任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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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图书馆》

作者:叶锦鸿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出版时间: 2021年12月
ISBN: 97873082143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