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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热书点评!&

新书浏览 !&

周末书摘"教育

!&

周末书摘"文化

程庸是上海市一家报纸收

藏版的编辑! 十余年来"他#单枪

匹马$ 跑了欧洲
!"

座城市%

#"

多家博物馆 %

!""

多家古董店 "

搜集了大量材料 "写成了 &国风

西行'((中国艺术品影响欧洲

三百年)" 试图通过这本书证明

*东学西渐$的史实+ 该书已由上

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程庸新书论证

中国艺术品

影响欧洲三百年

#收获$

五十年精选集出版
创刊

#"

多年的&收获)杂志

是许多中国作家成名的阶梯"是

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简写本$, 近

日"由文联出版社出版的*&收获)

#"

年精选系列读本$已经面世,

$%#&

年
&

月" 巴金和靳以

在上海创办了这份杂志,在
'%&%

年以前" 它是新中国唯一的大型

纯文学期刊, &收获)的历史早已

超出它的自身" 以各种各样的方

式进入了作家们的回忆录% 创作

谈, 它是中国文学地图上一个显

著的地标" 它发表的作品精确概

括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半个多世纪

艰辛而漫长的旅程, 恰如&收获)

主编肖元敏所言"*这是中国现当

代文坛上一块闪亮的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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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功! 中华武术中一种极富传奇色
彩的功夫"会之者!飞檐走壁!身轻如燕"

与借助大地的反作用高调发力的#重功$

相反! 轻功更符合文人的审美趣味%&&

向上用力 ! 把自己拔起来 !'遁 $ 或者
'隐$( 在场主义散文代表作家周闻道近
作 #遁迹水云间 $%百花文艺出版社 &

!""#

年
'

月版'!就有着鲜明的'试图拒
绝或者突围$的色彩(

在现代化的语境背景下!'形遁$只
是权宜之计的某种坚持&&&向上用力的
轻()后*系列中!我们可看出作家从多个
角度+借助于更多的物事,尝试突围的执
着-)底层*对小人物日常幸福的观照!虽
幼稚! 但善良-)仿佛*)天路*)对岸*!试
图以似是而非对抗变化无常-)碎影*)对
一座城市的进入*中!作家的#遁迹$充满
神秘!又暗藏玄机( 从对象看!此#遁迹$

犹轻功轻身一越! 给人以倏忽间获得精
神释放的愉悦感(

巧妙的是!作家在使用词语.修辞等
手段的时候!显示出某种#自拔$的沉稳和
隐忍%%%所谓叙述之#重$( 这便是)遁迹
水云间*%%%这部天涯社区网络热书奇书
的冒险意义所在(

本书
!"

万字!

#$

开条形本!收入在
场主义散文创始人. 代表作家周闻道先
生近年来创作的散文

$%

篇(周闻道的散
文!坚守散文性的基本立场!致力于追求
散文写作的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发
现性和自由性!力求在身体在场.灵魂在
场和语言在场的水乳交融中! 传达出世
界的本真呈现( 在创作方法上! 周闻道
追求散文在场.思想.诗意.发现的统一!

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特征(

#$%&'()*+

英国人普遍认为! 对孩子的溺爱和娇宠
是孩子独立性格形成的最大障碍( 要使孩子
在日后能适应社会的需要!独立地去生活.工
作!必须从小就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让
他们学会尊重他人和自我克制! 知道对自己
的行为负责任( 如果孩子日后不能像其他人
一样适应社会! 作为父母就没能尽到教育的
职责(

道德不靠教导

英国中小学校里的道德教育不叫道德教
育!而称#个人的社会健康教育$!或称#社会
化过程$(目的是让他们懂得平常做人的基本
道理!如何自律以融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分
子( 核心道德观念有四/尊重生命.公平.诚
实.守信(

英国人还有个观念! 即 #道德是被感染
的!而不是被教导的$( 它体现在英国中小学
的道德教育里! 那就是不要求孩子们去死记
硬背道德准则! 但是! 要求孩子们从心灵深
处.从日常生活中懂得和理解伦理道德(

小孩不是白纸

我们小时候背毛泽东语录 / #一张白
纸 !没有负担 !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 !好画

最新最美的图画( $后来!大家以为小孩子
也跟白纸一样!大人教什么!小孩子将来就
长成什么样子( 一位英国朋友说!西方人过
去 也 有 #白 纸 $ 论 ( 认 为 小 孩 子 都 是
#

&'()*'+','

$

-

拉丁文!即空白状态
.

!但现
在科学研究已经证明! 孩子来到这个世上!先
天就已经部分地继承了父母的脾气.性格等心
理基因!因此!#白纸论$是把事情过分简单化
的观点(

诚实不是孤立的品德

英国学校一般不设专门的道德教育课!

但开设包括佛教和道教在内的各种世界主要
宗教信仰课供选修( 这门课被认为是对孩子
品德和良知培养十分重要的一门课(

不仅如此! 多数英国学校每周都组织班
级讨论! 选取一些学校里或者社会上发生的
事情!让孩子们发表看法!共同讨论!自己去
领悟和判断对错与是非( 集体游戏也是一种
重要方式!让孩子懂得顾及与体谅别人!懂得
如何与同伴合作( 英国学校还普遍鼓励孩子
饲养小动物!组织学生到敬老院陪老人聊天.

为慈善组织募捐及参加其他公益或环保活
动!培养孩子的爱心和社会交往能力(在英国
教育工作者看来!诚实不是一种孤立的品德!

而是与自重和尊重别人! 与对生命和大自然
的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英国的家庭教育

不论中国孩子.英国孩子!一日三餐总是必
不可少的( 也许你会说!不就是吃饭么!又有什
么好说的( 可别小看餐桌! 那上面可大有学问
呢(

!"#$

鼓励孩子自己进餐( 孩子长
到一周岁至一周岁半时! 开始喜欢自己用汤
匙喝汤吃菜(绝大多数英国家长认为!孩子想
自己进食!标志着一种对#人格独立$的向往!

完全应给予积极鼓励(

%&'(

杜绝偏食.挑食(英国人普遍
认为!一个人偏食.挑食的坏习惯多是幼儿时
期家长迁就造成的! 因而他们特别重视幼儿
时期的偏食.挑食情况!如幼儿一个劲儿地只
吃某种菜而对其他菜不屑一顾时! 家长往往
会把此菜收起来(他们还认为!餐桌上对孩子
的迁就!不仅会影响孩子摄入全面.充分的营
养!而且会使孩子养成任性.自私.难以自控
等人见人厌的性格(

进餐礼仪 学习用餐礼仪! 英国孩子一
般

!

岁时就开始系统地学习用餐礼仪!

/

岁
时就学会用餐时所用礼仪了(

!")*

让孩子帮忙做事( 稍大一些
-

比如
0

岁左右
.

的孩子都乐于做一些在餐前
摆放餐具.餐后收拾餐具等力所能及的杂事(

这样!既可以减轻家长负担!又也让孩子有一
种参与感(

+,-.

重视环保教育( 五六岁的孩
子应该知道哪些是经再生制造的 #环保餐
具$!哪些塑料袋可能成为污染环境的#永久
垃圾$( 外出郊游时!他们会在家长的指导下
自制饮料!尽量少买易拉罐等现成食品!并注
意节约用水用电!因为他们懂得#滥用资源即
意味着对环境的侵害$(

原来!英国家庭素有#把餐桌当成课堂$

的传统!从孩子上餐桌起!家长就开始对其进
行有形或无形的#进餐教育$了(

!

!感受英国" 张文著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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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

!"#$%&

成 功

今日为了国家民族!要有#或从王事!无成
有终$的精神( 革命不一定要自己看到成功!

成功不必在我(

人生有两条路!一条是现在的事业成就!

一条是千秋的事业! 像宋朝的三个大儒!朱
熹.程颐.程颢等!官做得并不大!他们在学说
上留名万古!永远有地位(

反之!人若有房子!有钞票财产!不见得
是成功(

名实之间

古人有一种新的观念产生! 往往不敢直
说是自己的新观念!一定假托古人(如古人做
诗!常常有好东西!却不敢出名!而假托古人(

最著名的例子!晋朝著)文心雕龙*的刘勰(

古代从事文学的人! 几乎没有不读他的 )文心雕
龙*的!这本书等于是中国古代最高文法的境界(

他是在和尚庙里长大的! 当他欲想成名
的时候!写了一篇文章!去拜访当时很有名的
大文豪沈约!请求指教推荐( 沈约把他的文章
瞄了一眼放在一旁!对他说/#还早呢!年轻人!

慢慢来( $这一下!刘勰受了相当大的打击!但
他非常聪明!懂得沈约的心理!一声不响回去
了( 等了半年!把原来那篇文章!稍稍变动一
下!然后再送沈约!说这篇文章!是一位古代大
文豪绝世的稿子!被他找到了!请沈约批评(沈
约接过来阅读!一字一叹!大为叫好(可是等沈
约读完了!赞美了半天!刘勰才说!这就是半年
前送来请你批评!你说不好的那篇文章0

再举一个近代的实例( 以前在上海出品
无敌牌牙粉的家庭工业社大老板年轻穷困时
投稿谋生!都被退稿!后来办了家庭工业社!

执上海工商业界牛耳!各报章杂志!都以高额
稿酬请他写文章! 他把过去被退回的文稿再
度寄出去应付!登出来以后!人人都说好(

从这两个故事上! 我们看通了所谓成名
与不成名!实在没有什么道理(

爱与恶

子曰/#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
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

譬如领导人对部下! 或者丈夫对太太!都
容易犯一个毛病(尤其是当领导人的!对张三非

常喜爱欣赏!一步一步提拔上来!对他非常好!

等到有一天恨他的时候!想办法硬要把他杀掉(

男女之间也有这种情形!在爱他的时候!

他骂你都觉得对!还说打是亲骂是爱!感到非
常舒服( 当不爱的时候!他对你好!你反而觉
得讨厌!恨不得他死了才好( 这就是#爱之欲
其生!恶之欲其死$(

人人都容易犯这个毛病! 尤其领导人要
特别注意(

孔子说/#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

这两个绝对矛盾的心理!人们经常会有!这是
人类最大的心理毛病(

所以我们做人处理事情! 要真正做到明
白!不受别人的蒙蔽并不难!最难的是不要受
自己的蒙蔽(

所以创任何事业!最怕的是自己的毛病-

以现在的话来说!不要受自己的蒙蔽!头脑要
绝对清楚(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 $是人类最大
的缺点!最大的愚蠢(

#摘自!南怀瑾谈生活与生存"$南怀瑾

著$练性乾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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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国风西行(((中国艺

术品影响欧洲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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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塔供奉的是中华民族文字创始人仓颉和文化圣人孔子

本报那大
$

月
!'

日电 #记者黄晶

实习生张静% 记者今日从儋州市博物馆获
悉! 儋州市在进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活
动中! 累计发现

12

座敬字塔( 截至目前!

我省仅儋州地区发现敬字塔(

据了解! 敬字塔具体分布在儋州市中
北部至洋浦海边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塔的造型多为方形或八角形 +八角形的又
多为四面抹角形成的四个小斜面,! 高

/

%

%

米! 以三. 五层塔占绝大多数- 塔的基
座大都用石板铺地! 首层实心! 二层正面
开设拱形小门! 门内留有空间! 用于盛放
纸灰- 塔腔中空! 两层之间有石板相隔!

塔刹有仰莲. 宝珠. 葫芦. 雄狮等多种形
制- 塔身上或塑或雕刻着象征吉祥如意.

文运昌盛. 福禄寿喜. 子孙繁茂的装饰图
案! 如在塔的正面耀眼处刻上卷册! 以象
征书籍纸张! 至于龙. 凤. 麒麟. 如意.

梅花. 松柏. 芭蕉. 葫芦. 蝙蝠. 桃子.

方孔圆钱等都是常见的纹饰! 寄托了人们
对子孙和未来生活的期盼(

分布在儋州境内的敬字塔! 始建年代
最早的是明嘉庆二十七年 +

10/%

年, 的方
形五层楼阁式石塔! 最晚的建于清宣统元
年 +

1343

年,! 其余绝大多数的塔都集中
建在清代光绪年间(

记者在儋州市木棠镇李坊村看到! 该
村敬字塔坐北朝南! 为方形三层石塔! 第
二层拱门两侧刻有 #光绪十七年! 岁次辛
卯立$! 第三层正面刻有 #敬字亭$ 三字(

海南大学社科中心文物考古专家阎
根齐研究员认为 ! 敬字塔可能是从敬字
亭演变而来! 起初人们在亭内学习钻研!

进而演化为坚固的塔! 赋予其象征意义(

至于以 #敬字 $ 或 #纸字 $ 命名 ! 可能
源于我国古代传说 ! 相传文昌帝君曾作
)劝敬字纸文*! 要人珍惜写过字的纸张!

用完以后要集中焚毁 ! 以免文气流失 (

儋州的 #敬字 $ 塔均刻有 #敬字亭 $ 或
#纸字亭$ 文字! 说明这种风俗在最初时
是将纸放在亭内焚烧 ! 后来改在塔内焚
烧 ( 儋州至今还保留着一则古老传说 /

儒生用过的废纸和旧书籍不能随意丢弃!

只能放在塔内或者门洞内进行焚烧 ! 以
示重视文化(

阎根齐说! 敬字塔一般没有佛塔那样
巍然挺拔! 也不像祭祀神仙的风水塔随处
可见( 位于儋州市光村镇糯村的敬字塔!

塔身刻有 #千秋敬仲尼 ! 万古钦仓颉 $!

敬字塔供奉的是传说中中华民族文字发明
者仓颉! 及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
家. 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

古代的儋州人为什么对仓颉和孔丘如
此敬重1

在阎根齐看来 ! 一道琼州海峡将海
南岛与大陆隔断 ! 海南与大陆失去许多
交流机会 ! 直到北宋绍圣四年 +

1"32

年,! 中国文坛史上的一代巨人苏东坡被
贬海南儋州 ! 教书育人 ! 崇文重教之风
悄然兴起! 人们渴望留住中原文化的根!

尊重仓颉 ! 敬仰孔丘 ! 建设 #敬字塔 $

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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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儋州木棠镇敬字塔及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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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据)解放日报*报道!)六十
年中国儿童文学精粹2感动共和国儿童
书系*近日由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该书
系是集中展示共和国

$"

年来中国儿童
文学成果的重大出版项目! 是对中国当
代儿童文学作家. 作品的一次阶段性梳
理与总结!也是向共和国成立

$"

周年献
礼的重大系列图书(

该系列图书客观. 全面遴选了新中
国成立

$"

年来影响广.代表性强.艺术
水平高的一大批儿童文学作品! 代表了
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水平! 伴随着
几代人的童年成长记忆! 铭记着共和国
成长中辉煌的历程(全系列书分为六册!

分别为 #成长小说卷$.#校园小说卷$.

#真情美文卷$.#经典童话卷$.#童心故
事卷$.#纪实报告卷$等!由中国作协副
主席. 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高
洪波担任主编( %姜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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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电 美国密歇根州安
阿伯市拥有

12/

年历史的 )安阿伯新闻
报*! 当地时间

!5

日出版发行了最后一
期印刷版!成为美国又一家放弃印刷版.

只以网络版形式存在的老报(

据法新社报道!最后一期)安阿伯新
闻报*的头版头条为)再见了!安阿伯*(

安阿伯人口近
1160

万!是密歇根大学所
在地( )安阿伯新闻报*日均发行量为

0

万份!是这座城市唯一一份报纸(密歇根
州受经济衰退影响较大! 失业率大幅增
加()安阿伯新闻报*出版人劳雷尔2钱皮
恩写道/#我们一直经营得很成功! 但报
业的转型和经济形势的影响使我们不得
不做此决定( $

受经济衰退影响! 美国已有多家主
流报纸宣布破产.停办或大幅裁员(今年
年初! 科罗拉多州拥有近

10"

年历史的
)落基山新闻* 和华盛顿州的百年名报
)西雅图邮报*! 相继结束发行印刷版的
岁月!期望在网络上重生(

0

月!亚利桑
那州的)图森市民报*也停止印刷!只发
行网络版(

)安阿伯新闻报*诞生于
1%50

年!当
时的名称为)密歇根守卫报*(

新学人能否承接衣钵

!"#$678%9:;<=

一日之间!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学者相
继离去!让人唏嘘不已( 许多人担心的是!

他们身后! 谁能继承衣钵1 甚至有人发出
#最后两位做学问的人走了$这样#今不如
昔$的感叹(

现在的社会风气比以前浮躁很多!这是
事实(但是!不能因此就下结论!把所有的年轻人
一竿子打倒(要看到!仍然有人甘于寂寞!潜心钻
研( 换句话说!著名学者去世固然是学界和社会
的损失!却不能说从此没有做学问的人了( 年轻
一代里!还是有人在扎扎实实做学问!而且青出
于蓝!相信在各领域中!新的泰斗会不断涌现(

目前社会上常流传 #一边没有板凳坐!

一边板凳没人坐$的说法( 我认为!这样的
局面是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 也是
不应该完全否定的( 由于利益驱动!人们更
倾向于追求眼前的个人得失!因此!写着名.

利二字的那些#板凳$自然非常抢手( 而做学
问!由于很难在短期内看到效益!还要忍受寂
寞!不断抵御外界诱惑!坚持自己的理想与价
值观( 即便如此!也可能一辈子默默无闻!因
此!非常不易( 这样的#板凳$当然会#冷$(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该看到!无论什么
时代! 总会有那么一批人能够坚持下来( 要知
道!真正坐#冷板凳$的人潜心做学问!时间比金
子还宝贵!怎么会那么热衷于出名.奔走于名利
场1 学界浮躁之风虽然存在!但主要可能还是体
现于活跃在各种媒体.论坛的一些人中(

对于做学问来讲! 最重要的应该是兴
趣!其次才是天赋( 仅有天赋!没有兴趣!对
知识没有渴求和好奇! 很难静下心来钻研(

兴趣恰恰是#坐下来$并且#坐住$的关键(

除了兴趣. 天赋这些学者自身的问题!

我们所处的社会!很大程度上也能够决定这

些人的成功( 比如!科研条件.生活保障等!

都是社会可以提供.可以改变的( 如果这些
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让愿意做学问的人
没有后顾之忧!可以潜心工作!那么!相信会
有更多的人愿意#坐下来.学进去$(

此外!如果政府与社会舆论可以引导社
会形成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尊重科研人员的
风气! 不但可以有效抑制如今的浮躁之风!

更可以让那些做学问的人从社会地位.社会
认可等方面得到补偿( 一旦这种风气形成!

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愿意重新拾起他们的兴
趣和专业!守住自己的#冷板凳$(

%据# 人民日报 $吕绍刚整理'

著名学者去世固然是学界

和社会的损失$ 却不能说从此

没有做学问的人了& 年轻一代

里$ 还是有人在扎扎实实做学

问$而且青出于蓝$相信在各领

域中$新的泰斗会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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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 把社会流行语吸收到电影台词

里$已成为一种时尚& 什么'不差钱()'躲

猫猫()'辣妹()'宅女(**应该说$电影

台词中的这些社会流行语$拉近了影片与

观众的距离+

这年头$评价一部影片的好坏$经典与

否$台词已经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不

少电影中的台词$更是成为观众生活中的

口头禅, 电影被生活化了$是近年来电影

的一大特性,

但笔者认为$ 电影流行语流行得快)

忘得也快, 电影流行语的'硬伤($已然成

为一部影片之所以难以成为经典之作的

桎梏, 今年以来上映的美国动画大片!马

达加斯加
"

"$ 采用了植入流行语的台词

风格, 银幕上的动物开口说'你被恶搞了

么-($这年头$动物说的都是人话$而且会

使用方言, 企鹅看到无数只猴子$竟然冒

出一句'喉多喉多的猴.(引发全场观众爆

笑, 笑过之后$还有多少审美期待留存在

观众记忆里-

流行语的应用$ 有助于拉近影片与观

众的距离$ 加深观众的认同感和亲近感,

笔者看国产动画电影!喜羊羊与灰太狼之

牛气冲天"$ 影片中灰太狼自嘲自己发明

的都是/山寨坦克(和/山寨飞机(0/红太

狼(冲动地想只身去救老公的举动$招来

了慢羊羊村长/很傻很天真(的嘲笑, 看

过$笑过$至今笔者都想不起这部影片到

底要表达些什么精神内涵,

流行语涌现的 /快餐 (特性 $也使不

少电影台词陷入了看过即忘的情境 , 电

影台词和社会热门事件紧密相连的流行

语$在一段时间里$或许出现追风流行现

象 $但是 $当事件经过时间的冲刷 $失却

其时代烙印之时$ 这些流行语的语境也

就不复存在,

的确$流行语应用得当$能为影片增添人

气, 若干年后$ 很多人或许会忘了电影的片

名$但经典的电影台词$却可以影响一代人的

价值观的取舍,电影摆噱头赶潮流$终将不能

成就经典, 或许$ 今天的电影流行语的 /硬

伤($多年后就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典,

电影是一场文化盛宴$而流行语进入

电影台词$希望/硬伤(越少越好,

文化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