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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一种享受 "!读书是

一种需求"!读书是一种寻找"!阅

读不能改变人生的长度# 但是可

以改变人生的宽度$ 阅读不能改

变人的物象# 但是可以改变人生

的气象" %%这些劝人读书的言

语差不多在 !读书日" 前后都会

!集体展示"一番&效果如何呢'中

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公布的一项国

民阅读调查结果会令人大失所

望(

!"#$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图

书的阅读量为
%&''

本#除去教科

书人均不到
#

本# 中国已经成为

世界上人均读书最少的国家之

一&阅读时间碎片化和危机化#与

现今生活节奏日益紧张和互联网

信息海量膨胀有关# 但也标志把

鼓励读书) 引导读书当成一次突

击任务来完成的 !读书日集中行

动"收效甚微&

姑且不提集中!劝读"这种形

式主义的东西有没有用# 单就每

次 !观赏 "和 !聆听 "许多劝读的

!警语良言"#我便有!丈二和尚摸

不着头脑" 的感觉# 还不如古人

!劝读 "的方式和 !良言 "生动靠

谱& 明代于谦# 那么一个严肃的

人#但他的!劝读"*观书+写得又是那么富有情趣(!书卷多情

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一点尘&

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随时新&金鞍玉勒寻芳客#来信我

庐别有春&"如果说这首!劝读诗"把好书比作!情人"还比较含

蓄# 那孔府二堂的一副教诲联就直抒胸臆了(!以利己之心造

福必善#以好色之心求学必真"&就连一代文学巨匠鲁迅先生

这样一位拿笔当匕首的人# 在谈到读书时也妙语惊人(!随便

翻翻&"多么贴合人的心理#多么随性的潇洒&

不少国外名家!劝读"方式非常幽默#更能激发逆反心理

越来越重的年轻一代对书籍上瘾&哲学家卢梭在*爱弥儿+里

说(!阅读是童年的祸害# 因为书本教我们谈论那些我们一无

所知的东西&"美国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

中说得更偏激(!阅读是童年的祸害#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它创

造了成年&"结果#许多不信两位大师!警告"的人自觉不自觉

地着了他们的!道儿"&这样的!劝读"良言比我们诸多!警告"

似乎更符合一个人心灵成长的轨迹#其产生的!劝读"效果也

不言而喻&

鼓励多读书)劝人读好书确是好事#也值得提倡#但!劝"

是很讲究艺术的#也是不分时间的&如果将其视为一项突击任

务#且不分青红皂白)不论职业与兴趣#一味地板起面孔!硬

劝"# 在资讯异常发达的当今时代往往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

果& 读书本身还包含着一种甘愿# 像恋爱一样讲究个你情我

愿#劝人读书的!媒婆"搞!拉郎配"没有丝毫意义&

无论什么时代#读什么书)怎样读书以及读书时的心情和

阅读感觉#多种多样#因人而异&再者#现今阅读的个人性)私

密性) 无目的性及可读之物---譬如读屏---比任何时候都

多#靠某一天或某一时段突击!狠劝"别人读书#不仅容易让人

觉得这是在有意无意地巩固!唯有读书高"的意识#而且也在

加速消灭读书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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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于没有围墙的法学院
葛治宁

检察院里有一群人! 由于种

种原因!他们没有机会!沉浸于法

学院课堂!聆听大师传道释惑"可

是! 这丝毫没有阻碍他们求知的

脚步"他们另辟蹊径!在一座没有

围墙的法学院#$$通过自学 !遨

游书海!吮吸知识!圆梦人生% 我

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在家排行最小! 上有兄姐

三人"父亲是一位山村小学老师"

#()%

年!我考大学!超过大专分数

线"我很想报政法类学校!毕业后

能进公检法" 可是!父亲不同意"

他说!当老师好!教书育人!多光

荣啊
*

我拗不过父亲!读了师专"

其实!我知道父亲良苦用心!除了

接他的班外!还有就是!他历经文

革磨难!吃了不少苦!他不想再让

自己孩子遭罪"三年时光!转瞬即

逝!我当上了一名乡村中学的&孩

子王'!终于!遂了父亲的心愿%

年轻人总是充满梦想的% 单

调的生活! 时时触发我走出大山

的想法%

#(($

年
+

月!我偶然听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一则新闻 !

当年
(

月开考律师资格考试% 我

兴奋不已%可转念一想!三个多月

的时间!一尺多高的教材!没有学

法的经历!不禁后脊发凉%好在那

时年轻!敢想敢干!一咬牙(拼了%

老天不负有心人%拼搏之后!我高

分通过了%拿证的那天!有人询问

我有什么&秘诀'!我笑而不答%

之后!我想进律所%当时的律

所是公办的!调动手续繁琐不说!

到了关键处!人家说编制已满!就

此&卡壳'了%为这事!我郁闷了好

长时间%

#((%

年底!传来好消息!

全国法院检察院向社会公开招

考%我又报考了%一轮又一轮的考

试! 我顺利过关% 最后一关是面

试% 考场里!一排身着检察服的考

官! 端坐在讲台后! 让人肃然起

敬% 我从容回答完几个常规的问

题% 旁边一位老检察官! 提出要

&加试'% 他问(&我看过你的简历!

你没有法学背景! 能干好检察工

作吗) '我脱口而出(&不懂!学啊
*

年轻人有的是精力*热情!没有学

不会的% '他微笑点头% 事后!才知

道他就是我的老检察长张志明%其

实!他对我很满意%只不过!他有意

要&为难'我!看看我应变能力%

辛勤的劳动换来了沉甸甸的

果实! 我如愿成为一名检察官!而

且是一名让腐败分子闻风丧胆的

反贪检察官!在这个岗位上!一干

就是十八年% 我遇到的第一个难

题!是面对成堆的账簿!两眼一抹

黑% 于是!我暗下决心!报考会计

师% 我买来书籍!抽空苦读% 渐渐

地!我开了窍!学会了从一堆貌似毫

无联系的账册单据中!发现职务犯

罪的蛛丝马迹%

!,,+

年!某国有粮

贸公司管理人员采用&红字'冲减

利润贪污公款! 案件扑朔迷离!我

发挥学习财务知识的优势! 在银行

协助下!从数万份单据中!查获犯罪

证据!

-

名犯罪嫌疑人被绳之以法%

此后!我和我的伙伴们!并未止步已

有战果!而是抽丝剥茧!从一笔
.

万

元的贿款入手!深挖细查!获取了县

粮食局局长朱某受贿数十万元的证

据%在铁证面前!朱某仰天长叹(&没

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

为了兑现对老检察长的承

诺! 补齐没有系统学习法学的短

板!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了

漫长的求学之路###自学考试 %

正常情况下! 别人三年可以通过

本科考试!而我却用了七年%原因

是!反贪工作!身不由己!一上案

件就连轴转! 加班出差是家常便

饭% 爱人很忙!孩子又小% 能够抽

点时间读书!简直是一种奢侈%尤

其是外语!我本来基础就差!又丢

了多年!再拎起来!如举千斤% 那

时!我包里有两个笔记本!一本是

工作笔记!一本是外语笔记%办案

间隙! 把记满单词的笔记本拿出

来!温习熟记%当手捧久违的学位

证书时!我热泪盈眶%

实践出真知%

!,,-

年!我上网

浏览!误打误撞!恋上了正义网法

律博客% 当时!刚刚时兴博客!其

灵活的表达样式! 吸引了大批法

律人加盟% 我没有机会去法学院

学习!可这种新颖的自媒体!给了

我近距离与法学院老师交流的机

会% 在这里!我幸运地认识了我仰

慕已久的何家弘* 张千帆* 季卫

东*林来梵等名师% 我融入其中!

如沐春风!如饮甘醇!分享阅读思

考写作的快乐%很快!我成了法律

博客的发烧友% 学习生活工作的

点滴体会! 都变成一篇篇文思泉

涌的博文% 我选取其中较好的博

文!精心雕琢!投给报刊!陆续又

转化为漂亮的铅字% 几年间!我应

酬少了!读书多了+浮躁少了!积

累多了% 无意中!我还收获了法律

博客&名博'的桂冠%

多年不间断的学习! 让我受

益匪浅% 我干中学!学中干!由反

贪工作门外汉! 成长为侦查的行

家里手% 除了本院的案件外!我还

多次被省*市纪委*检察院抽调承

办案件%

!,,-

年
-

月!我受命承办

省直某机关副厅级干部唐某受贿

案% 开始时!唐某倚仗其显赫地位

和省律协专家顾问身份! 不屑与

我这个来自基层的检察官交流 %

对此!我早有准备%面对唐某百般

抵赖!我摆事实!讲证据!有理有

节!耐心细致!终于让唐某折服!

顺利办结案件%

!,,(

年!我有幸被

中纪委抽调承办省部级干部犯罪

案件% 此案涉及人数多!金额大%

我和来自其他省市同志! 负责与

关键证人谈话% 前后
#,

个月间!

我们克服种种困难!谈话数十人!形

成案卷数十本!圆满地完成领导安

排的任务%在日常工作中!我悉心指

导年轻检察官们!现在!他们已经都

是独当一面的中坚力量%

!,#!

年! 组织上安排我负责

研究室和检委办工作% 已近半百

的我!开始了全新的学习生活!我

还会以勤为径*以苦作舟!继续游

学于一座&没有围墙的法学院'%

"作者单位!安徽省当涂县人

民检察院#

情痴所迷恋的大概就是自己
徐 蓉

老实说!第一次看,了不起的盖茨

比-! 并没有多大的触动% 于我而言!

,

#()%

- 里黄金乡的爱情更令人斟酌%

村上春树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对我

始终是绝好的作品.'他还翻译了,了

不起的盖茨比-的日文版"同他相比!

我对此本小说没有如此高的共鸣"

不同的读者对不同的作品会有不

同的感受! 正如王小波偏爱查良铮先

生译的,青铜骑士-和王道乾先生译的

,情人-!陈丹青推崇木心"有时我也看

看,青铜骑士-!看看木心!说实在的!

还没有体会到他们所认为的如彼之好

的深度"所以说!各人的偏爱往往是没

有道理的!也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正如

,牡丹亭 -所言 &情不知所起
/

一往而

深'"

&情不知所起
0

一往而深'!其实此

句倒正可作为&情痴'的定义"不管怎

么说!盖茨比算得上一位情痴"为了一

个女人!积累得巨额财富!然后隔着海

湾在她家的对岸购置了豪宅! 夜夜笙

歌!斯人却寂寞!因为他的安慰不过是

深夜形单影只隔着海湾望她家码头尽

头的一盏绿灯"

陷于痴情者! 常爱做些无理由的

事!或无端落泪!若林妹妹+或在楼上

看窗外人背影!若卞之琳"卞之琳其实

也是一位情痴!恋慕张充和多年!求而

不得! 恋爱失败后! 想随随便便结个

婚!最终
%+

岁方才结婚!遭到朋友钱

学熙的批评!认为是&放弃理想!贪求

温暖! 大大要不得'.*夏济安日记+/"

这位钱先生!也是年轻!难道温暖不比

理想更重要)

白流苏在,倾城之恋-中感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

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

的这口气! 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倾城之恋-

#(%$

年出版!张爱玲时年
!$

岁"十五六岁的时候看完了萧伯纳所

有的剧本自序的张爱玲!

!$

岁似已将世事人情看得透明透

亮!只是遇到胡兰成!这位&看透'的人还是痴了一回"

纸上得来终难抵现实遭际"难怪夏济安说(痴!见道不深

之谓也"其实!夏济安更是一位情痴!他本想写出一部传世的

小说!最后传世的却是其恋爱日记!准确地说是单恋日记"在

他!追求理想比得到温暖更重要!其实很令人佩服"

有人看完,了不起的盖茨比-!感叹(&不明白盖茨比富比

王侯!为什么单单就是忘不了黛茜)黛茜这样一个轻浮*浅薄*

势利的女人!有什么好留恋的)'我倒以为!盖茨比即使后来明

白黛茜是一个轻浮*浅薄*势利的女子!他仍会为其自身情痴

所困!正如张爱玲所塑造的葛薇龙知道乔琪乔是一个浪子!但

仍飞蛾扑火"她只是不由己"

更有人说(&恋爱中的人以为疯狂爱的是对方! 其实是爱

自己!证明自己!可怜自己"爱情是一面镜子!照见的永远是自

己的面孔"'

是这样吗)想想或许真的如此"

!

文
化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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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人的大学
!

!

观影
!

读书日记
!

年过半百#依然求学不倦

征文启事

年华已逝$来者可追%追

忆青春$ 不灭的法律梦愈加

清晰&回首往事$难忘的大学

生活更显珍贵 %'龙图教育 (

携手)检察日报*'绿海副刊(

讲述 '法律人的大学 (故事 +

请您即刻动笔$ 写下优美文

字 $织就锦绣文章 $把自己 ,

把导师, 把师兄师姐师弟师

妹的大学故事$ 写下来发给

我们$ 一起追忆难忘的青春

岁月$ 与每一个法律人共筑

中国的法治理想+

征文日期截至
$(!-

年

.

月
./

日 + 征 文 最 高 奖

"(((

元+优秀征文除在本报

刊登外$还将选编到'法律人

职业规划 (系列丛书 $由 '龙

图教育(资助出版+

新郎不能读书吗
孙建清

近日# 在 !

!,#+

年中国教育

培训行业管理年会郑州 .春季/"

会议上# 国家教育部原新闻发言

人)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出席

并发表演讲& 对于目前语文教学

的问题# 王旭明直指 !假语文太

多) 泛滥"& 王旭明现场举了两

个例子& !比如提到读书重要性

的问题&" 他看到好多教材或教

辅上都提到# 一个说闻一多爱读

书# 结婚当天客人们都来了却找

不到新郎# 原来他在书房看书 $

还有一个是 !

+

,

#!

" 汶川大地

震# 大家都在跑# 发现一个孩子

用手电筒照着什么# 走近一看发

现是一本书& !这些就是假语文

呀0" 王旭明说# 第一个例子很

可能是胡编乱造# 即使真有这样

的事情# 那也说明他不懂人情)

礼仪# 第二个例子更不可取# 生

命都受到威胁了 # 还顾得上读

书' 类似这样的 !语文" 大量出

现在语文教学当中# 很多的学生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接受教育

!

%

月
#-

日 "大河报#$&

王旭明先生以敢说) 能说著

称# 多次炮轰语文教学# 有时也

说得在理# 但是言多必失# 这次

可说得未免有点武断了& 且不说

真假语文的概念提出值得商榷 #

把两个读书的例子划入假语文之

列# 实在是吹毛求疵& 先说闻一

多爱读书& 结婚时新郎不能读书

吗' 结婚当天客人们都来了却找

不到新郎# 原来闻一多在书房看

书& 这种情况不仅非常可能# 而

且比这更 !书痴" 的情况都不乏

其例& 不要一提结婚# 就以为什

么事都不能干了# 就一门心思地

缠绵# 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 &

谁都知道# 结婚是一个比较空泛

的时间概念# 至少在一天里都叫

结婚& 如果说是当天请客人# 他

有家人# 自己完全没有必要全天

候式招呼客人# 在集会仪式以外

的时间里# 难道他就不可以在书

房找一点清静读一点书吗' 这应

该符合读书人的行为&

再说第二个例子& 汶川大地

震时# 大家都在跑# 一个孩子用

手电筒照着什么# 走近一看发现

是一本书 & 王旭明先生认为 #

!这更不可取# 生命都受到威胁

了# 还顾得上读书'" 这样的评

判着实可笑& 要知道# !大家都

在跑" 肯定不大地震# 如果是大

地震# 你还跑得动吗' 显然# 那

个孩子用手电筒照着什么是在地

震之后& 如果在地震之后小孩发

现了一本书# 这又有什么可奇怪

呢' 请注意# 这里只是发现了一

本书# 不是在读书# 而且那个小

孩也没有意识到生命都受到威

胁& 一切皆有可能# 发现一本书

能假到哪里去'0

究竟闻一多结婚那天有没有

在书房看过书# 我手头没有文学

史料可以佐证# 但我坚信# 读书

是没有太具体的规定) 限制的 #

没有文件说结婚这天不准新郎看

书 # 天下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

情& 因此# 不能断定闻一多在书

房看书是假的# 更不能由此给人

扣上不懂人情) 礼仪的帽子& 至

于大地震后的那个小孩看到一本

书# 你可以提倡 !逃命"# 但你

不能剥夺别人发现一本书的权利

吧& 近年来# 很有一些人对 !凿

壁偷光" !头悬梁# 锥刺股" 等

古人读书方法提出质疑# 认为不

足信) 不可取& 其实# 人是非常

有限的# 那就是你不懂的事情很

多# 你不能理解的东西也很多 &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不随意作出真

假的判断) 一厢情愿的颠覆# 应

该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闻一多也好# 汶川地震中的

小孩子也好# 其实也就是想说明

他们喜欢读书 罢 了 # 我 们 要

!取" 的实际上是一种读书人的

精神& 没有人要求你在结婚时读

书# 也没有人愚蠢到房子倒塌时

还在读书& 这一点请王旭明先生

放心& 顺便再说一句# 语文教学

怎么改当然可以讨论# 不过# 动

不动加以否定# 以斗士的姿态出

现# 尽管彰显其个性# 但却非学

人的气度&

“学以致用”与“学以致知”
吴学安

!青少年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

的阅读史"# 阅读不仅影响着青少

年的学习生活#也深刻地影响着他

们的文化素养)精神世界以及未来

的成长轨迹&因此#谈及全民阅读#

培养青少年良好的阅读习惯#用优

秀读物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至关

重要&

!,#%

年国民阅读调查报告

显示( 我国未成年人
!,#$

年图书

阅读率为
'-&#1

#人均图书阅读量

为
-&('

本 # 较
!,.!

年提高
.&%)

本& 相较于成年国民
!,.$

年人均

图书阅读量
%&''

本# 青少年阅读

的状况略好一些&但数据背后依然

有隐忧#一方面#该调查是将教材

与教辅都计算在内# 另一方面 #

-&('

本的人均图书阅读量与日本

人均
%,

本#法国人均
!,

本#俄罗

斯人均
++

本相比仍较低 !

%

月
.-

日%人民日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调

查显示( 全世界每年阅读书籍排

名第一的是犹太人# 一年平均每

人是
-%

本 & 上海在中国排名第

一#只有
)

本& 而中国
.$

亿人口#

扣除教科书# 平均每人一年读书

一本都不到&

一项阅读调查显示# 受访者

平时主要阅读的三类书籍分别

是(专业书籍占
%-&-1

#生活养生

书籍占
%!&.1

# 社会现实书籍占

%.&!1

& 而与此同时#无论在实体

书店还是网络书店# 卖得最好的

通常是有关人际关系)养生)成功

学等实用类书籍#而文学)哲学等

培育心灵的书籍则少有人问津&

当下大众阅读越来越追求

!学以致用"# 人们读书也有了一

种!效益期待"&很多人觉得文学)

历史) 哲学等跟思想修养有关的

书刊已经成为!过去时"了#而着

重选择阅读一些实用技术类书

籍#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

焦虑)着急的心态&

今天的很多国人对待知识 #

往往采取一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

义态度# 有用的才学# 学了就要

用$ 对于那些没有明显用途或者

当下用途的知识#往往弃若敝屣&

正是由于受这种功利主义的求知

阅读取向的影响# 现在图书市场

上那些教人如何发财) 教人如何

成功) 教人如何做事的书籍汗牛

充栋) 备受热捧# 而那些提升睿

智)净化情操的所谓!无用之书"

却遭到冷落&

其实#阅读一直存有 !有用 "

与!无用"的辩证关系& 有用的阅

读在显性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功利

的阅读#比如#专家们的阅读主要

是为了专业上的了解和研究 #学

生的阅读主要是为了学业的完

成& 而全民阅读#恕我直言#很多

时候是!没有用"的阅读& 它是一

种生活方式的阅读# 人类生存方

式的阅读#是!想知道"的阅读&

曾有人说#阅读的价值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出版的价值来决定的#

或者说来主导的& 事实上#尤其在

当下#大众阅读倾向更多地!主导"

着出版的走向&!出版跟着市场走"

已成为大多数出版社在激烈的同

行!厮杀"中!胜出"的!王道"& 对

此#有识之士无不对当下的阅读现

状表示出极大担忧#他们呼吁大众

应该尽情享受阅读#使阅读真正成

为一种生活方式& 多一点!学以致

知"#少一点!学以致用"#这对提升

一个人的素养有益无害& 也就是

说# 传统阅读一直强调学以致用#

而更为进步的阅读建议应该是!学

以致知"&

每一个人都热衷于 !活学活

用)立竿见影"的成功之道#都想

通过阅读
234

)

5234

) 操盘手

之类的书籍而一夜之间成为比

尔,盖茨)成为巴菲特& 经济管理)

行政管理) 人际关系之类的书籍

铺天盖地#哲学)美学之类的书籍

却少人问津# 似乎只有神经有问

题的人才会去读这些没有用的书

籍& 这样一种功利主义的求知)阅

读价值取向正在误导着中国年轻

一代的阅读兴趣# 使人们专注于

人的功利需求# 仅仅把人当作一

个单纯的经济人# 却忽略了人的

深层的精神需求和文化追求&

应该说#!学以致用" 是阅读

的功能之一#但不是唯一#也不应

是首要功能& 中国传统的阅读一

直推崇!学以致用"的阅读#这样

一种非常功利的要求& 譬如#时下

养生书之所以发展得过于迅猛 #

就是因为 !学以致用" 的推波助

澜# 而并不是希望通过阅读追求

科学知识) 科学文化和应该有的

文化内涵&

多年以来#我们对致知往往追

求不够# 所以这个书没必要读#那

个书没必要读#因为没有用& 要知

道#阅读很多时候是!无用"的阅

读#它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 更

为进步的阅读理应是学以致知#我

们的阅读理应从!学以致用"向!学

以致知"推进&阅读是分层次的#如

果以实际效果来分#它可以分为价

值阅读和工具阅读# 古人的求学)

求知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学历教育)

技能考试之类的是工具阅读 $而

!问道"!知其然要知其所以然"就

是价值阅读的范畴&

阅读从!学以致用 "到 !学以

致知"还可在两方面进行提升(一

是倡导读者更多地从中国传统文

化中吸收养分# 因为中国传统文

化是我们的根)本)源)流$二是不

断吸收当今世界最新的思想和文

化#过去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一

口号绝不过时& 无论是出版还是

阅读都不能太过于功利# 这对民

族文化素质的提升是有弊无利

的# 也是对丰富公众精神世界有

害的& 唯有用广大读者喜闻乐见

的阅读形式来深入推广全民阅

读# 才能使阅读真正成为人们的

生活方式&

编者按 伦敦玛丽波恩大街的多恩特书店堪称伦敦最美的书

店$加上其丰富的图书收藏让读者几乎上瘾一样痴迷&萨瑟兰也是

世界上最古老的书店$开业已经
$-(

年$任何稀有的图书版本都可

以对读者自由开放--在图书的世界徜徉$你会发现书籍带来的实

在太多太多了+

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热爱阅读的人们$从纸质到电子屏幕$他们都

能适应这样的变化+对于他们来说$阅读最为重要+有人甚至说$自己

的生命就在于阅读+他们在阅读中提升知识与智慧$甚至断言!阅读

可以逐渐消除无知与偏见+ 阅读会使我们从死气沉沉的繁杂中苏醒

过来$再次发现自己内在的活力$就像.骸骨要在旷野中复苏(一般+

读书人的世界是如此的宽广$以至于我们相信任何可能都可以

在阅读中追寻+

%

月
$.

日$第
$(

个世界读书日之际$让我们通过这

组文章看看一些读书人对读书的看法+

多恩特书店

萨瑟兰书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