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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语

观其大略到诗外

07

晨读箴言

□刘文方

三国时期著名政治
家、军事家诸葛亮躬耕南
阳， 留下了千秋佳话，其
读书方法“纵观其大略”
直到今天仍有很强的借
鉴意义。
《魏略》 载:“诸 葛 亮
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
威俱游学， 三人务于精
熟， 而亮独观其大略。 ”
最后的结果是，诸葛亮不
仅书读得更多，而且读得
更精。 笔者以为， 石广
元、徐元直、孟公威三人
不但广博度难与诸葛亮
比，其精熟的深刻程度也
很难和诸葛亮相比。 所
以，诸葛亮成了经天纬地
之才，走出茅庐，辅佐刘
备成就帝业， 而石广元、
徐元直、孟公威三人仅成
为郡守一级的官员。
纵观其大略，此中的

编辑 郭征 美编 耿新红 质检 王雪

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
者 邀 趋 其 利 , 愚 者 不 计 其 死 。 ①2
大略， 含战略统领之意。
略，谓举其大纲。 诸葛亮
强调，不要一上来就追求
记住所有知识，而是要带
着思考，站到一定的高度
去整体浏览， 找精华，炼
要旨，有目的精读。
纵观其大略，是不纠
结细枝末梢及文词文风。
是跳进书本， 再跳出书
本，结合现实把握书魂的
历程。
纵观其大略，是高效
率的读书方法。 每篇文、
每本书，都有最精粹的部
分， 抓住了再进行精读，
动脑筋思考，概括提炼书
中精髓要义。 把握通篇的
主要精神， 达到事半功
倍、融会贯通的效果。
纵观其大略，重理解
感悟， 只有真正读懂，才
能获益。 若不懂或一知半
解，读得再精熟也只能夸
夸其谈。 诸葛亮博览诸子
典籍， 领悟精髓。 他在
《论诸子》中说道：老子擅
长于修身养性，但却不能
对付危难局面；商鞅擅长
于以法理治国，但却不能
推行道德教化； 苏秦、张

仪擅长于外交辞令，但却
正所谓“汝果欲学诗,工
不能结盟守约；白起擅长
夫在诗外。 ”诸葛亮都非
于攻城夺地，但却不能团
常注重游历，时刻关心着
结多数人；伍子胥擅长于
天下大事，把书本知识与
以谋破敌，但却不能保全
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活读
自身； 尾生擅长于守信
书、读活书。
读书， 要学会把书中
用， 但却不能随机应变；
表面知识转变为隐性知
王嘉擅长于知遇明君，但
识，指导自己行动。 知识就
却不能事奉暗主；许劭擅
是力量。 其实，知识也并不
长于公正地品评别人的
是力量， 使用知识才是力
长短， 但却不能培养人
才。 这就揭示了用人之长
量。 只有将知识灵活运用，
结合现实， 指导生活才更
的办法。 由此看出，诸葛
亮对诸子百家批判继承，
有意义，否则，死读书、读
对他们的优缺点都有清
死书， 只能成为一个书呆
子，读再多的书也无用。
醒认识，博采众长，扬长
避短， 而后成了谋略出
当然，此读书法是读
书的最高境界，只有胸藏
众、力挽狂澜的著名政治
万卷诗书之后，看到许多
家、军事家。
观其大略读书法也
书本都有似曾相识或者
有许多熟悉的东西，这个
影响了不少大家。 陶渊明
在《五柳先生传》中写道：
时候， 才能纵观其大略。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
所以，我们切不可盲目效
会意，便欣然忘食。 ”李白
仿，只能结合实际借鉴一
二。 ①2
也说：“孔明披书，每观于
（作者单位： 方 城 县
大意。 ”他自己也用此法
拐河镇中心学校）
“览于载百家之书”。
读书不仅要
纵观其大略 ， 还 要
南都论坛
知 行 合 一 ，“读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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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书，行万里路”，

（据中华箴言网）

农家乐
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不断发展，各
地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不可忽视
的是， 少数农家乐经营者在经营过程中
由于缺乏长久眼光，或目光短浅，或赚钱
心切，一开业就想赚大钱，总想“一口吃
出个胖子”。 于是，菜肴定价和酒水定价
明显偏高， 加上硬件设施和服务质量又
没及时跟上，使不少游客来过一趟、吃过
一次就觉得价格太高， 甚至定价有些离
谱，缺少性价比。这样的农家乐只会令游
客望而生畏，下次不敢再来消费。
农家乐万万不可只做“一锤子”买
卖， 或是“宰一个是一个， 砍一刀是一
刀”，如此经营只会把游客吓跑。 除了有
关部门要加强指导和监管， 确保农家乐
商品和服务价格在合理范围内， 农家乐
经营者做好经营管理也非常重要。 在菜
品定价、酒水收费上，一定要做到物有所
值，合理收费，服务质量也要及时跟上。
只有在经营过程中始终坚持童叟无欺、
诚信为本，做到薄利多销，农家乐才能在
消费者心中树立起良好的信誉和口碑，
才能吸引更多回头客，也唯有如此，生意
才能持久兴旺，越做越红火。 ①2
（徐曙光）

“屏媒时代”的媒介素养
□刘晴

现如今， 说起屏幕，
人们已太过熟悉：无论是
随 身 携 带 的 手 机 等 “小
屏”， 或是家中配备的电
视 、 电 脑 等“中 屏 ”， 还 是
户外共享的影院银幕、展
示投影等“大屏”，屏幕无
处不在。 它们样式纷繁、
画质光鲜、 功能各异，是
人们视线的主导，深度参
与大众日常生活。
与 此 同 时 ，“屏 媒 时
代”也成为高频词，成为
人们观察和讨论社会文
化的一个重要视角。 屏幕
媒介又称为屏性媒介，是
指利用现代数字成像技
术与显示技术，为实现视
像传载、 信息交互等目
的，被大众所广泛使用的
现代化媒介。
对于这种已不可或
缺的媒介形式，人们既依
赖于其便利，又不免产生

全国晚报优秀专栏

担忧。 屏幕越来越多，快
速更迭， 令人目不暇接，
对人的自制力构成挑战，
稍加放纵便会陷入无边
的虚拟现实。 有人指出：
屏媒时代， 传播内容多
了， 信息吸收效率却低
了；互动功能强了，真情
流露却少了。 这让屏幕成
为 一 些 社 会 问 题 、“现 代
病”的“背锅侠”。 针对屏
幕问题的诸多争论，体现
出人们在技术新旧更迭、
时代变与不变中的种种
思考。
新媒介新技术会让
我们的文化生活更好吗？
答案是肯定的。 通过屏
幕， 人们能看书、 读图、
欣赏音乐、 观看影像，甚
至体验交互。 屏幕为各类
文化内容提供更便捷的
创作条件和更充分的展
示空间。
为抗击疫情，
不少依赖实体环
境的文艺活动受
到限制，屏幕的普

及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
这一问题。 在与人工智
能、大数据运算等技术相
结 合 后 ， 屏 幕 将 由 “设
备 ” 转 型 为 更 广 义 的“界
面”， 内容生产模式也随
之革新。 近期，如《全职高
手》《穿越火线》等以虚拟
生活为题材的文艺作品
开 始 产 生 ， 也 出 现 如“界
面电影”“引擎电影”等新
的艺术形式。 由此可见，
屏幕的发展是一种必然，
随着科技进步，媒介必将
随之生长。
发挥新媒介新技术
的正向作用， 关键在于
“人”。 屏媒时代对媒介素
养提出更高考验，提升我
们的媒介素养是必然选
择。 通过屏幕中介，虚拟
世界与现实世界得以链
接，虚拟生活同现实生活
一起，成为现代人类生活
不可割裂的一部分。 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屏媒时代
推动人类再次“进化”：视
野更大、视线更远、视角

更多元。 但同时，我们也
应该意识到：在屏幕背后
的虚拟空间里，仅仅有着
“真实的抽象”，屏幕是工
具、载体，而不是实质。
在充分利用屏幕便
利性的同时，也要规避不
利影响： 既要从“我”做
起 ， 适 当 追 求 “极 简 主
义”， 不断学习恰当的运
用方式，养成合理观看习
惯，形成更加成熟的用屏
模式； 也要为他人着想，
助力监管平台共同净化、
精化屏幕内容，疏引优质
精品， 摒弃沉疴冗余，给
真正有价值的文化内容
以充分展示空间。
不论未来屏幕如何
发展，我们的生活不该被
“像素”和“网速”捆绑，人
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结永
远更值得追寻。 在不断更
迭的媒介变革中，只有不
断锤炼和提升我们的媒
介素养，才能真正发挥媒
介作用， 让技术造福生
活。 ①2

“10 分钟便民停车泊位”彰显了城
市执法文明。
——
—日前，武汉交管部门宣布，尽可
能在公厕周边道路设置限时停车泊位，限
停时长 10 分钟。 东方网对此点赞。

“城区遛狗 3 次就捕杀”？ 杀气太大
背离文明。
——日前， 云南省威信县发布通告
称，禁止城区遛狗，一旦发现，第一次、第
二次给予警告和罚款， 第三次联系公安
机关予以捕杀。 东方网发表上述观点。

哥老官餐厅卫生遭曝光，后厨乱象
何时休？
——
—据报道， 哥老官餐厅上海某店
后厨乱象频现：员工脚踩灶台冲洗油污、
赤手调整即将上桌的成品菜等。 中国经
济网称，得强推
“
明厨亮灶”。 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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