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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炳炎

季羡林的父亲弟兄两人，只有

他一个男孩。为了让侄子接受更

好的教育，1917年，叔叔将6岁的
季羡林接到济南学习生活。

叔叔望子成龙，对季羡林的教

育十分关心。先是安排他在一个

私塾里学习。几年后，又把他送到

一师附小读书。当时，一师附小的

校长是维新人物，季羡林学的国文

教材就改用了白话。教科书里有

一段课文，名为《阿拉伯的骆驼》。

季羡林感觉非常新鲜，读起来极其

有趣，简直是爱不释手。然而就是

这篇文章却惹了祸。一天，叔叔翻

看侄子的课本，看到这篇《阿拉伯

的骆驼》，顿时变了脸色：“骆驼怎

么能说人话呢？”继而愤愤地说：

“这个学校不能念下去了，马上转

学!”
时间不长，季羡林又转学到了

新的学校。在这个学校，他的学习

总体来看属于上等，但并不拔尖。

多年以后，季羡林回忆说：“那时的

我并不用功，玩的时候多，念书的时

候少。”

这时的季羡林，对正课不感兴

趣，唯独喜欢看小说。叔叔为人严

肃又古板，非常重视侄子学习，他

把小说叫“闲书”，这类闲书是绝对

不允许看的。为此，年幼的季羡林

可动了不少脑筋。

在家的时候，季羡林的书桌下

面有一个盛白面的大缸，上面盖着

一个用高粱秆编成的盖垫。每天

晚上，季羡林坐在书桌旁，上面摆

着《四书》，他看的却是《彭公案》、

《济公传》、《西游记》、《三国演义》

等小说。而对《红楼梦》，由于太深

奥，再加上林黛玉哭哭啼啼，让季

羡林所不喜，更读不进去，对其余

的书都是看得津津有味。往往是

正看得热火朝天，冷不防叔叔就走

了进来，季羡林眼疾手快，连忙掀

起盖垫，把闲书往面缸里一丢，同

时嘴里念起“子曰”、“诗云”。每次

都化险为夷。

到了学校，再也用不着防备什

么。一放学，季羡林就躲到假山背

后，拿出闲书，狼吞虎咽地看起来。

常常是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有

时候天很晚了，他才摸黑回家。

小说读多了，季羡林对其中的

绿林好汉非常熟悉，不仅姓名背得

滚瓜烂熟，而且用的兵器也如数家

珍，他也希望成为那样的英雄。一

次，一个小朋友告诉季羡林，把右

手五个指头往大米缸里猛戳，反复

练，一直到几百次，上千次。一段

时间以后，再换上沙粒，用手猛戳，

最终就可以练成铁砂掌，五指一

戳，能够戳断树木，功夫就练成

了。季羡林颇想有一个铁砂掌，听

了小朋友的话就信以为真，猛练起

来，结果把指头戳破了，鲜血直

流。他也知道自己与铁砂掌无缘，

因而不再练了。

儿时的闲书，不断拓展季羡林

的视野，激发起探究世界、探究生

活的热情。季羡林在人文科学的

道路上越走越远，终成大师。累累累4

季羡林儿时读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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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董志国 王聪）日

前，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发起的全国高

校“阅读推广”十佳学生社团评选活

动落下帷幕，经过专家严格评审，南

阳师院绿茵读书会脱颖而出，系全省

唯一一个获此殊荣的高校学生社团。

当日颁奖仪式上，来自国内阅读

推广界的著名专家学者，以及全国29
个省市189所高校的代表400余人参
加。南阳师院绿茵读书会指导老师

王莫离，作为十佳学生社团代表在会

议上作了题为《植一片绿茵 传万缕

书香》的报告。

据悉，南阳师院绿茵读书会创

建于1990年。27年来，每年都在全
校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

动，形成了一系列特色阅读品牌。

同时积极参与全国、全省及南阳市

组织的全民阅读活动，产生了较大

影响。累累累4

全国高校“阅读推广”十佳学生社团揭晓

南阳师院绿茵读书会获殊荣

□毛周林

余自以为，阅读是有口味的。

不同的人，阅读的口味定然不

同，就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不

同的年龄阶段，不同的环境中，阅读

的口味也不会尽然相同。

阅读时，口味一定要对，如果口

味不对，找不到阅读的口味，那么，这

时的阅读就会味同嚼蜡，度时如年，

难受至极。这样的阅读，不但不是享

受，而且有可能因此影响心情，影响

到阅读的心态乃至于阅读的效果，后

果难以估量。

笔者也是一个阅读迷，平时，除

了工作，偶尔写点文章，此外，便是阅

读，阅读于我而言，早已成为我生命

的一大组成部分，一日不阅读，便觉

难受，两日不阅读，便坐立不安，倘若

一月不阅读，那真会“生不如死”。但

我也不是什么书都去读，就小说类而

言，我读的最多的是有关农村题材的

小说，城市类小说读的少。比如说，

路遥写的《平凡的世界》，因为喜欢，

也因为其取材来自农村，笔者非常喜

欢这部小说，前前后后，已经读完不

下十遍，而且一点都没有厌倦的意

思，但相反，刘心武的《钟鼓楼》，我却

一直读不下去，不是他写得不好，而

且一直没有找到感觉。我自己来自

农村，对农村相当熟悉，在城市生活

不久，在心理上比较容易接受农村，

也容易对这种题材类的小说产生共

鸣或者感慨。

不要小看阅读的口味，因为这会

关系到你阅读的效果乃至于成败。

因此，阅读时，一定要找准口味，倘不

如此，阅读定会很累，如果找准了阅

读的口味，相信此时的阅读会很惬

意。累累累4

阅读的口味

书林茶话

名人读书名人读书

文化精粹微博创建三年了……

转眼三十年，旧貌换新颜，

大楼平地起，一张新名片。

位于同乐巷，学员超两千，

童颜鹤发人，如同青少年。

学习热情高，用心去钻研，

个个肯努力，人人争模范。

名师进校园，水平不一般，

课程设置优，合理门类全。

教学多媒体，师生新理念，

网络“老顽童”，乐趣喜心间。

理论与实际，二者紧相连，

增进新知识，践行长才干。

大学艺术团，唱响白河岸，

诗词和书法，撑起一片天。

摄影和美术，养生加保健，

舞蹈与戏曲，誉满大学园。

建校三十载，育人二万三，

耕耘收获丰，果实沉甸甸。

成绩属过去，任重而道远，

适应老龄化，明天更灿烂。累累累7

10月16日，市老干部大学成立30周年……

为大学点赞

诗歌纪事

阅读是一种文化，阅读是一门知

识，阅读还是一项科学，《阅读力》就是

一部阅读文化的读本，一部阅读知识

的手册，一部阅读科学的普及教程。

作者聂震宁是我国全民阅读著名的倡

导者、领读人，本书即为作者多年研究

阅读学和普及阅读学知识的结晶，指

出“阅读力的培养实际是对人们思维

能力的培养”，这是在阅读史上首次提

出“阅读力”这一概念。累累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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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就是跋涉，需要耐力、勇气和顽强不屈；

生活就是游泳，需要胆略、勇气和镇定自若；

生活就是创造，需要刻苦、智慧和迎难而上；

生活就是战斗，需要汗水、鲜血和临危不惧。

做人要有济人之心，特质有厚薄，精神无囿限；

做人要有赞人之口，好言令冬暖，恶语使夏寒；

做人要有宽人之眼，看事若简单，众生不冗繁；

做人要有助人之手，少锦上添花，多雪中送炭；

做人要有容人之胸，能虚怀若谷，可海纳百川。

没有乐观的态度，休闲旅游也会成为烦恼之行；

没有坚强的毅力，短暂路程也会成为艰难跋涉；

没有缜密的思考，简单问题也会成为难解之谜；

没有正确的思路，再好机遇也会成为竹篮之水。

做蜡梅一样的人，不必艳丽妩媚，但要暗香飘溢；

做白杨一样的人，不必婀娜多姿，但要挺拔秀颀；

做青山一样的人，不必险峻巍峨，但要庄重矗立；

做溪水一样的人，不必波澜壮阔，但要清澈明净。累累累7
（惠民）

修身养性 智言慧语

□刘平家

由南阳报业传媒集团主管、

南阳精粹文化传播中心创建的新

浪·文化精粹微博，旨在将金科

玉律之言奉献给读者，弘扬国学

真善美、传播时代正能量。该微

博自 2014年 10月注册开通三年
来，累计发布人生感悟、哲思箴

言、读书心得、知识天地等 2.9
万条，粉丝一路飙升至 17.3万
人，累计阅读量突破 1000万人
次，其内容被广为点赞和转发，

读者誉之为为人处世之座右铭、

修身养性之醒脑丹。

人生在世，对生命的思考与

探索永不会停息，对处世的智慧

在不断总结，对生活的感悟在不

断升华。就是在这种时时思考、

不断总结与升华中，人会活得理

智，活得有味，从而获得进步，

活出一个真正的自我。文化精粹

微博总结了许多人生感悟箴言，

这些箴言，从人生意义、生命本

质、做人要义、处世智慧等方面

总结提炼，言简意丰，读之上

口，读后有思。如：“人生有

度，误在失度，坏在过度，好在

适度。虚心过头就成为虚伪；自

信过头就成为傲慢；原则过头就

成为僵化；开放过头就成为放

纵；威严过头就成为冷漠；谦逊

过头就成为懦弱；随和过头就成

为盲从；胆量过头就成为张狂；

精明过头就成为油滑；直正过头

就成为草率。”这些感悟其实体

现了一种辩证思维，体现了中国

传统文化中可贵的思想，对人有

极好的指导作用。

哲思箴言，发人深省。自古

以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一直坚

守着“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

其中修身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

的品德修养，从而成为一个道

德高尚、品行端正的人。人活

着，修身没有止境，修身永远

在路上。修身的途径必定要学

习，要思考，要实践，要有人

提醒。文化精粹微博中的哲思

箴 言 ， 从 知 行 合 一 的 要 求 出

发 ， 提 出 修 身 养 性 的 各 种 途

径，谓之修身养性之醒脑丹，

非常恰切。因为读了这些箴言，

人们就会得到提醒，时时自省，

从而得到他律，做到严于自律。

如：“理想是奋斗的目标，意志

是人生的风帆。坚持是成功的前

奏，放弃是失败的开始。时间是

流动的金子，知识是闪光的珍

珠。兴趣是天才的种子，热情是

事业的老师。追求是永恒的主

题，奋进是人生的翅膀。攀登是

奋斗的积累，成就是劳动的结

晶。”一时读之，一时有获；时

时读之，时时受益。

读书心得，开启智慧。在文

化精粹微博中，关于读书的功

用、读书的体会、读书的益处、

读书的方法，总结出许多精彩箴

言，对于促使人们形成读书好、

好读书、读好书的观念与习惯，

具有极大的助推作用。如：“书

籍是什么？书籍是知识源泉，书

籍是精神食粮，书籍是伟大奇

迹，书籍是前进导向。书籍是知

识载体，书籍是文明轨迹，书籍

是历史传承，书籍是生活记忆。

书籍是万能钥匙，书籍是必备工

具，书籍是医愚良药，书籍是思

想载体。书籍是心灵的窗口，书

籍是必需的营养，书籍是真正的

大学，书籍是巨大的力量。”“读

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

精，读得彻底，与其读十部无关

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

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

书；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浏览一

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事

自知。’这句诗值得每个读书人

悬为座右铭。”这些语句，不但

有思想启迪作用，还有方法指导

作用。

知识天地，萃取精华。文化

是根脉，文化是灵魂，文化对社

会的不断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延续文化血脉其实就是延续

民族力量。中华五千年文明，博

大精深，代代传承，是我们民族

生生不息的重要基因。文化精粹

微博通过悉心挖掘，精心梳理，

将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知识，集

中归类，精彩呈现，具有知识

性、趣味性，极大地激发了人们

的阅读兴趣，让读者于兴味盎然

的欣赏中汲取了营养，丰富了知

识，不知不觉提升了素质。如：

“竹林七贤：指魏晋间的嵇康、

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

戎、刘伶。《魏氏春秋》 说，此

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

为七贤’。其作品多用比兴，借

古讽今，愤世嫉俗，也掺杂人生

无常、消极避世的思想情趣。建

安七子：指汉末建安时期作家孔

融、陈琳、王粲、徐干、阮 、

应 和刘桢七人。因曹丕 《典

论·论文》曾以此七人并举，且

予赞扬。又以同居邺中，故亦称

“邺中七子”。他们文章能反映动

乱的社会现实和对理想生活的追

求，情调慷慨悲凉，语言刚健爽

朗。”读了这些内容，想必大家

脑子里那些抽象的知识就会形

象、丰富、系统起来。

千百年来，我们民族一直提

倡 自 强 不 息 、 厚 德 载 物 的 精

神，因为这是中华民族兴旺发

达的精神基因，是一代代中国

人奋进前行的内在动力。文化

精粹微博始终贯穿着自强厚德

的精神，读之令人昂扬向上，

是一朵最具正能量、最富哲理

性、最有感染力的耀眼奇葩，

是一方传递社会正能量的高端

平台，是一个传播中华优秀文

化的重要媒介，它必将焕发出

更加迷人的光彩，越来越具有

强大的感染力量！累累累7

生活漫笔

□刘振山

以金科玉律之言 聚向善向上之力

【推荐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