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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读书

诸 葛 亮 的 读书观

□鲁钊

诸葛亮至为重要的理想情操和

生活观、价值观养成期在躬耕南阳

时，他读书思考，以高洁幽远、去芜

存实、实用求是的理念，为千年以降

的读书人树立标杆。

为匡扶汉室统一天下的追求而

读书。如同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诸葛亮理想抱负远大，毕

生追求为汉室一统，决定了他不会

去读那些风花雪月无病呻吟的文

章。他隐居南阳，南都是工业重镇，

全国一线城市，他咋不跑到秦岭深

处？“躬耕南阳”不是目的，只是一种

生活状态。大隐隐于市，虽然他超

凡脱俗，却崇尚入世要旨，“淡泊明

志、宁静致远”“不求闻达于诸侯，苟

全性命于乱世”这是谦逊话，“自比

于管仲、乐毅”才暴露了他隐居求

志、治国安邦的人生抱负。为国为

民服务，就读《诗》《书》《礼记》《春

秋》《盐铁论》等。为运筹帷幄决胜

千里，读兵家的书，如《左传》《战国

策》《孙子兵法》等。他读书是“从天

下万事万物而学之”。看看他传世

著作，《出师表》《诫子书》《兵法二十

四篇》等，都体现他的理念思想，从

而成为智慧和忠义的化身。

循序渐进务实读书。诸葛亮一

步一个脚印，信念坚定，不忘初心，始

终围绕当初的人生设定而努力，由自

身，到影响家庭，报效国家，从一介书

生，跟随刘备出山，分析天下形势，努

力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下，形成

鼎足之势，虽然壮志未酬，“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基本完成了其治国平

天下的夙愿，成为影响至今的千古人

龙，成为读书人景仰的亘古不变传

奇。从整个家庭来说，也同样做到了

夫贤妻端，家庭和睦，儿孙孝顺，他自

己牺牲在北伐一线，最后儿孙都战死

疆场，为国捐躯，满门忠烈。

不读死书，善于吸收归纳与时俱

进，读书求是。喜欢读书者众，但一

味苦读，不自觉就把书读死了，浪费

时间，说毁了心智也不为过。诸葛亮

读书活学活用，纵观天下，分析形势，

超越古往，说明了他读书善于思考，与

时俱进。他舌战群儒获得辩论赛胜

利，说明读书的广泛，信手拈来，为己

所用。他创造八阵图等奇妙阵法，设

计木牛流马、连弩等先进军事器材，

提高生产力，改进武器装备，说明富

于汲取提升，开拓创新。他凭着一幅

地图，就攻进西川，说明不纸上谈

兵。他治蜀有方，国内稳定，才能出

兵，七擒孟获，尤其是不采纳奇兵子

午道，而是从祁山用兵，说明他积极

承接前人的理论观念和思想成果，真

正做到了消化吸收，化为实用，时刻

善于把书本知识，与当世、当时、当地

的形势完美结合，与自己的谋划精准

结合，从而总是占领战略前沿，掌握

主动权。诸葛亮曾经这样评价诸子

百家：“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

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

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这鲜明地

体现出，他执着吸收先贤菁华，却不

盲目迷信这些学说。他一生的政治、

军事和经济建设说明，他不是书呆

子，理论联系实际，是个罕有的从书

中读出真来、读出实来、读出灵来的

人。�4

市第一实验幼儿园着力打造书香班级取得丰硕成果 �4
本报记者 董志国 通讯员 李影 冉杨 摄

记忆深处

生活档案

我的心隐隐作痛……

为父亲洗脚
□王成敬

每天晚饭后，我总为躺在床上的父亲洗脚，当我

抚摸着父亲因病肿胀发亮的双脚时，心中总会隐隐作

痛。

今年八十高龄的父亲，一生吃苦耐劳，待人宽厚善良。我

母亲去世早，一家人的生活起居自然就落在父亲身上，他又当

爹又当娘，对我们呵护备至，不管冬夏，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

床，为我们做饭。每当清晨缩进暖暖的被窝里，听着父亲在厨

房里走来走去的声音，仿佛就是一种悦耳的音乐。

记得上初中住校时，一天夜里我突然发高烧。班主任老

师急忙通知我的父亲。凌晨三点，父亲顶着星光来了，他踏着

自行车，擦着汗。我看到父亲鼻子一酸，眼泪就“扑嗒扑嗒”地往下淌，

我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颠簸，到医院时天已大亮。

父亲的脚踏在平凡的路上，走进儿女们的心里。在我的记忆中，父

亲勤劳、节俭、乐于助人，左邻右舍无论谁家有困难，父亲总是解囊相

助。每当我们在学习或工作上遇到挫折或取得成绩时，他总是乐呵呵

地说：“踏踏实实做事，只要努力就行了。”平淡的语言，常激起我们兄妹

奋发向上的劲头。

如今父亲年迈体衰，每当看到父亲平静慈祥的目光和被病痛折磨

时痛苦的表情，想着父亲将伴着五颜六色的药丸度过余生，我的心就阵

阵揪疼。

洗着父亲的脚，仿佛洗着父亲的一生的沧桑。父亲正是靠着这双

脚，踩出了儿女们的前程，送走了自己的青春。�5

修身养性 智言慧语

《每周闲情》征稿启事
《每周闲情》版致力打造南阳人

自己的园地，刊发真实反映南阳人

尤其是南阳居民生活方式、生存状

态、情感故事的文章。“真”、“闲”、

“广”、“短”是该版对稿件的要求。

希望《每周闲情》版让人们可以静下

心来看看自己的生活、谈谈自己的

生活、写写自己的生活，从而有所思

考与醒悟。

投稿1000字以内为宜，每周五
出版，敬请读者关注。累累累5
《每周闲情》版投稿指南：

投送邮箱：nyrbwhzk@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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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路上砥砺前行……

难忘进京事

最大的遗憾是自戏，

最大的痛苦是自迷，

最大的失败是自诩，

最好的满足是自比,
最大的力量是自励，

最大的意志是自蓄，

最大的鼓舞是自惜。

最好的心情是自医，

最好的帮助是自济，

最好的理念是自析，

最好的行程是自履，

最好的觉悟是自启。

宴安怠惰不可学道，

顾是惜非不可谋道,
忧谗畏讥不可向道，

瞻前顾后不可取道，

厚此薄彼不可公道，

争功诿过不可同道，

轻口喜言不可守道，

多疑寡信不可称道，

浮躁褊急不可求道，

徇私鄙吝不可履道。累累累5
（亚方）

□李影

阅读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一

种能力，也是现代社会生活中一个

人获得成功的基础。生存在终身

学习时代的孩子，面对日新月异的

知识信息和价值多元的观念，需要

通过阅读与书不断对话，逐渐学习

独立思考。因此，阅读是他们学习

的基础。

3岁-8岁是人的阅读能力形
成与发展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

培养儿童阅读的习惯，形成其自主

阅读的能力，至关重要。每天家长

可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分层次

地为幼儿选择一些多元化的阅读

材料讲给幼儿听，也可根据幼儿

的阅读水平，让幼儿来穿插故事内

容或续编故事，这样，不仅密切了

亲子关系，还使孩子逐步养成了良

好的阅读习惯。孩子故事听得多

了，看得多了，慢慢地就有了自编

故事的欲望。这时家长应耐心地

听孩子讲述他的小故事，而且也别

忘了对他进步的肯定。有时，家长

讲完一个故事后，也可同孩子交流

一下读后感。交流时家长要注意

倾听，及时帮助孩子引导话题，使

之紧紧围绕主题，这样，不仅可以

加深孩子对内容的理解，也有利于

提高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在早

期阅读活动中，家长应以幼儿感

兴趣的游戏方式引导幼儿自由地

去阅读书籍，并适当地进行复述

故事。在阅读过程中，家长还要根

据实际阅读情况，进一步引导幼儿

观察画面背景，展开丰富的想象，

推测故事情节，理解故事内容等手

段来帮助幼儿掌握基本的阅读技

能，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闲暇时，

家长应多带幼儿去图书馆或书店，

诱导幼儿喜爱阅读的环境。

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

习惯，让他们从小喜欢看书，能使

他们终身受益。幼儿阅读可以是

读书也可以是听故事、看戏，甚至观

察人的表情行为，应当说，生活里处

处都有儿童阅读的机会和阅读的

内容，即学习从阅读开始，阅读从

娃娃开始。�4

书林茶话

本报讯 （记者王聪）近日，

南阳市救助失学青少年志愿者

协会和方城县关工委共同组织

了“城乡共度六一节”走进大山

深处为13所学校建立图书屋捐
书献爱心活动。

此次活动共有 300余名志
愿者和社会爱心人士参加，为

13所学校建立了13个图书屋，

旨在让孩子们读好书、写好字、

做好人。活动共捐献各类图书

3.9万册，价值5.8万元，以及价
值3.5万元的学习、生活用品，并
与13所学校的130名贫困学生
进行一对一帮扶。该协会发起

人20年来与协会志愿者已帮助
4万余名学子圆了求学梦，累计
捐款物4000余万元。�4

本报讯 （通讯员李红亚）

今年以来，内乡县林业部门以

建设林业文化为依托，倡导广

大林业干部参与阅读，亲近

墨香，形成崇尚学习、勤于

读书 、 善 于思考、乐于笔耕

的良好风气，推动学习型机关

建设，努力创新林业文化新模

式。

该 局 通 过 创 办 “ 一 室 ”

“一廊”“一讲堂”文化格局，

积极搭建“书香”阵地，引导

党员干部自觉养成好读书、爱

读书、勤学习的良好习惯，不

断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更好

地服务现代林业建设。�4

播撒爱心 传递书香

参与阅读 沐浴书香

娇俏 王聪 摄

□刘振山

上世纪60年代以来，我数十次进
京，每次都收获满满，很有意义。最难

忘的是这几次：

1997年12月，当时我在社旗县委
工作，和时任省委副书记宋照肃，省委

常委、宣传部长林炎志，市委副书记王

菊梅一起，陪同强自喜先进事迹报告

团一起进京。这是为把强自喜这一典

型推向全国的第二次进京。

强自喜是社旗县城关镇工商所的

一名市场管理员。他几十年如一日，

为广大商户做了许多好事、实事，被誉

为“活雷锋”“当代包公”。由于强自喜

的事迹和精神远远超出了县界境域。

我们此前专程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市

委书记李清彪汇报，并征得他的同意

和支持，在南阳驻京办举行过一次“强

自喜先进事迹新闻发布会”，邀请新华

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经济日报、中国工商报等新

闻界负责人和朋友们与会，他们纷纷

表示强自喜这个先进典型值得在全国

宣传推广。此后，在各级领导的重视

关怀和各级媒体的全方位、深层次、多

视角、大跨度的采访挖掘、铺天盖地宣

传报道下，强自喜的先进事迹真的推

向了全国。

正当全县、全市、全省掀起深入学

习宣传强自喜的高潮之际，中宣部通

知强自喜先进事迹报告团1997年12
月22日到京西宾馆做报告。报告会
前，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刘云山等

与报告团成员亲切交谈并合影。由于

强自喜的事迹特别生动感人，聆听报

告会的 500多名中央和国家机关干
部、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深受教育和

鼓舞，不少人感动地流下了热泪。第

二天，强自喜和其他英模人物一起到

中南海，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副总理李岚清的亲切接见。强

自喜先后被中宣部授予“秉公执法、热

情助人”先进人物，被全国总工会授予

“五一劳动奖章”，并光荣当选为中国

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他是全国工商系统出席党的十五大的

两位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国家工商局

的局长。

1998
年 11月 6

日，我再次进京。当时是和南阳军分

区政治部主任李来征及各县市区人武

部政委等一起，去北京参加“全国国防

后备力量建设战线十佳新闻人物”表

彰大会。这一荣誉是在“市拥军先进

个人”“省拥军十佳书记”的基础上，经

过全国范围自下而上，层层推荐选举

产生出来的。此前，解放军报、中国国

防报、中国民兵，解放军画报分别以

《社旗有杆国防旗》为题，用文字和图

片的形式多次宣传报道我的事迹。会

议由解放军报社、中国国

防报社、中国民兵杂志社

联合在全国科技会堂召

开，我们十佳新闻人物一

起走上领奖台，领了奖牌，

并做了发言，简要介绍了

重视和支持国防后备力量

建设事业的事迹，表示了

再接再厉，更进一步的态

度和决心。当天晚上，与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防部长迟浩田和四

总部首长及与会人员一

起，在八一剧场观看了精

彩的文艺演出；第二天上

午，由军车引领，大家一起

登上天安门城楼，一览天安门城楼的

雄伟和天安门广场四周的壮美景观。

2007年8月2日，我在南阳理工
学院工作，为举办第七次全国冯友兰

哲学思想高层论坛，和学院的同志再

去北京。在北京期间，到北京大学燕

南园57号拜访了宗璞；并听取陈来、
陈战国等知名专家对在南阳理工学院

开好第七次全国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

会的真知灼见，诚邀他们届时到南阳

参加会议。由于此次北京之行做了大

量、细致、扎实、有效的准备工作，2007
年9月20-22日，在南阳理工学院举
办的全国第七次冯友兰学术思想高层

论坛活动，不仅人数多，而且规格高，

影响大，效果好，达到了预期目的，收

到了预期效果。冯友兰研究专业委员

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哲学系

教授胡军称之为“是一次最隆重、最圆

满、最成功、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会议，

开创了理工科院校举办哲学论坛活动

的先河”。

2010年 8月 3日，我再赴北京。
当时是受唐河县主要领导委托，与县

人大的负责同志一起去向全国冯友兰

研究会汇报工作。我们先拜访宗璞，

向她说明唐河县委、县政府拟在县城

建设一处冯友兰纪念馆和2010年9月
在唐河举办全国第九次冯友兰学术研

讨会的来意。宗璞的意见是先恢复祁

仪冯友兰故居，然后再考虑在县城建

设纪念馆。在我们再三说明先县城后

祁仪，分两步实施的意见后，宗璞沉思

一会说："那中呀！"对于举办会议，宗
璞当然是非常高兴和支持的，她立即

给全国冯友兰研究会的几位负责同志

通了电话。第二天我们在北京大学

芍园见到几位会长、副会长、秘书长

时，对方表示要大力支持和届时参

加南阳会议的

态度。这次北

京 之 行 ，为

2010年 8月 20日唐河
冯友兰纪念馆的奠基典礼和如

期竣工，为唐河举办第九次全国

冯友兰学术思想研讨会成功举

办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人才和工作基

础。

北京是祖国的首都，是中国人民

心驰神往的地方。回顾半个多世纪，

一次又一次进京的往事，我的心情不

能平静。一次又一次进京，使我眼界

大开，方向更明；使我信心百倍，满怀

豪情；使我登台出彩，事业有成；使我

广交良师益友，思想境界提升；使我在

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不断砥砺前

行。对于一个家庭贫寒出身农村的孩

子，有如此进京经历和上述业绩，是我

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5

□白均益

家乡的丹江湖畔

曾留下过

春之初的分分秒秒

那时我戴着红领巾

沐浴初升太阳

太平洋般的湖面上

公社的船只白帆飘飘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蓝天碧空烟波浩渺

家乡的丹江湖畔

曾留下仲夏的分分秒秒

那是我少先队员的时光

夏令营少男少女多么热闹

围成一圈敲鼓点 丢手巾

轮着你又是唱歌又是把舞跳

白天看数不清的白鸥

贴着清凌凌的湖面翱翔

家乡的丹江湖畔

当今的“贺知章”回家了

虽处深秋的黄昏

心中却是初冬的拂晓

我中年去过丹麦

知道美人鱼不必骄傲

丑小鸭更不要自卑

这是安徒生童话的功劳

我的电脑上

有各医疗单位对儿童的关爱

还有中外各大媒体

对南阳援非医疗队医治

儿童的特别报道

天真的童年多么美好

纯净的童年多么美好

有包容的世界多么美好

生活在新世代的童年多么

美好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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