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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
“网上读书会”，
我们推出
“同读一本书”版块，请爱书的读者们与大家分享读书心得。而
“阅读者讲坛”和
“锐话题”继续亮相。
我们的大本营：钱报网论坛
“网上读书会”版块，钱江晚报新浪官方微博，
“钱报读书会”
QQ 群（群号：75547153）。

@

阅读者讲坛

只要你自认有点知识、有点想法、有点口才，只要你对于某一领域或文化现象或作家轶事或史海遗珠有着自己
的独到感悟——欢迎走上“阅读者讲坛”的讲台。报名电话：96068；报名邮箱：qianbaodushuhui@sina.com，随信
请注明个人情况，如仙乡何处、贵庚几许、手机号码外加开讲内容，
婚否就算了，
毕竟我们不是《非诚勿扰》。

杨振宁初中能背《孟子》
你的孩子也能
本报记者 屠晨昕 通讯员 李静洁

“我那个外孙才 3 岁，平时就经常在背唐诗、宋词、
《三字经》了。可是，他不知道自己背了些什么，比如背《三字经》里
‘兄
则友，弟则恭’
，他会问，这些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背这些？我们也答不上来，
这该怎么办呀？
”
12 月 1 日下午，在浙报新大楼裙楼三楼会议室，还没等人到齐，心急的晚报读者阮大姐，就早早地抛给杨海锋一堆问号，
一吐心中积聚多日的疑惑。
可见，杨海锋选择的这个题目——
“孩子该如何阅读国学经典”
，
果然是切中了当今家长们内心的要害。

从小读这些老古董，
脑子会僵化？
13 岁前背诵经典会潜移默化
很多人习惯性地认为，读四书五
经，会让人头脑僵化顽固……
“这真是
天大的误解！”
杨海锋叹道。
“何以王国维这位前清秀才，能读
懂康德、叔本华、尼采……而不读四书
五经、且西学已经东渐了 100 多年后的
我们，却反而对此望而生畏呢？何以像
蔡元培这位前清翰林，
却有着极深的西
学造诣，并开创民主科学风气之先河
呢？”他的解释是：东西方文化，越是高
明的智慧，越是相通，
所谓
“天下同归而
殊途”
。
“他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小受私
塾教育，从小背诵经典。
”他开始滔滔不
绝地举例：巴金 10 岁就能背 10 多万字

的《古文观止》，茅盾竟能背近百万字的
《红楼梦》，
辜鸿铭能背《浮士德》和莎士
比亚 37 部戏……就连物理学家杨振
宁，初中就能背《孟子》全文；数学家苏
步青初一时能用《左传》的笔法写作文
了。
“大人们可能觉得不可思议，那么
多文字孩子记得住吗？可以的。”杨老
师说，孩子 13 岁之前有足够的记忆力
去背诵，其实一点也不困难。
杨海锋认为，理科的学习，必须由
浅入深、循序渐进；
而文科则相反，
必须
一步到位。
“ 可是我们的教育却恰恰相
反。”对小学、幼儿园的奥数班，他斥之
为
“摧残人性”
。

现代生活用不上古文，
读之何用？
学好文言文能让你写出优秀白话文

“小鸭说，
游泳好吗？鸭妈妈说，
水
不深，自己去游吧！于是小鸭学会了游
泳……”杨海锋给大家展示了现在小学
语文教材中要求背诵的课文。
“这些味同嚼蜡的文章，钱穆称之
为‘小猫叫小狗跳’的教育。”在家长们
笑声中，杨老师说：
“到头来除了认识几
个汉字外，心灵空空如也，
只有文字，
没
有精神，却浪费了生命中异常宝贵的一
段时间。”
杨海锋从近代大师与他身边的学生
身上，
发现这样一个规律：
文言文功底好
的人自然能写好白话文，
而只接触白话文
的人则较难以写出优秀的白话文。
“其实，中国人和犹太人曾经有着
相似的教育传统——从小背诵本民族
的经典。”杨海锋告诉大家，犹太人很小

本报记者 李震宇 通讯员 李缪虹 摄

的时候，
母亲就会翻开《圣经》，
在书页上
滴一点蜂蜜，然后让孩子去尝《圣经》上
的蜂蜜。在 13 岁成人仪式以前，
他们要
学完所有犹太教的基础知识，
学习方法
就是配合着旋律反复朗诵，直至背诵。
杨海锋得出结论：
“ 正是一个多世
纪来对自身传统的摒弃和疏离，
致使我
们一个泱泱大国，对世界的原创性贡献
乏善可陈。”
在结束后交流中，
阮大姐的话印证
了杨海锋的观点：
“每天全家吃晚饭前，
孙
子都会坐到他爸爸身边，
一本正经地背诵
‘父子恩、
夫妇从’
……全家其乐融融。这
里面也有《三字经》的一份功劳吧！
”
本期讲坛视频，
大家可在钱报网论
坛“网上读书会”版块上看到，请点击
www.qjwb.com.cn。

第二期主讲人：
姓名：杨海锋 年龄：
34 岁 职业：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教师

锐话题

同读一本书

在这个急速时代的阅读体验中，任何具备公众性的新话题，都可以摆到“锐
话题”这张自由讨论的大桌上来。书虫们，
心动了的话，
赶紧加入我们。

阅读危机时代，
你怎么挑书
第二期的“锐话题”，源于最近作家
张炜受访时所谈到的，全世界今天所共
同面临的阅读危机。
张炜认为，主要是因为提供给我们
的读物太多，似乎到处都是可以读的东
西。如果把这类东西细细阅读和倾听的
话，我们每天的时间不是被填满，而是根
本就不够用。那些想节省时间的慎重一
点的读者，不过是要看一下出版社、媒体
推荐的、名家力推的作品。但即使这样，
时间仍旧远远不够用。
面对这样的阅读危机，大家是如何
选择读物的？有什么特别的窍门和经
验？在 QQ 群和微博里，爱书的钱报读
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杭州墨雅：先看出版社，再看出版
年月，查阅作者简介及书籍目录。出版
社的专业与否直接影响到出版读物的正
规性和严谨性。出版年月和再版次数则
隐含作品的经典指数，跟风性强的读物
经典指数大多不高。一本书的目录是作
者逻辑的检阅和内容的高度精简，目录

中涵盖的信息是我选择读物的重要依
据。
@中化集团应红枫：我们要选择我
们需要的，按照各人的不同需求，尽量精
选。选择书目不可以眉毛胡子一把抓，
更不可以被花里胡哨的书名所迷惑，只
有擦亮眼睛，选中好书，读书才会收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杭州沈宗静：我很推崇乔布斯那
句：做我所爱。读书也一样，读我所爱。
每年保证一本经济方面的，这是理财的
需要；保证一本佛学的，这是心态的需
要；一本养生休闲时尚的杂志。其余的
喜欢什么看什么。
@安吉县安监局朱敏：阅读，要遵从
自己的内心。一部分是经过岁月沉淀的
经典，还有一部分是靠自己的眼光去挑
选的，那些学养丰厚、经历丰富的作者的
书往往不会让我失望。至于流行作家，
挑一本他们的成名作就够了。成名后写
的作品，往往是借助名声得以盛传，不看
也罢。
主持人/本报记者 屠晨昕

首期
“同读一本书”
，
本报记者邀请读者们分享一本好书，
并且交
换各自的读后感。参与方式：
“钱报读书会”
QQ群（75547153）。

《理想丰满》是杯凉白开
这回，我们邀请读者们阅读
房产大佬冯仑的新书《理想丰
满》。
当今，中国人陷入深深的迷
茫——价值观严重丢失；
收入差
距日趋严峻；民营企业遭遇政策
挑战，发展限于瓶颈。当理想丰
满但现实骨感，怎样规划才能让
自己更幸福？冯仑依靠半百人
生的沉淀，深入浅出，亦庄亦谐
地用故事回答了这些问题。而
读者们掩卷沉思，联系眼前实实
在在的现实，妙语连珠。
@林文：与《野蛮生长》相
比，这本书多了些指点江山的
挥斥方遒，少了一点暗夜孤灯
的辗转反侧。
《理想》是一本不
坏的书，但相形之下，
《野蛮》像
个朝气蓬勃的小姑娘，小脸红
扑扑的，没完全发育，但贼拉好
看。如果说《野蛮》是二锅头，
《理想》就是凉白开。
@任迎春：冯仑说，
“ 现在，

男人对家庭的看法改变了，他觉
得从社会上能得到更多家庭不
能给的东西，所以家庭概念在淡
漠。而女人一如既往，
希望从家
庭里得到所有，比如安全、
稳定、
持久快乐、互相扶持等。
”
感觉写得精彩。从中我们
女人应该明白，在男人变得越来
越强大的时候，就是婚姻家庭关
系越来越脆弱的时候。所以，
我
们女人们要清醒，更要坚强。不
要把理想寄托在男人身上，而应
该改变自我，做内心强大的女
人。
@幸福的火鱼：无论是个
人还是社会群体，最初都是有些
理想的。这本书的阅读效果，
不
光在于作者的身影光环，
也不在
于对民营企业发展有多少有用
的指点。在个人创业风行的今
天，光是精神鼓舞这一点，已经
值得推崇。
主持人/本报记者 屠晨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