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作家和他的乡村朋友》

人脸上的晨昏最是惊心动魄；野马镇悲喜故事集；基层扶贫
七百多个真实日夜。

在乎他人的看法，是因为期待被认可、被赞同、被喜爱，但
这样容易受伤，“他人意见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不在乎的勇气》

《唐朝人的日常生活》

衣食住行，文化娱乐，宫廷乡野，中外交流，一本实用好看
的“唐朝生活指南”。

宋史，一场 5个宰相与 1个皇帝贯穿 26年的权力游戏，隐
藏中国人才能读懂的成大事的心法。

《君臣：士大夫政治下的权力场》

西 窗 烛

怡怡书院

《弟兄》文眼就是一个字：钱。在小
说开头，秦益堂抽着水烟说：“老三说，老
五折在公债票上的钱是不能开公账的，
应该自己赔出来。”这句话在文末又出现
一次，与沛君的心境形成照应。秦益堂
第一次抱怨兄弟的贪婪时，沛君“慷慨地
从破的躺椅上站起来”，两眼“慈爱”地闪
烁。他的劝告也值得十分的玩味，“我真
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斤斤计较，岂
不是横竖都一样”。中国有一句古话“亲
兄弟明算账”，从家庭经济的角度看，老
三的抱怨合情合理，而沛君的劝告不过
是空洞的道德感在虚张声势。

表面上赞颂了沛君和他的兄弟之
间“鹡鸰在原”的手足情谊，但是从沛君
的言行缝隙里，沛君的自私、精明表现得
淋漓尽致。与其说沛君是道德模范，不
如说是以邻为壑的虚伪世界孕育出的人
格分裂者。

其一，知晓猩红热的流行时，沛君在
办公室大声呼唤，向着同事宣布自己请
的是“第一个有名而价贵的医生”，虽然
后文证明普大夫是个庸医，中医白问山
却诊断得细致而严谨。滑稽的对比意味
深长，沛君因为偏见和脸面葬送了兄弟
靖甫的生命。

其二，沛君冠冕堂皇地发出“兄弟
之间财务共享”的论调，但是细想之后，

却令人哂然。沛君在公益局工作，表面
上工作体面，但鲁迅浓墨重彩地描绘着
他的工作环境，“虽然一切也还是他曾
经看惯的东西：断了的衣钩，缺口的唾
壶，杂乱而尘封的案卷，折足的破躺椅，
坐在躺椅上捧着水烟筒咳嗽而且摇头
叹气的秦益堂……”，沛君每日的工作
不过闲聊,“公益局一向无公可办，几个
办事员在办公室里照例的谈家务。”他
只需每日慷慨地发表“兄弟为睦，家庭
和谐”的言论。而他的兄弟则“一礼拜
十八点钟功课，外加九十三本作文，简
直忙不过来。”沛君在只言片语中，泄露
了他对兄弟的轻视，“这几天可是请假
了，身热，大概是受了一点寒”，是否真
的是只“受了一点寒”呢？当沛君走入
兄弟的卧室，发现他的额头已经“热得
炙手”靖甫不仅发热，而且发喘。

靖甫的信，成了沛君罔顾手足的另
一重罪证。在病重之时，靖甫的两道眼
光“异样地凄怆地发闪”，他开口询问

“信吗？”这封信——《Sesame and Lil⁃
ies》原来是他谋生的饭碗，他想译了书，
到文化书馆去换一点钱。对比沛君平
日轻松无聊的工作，读者绝不会想到两
人的家境已经窘迫到了如此程度。更
令人心酸的是，两人共有五个孩子需要
上学，直到靖甫病入膏肓，沛君才冷静

心神，从“鹡鸰在原”的虚空之中清醒过
来。靖甫为自己搭建的空中楼阁即将
坍塌，而没有了靖甫的奋力工作，自己
的生活将陷入难以维系的窘境。这与
开头的“我真不解自家的弟兄何必这样
斤斤计较，岂不是横竖都一样”两相对
比，形成绝佳的讽刺。

其三，文中有几个可怖的片段，“荷
生满脸是血，哭着进来了。”“靖甫也正是
这样地躺着，但却是一个死尸。”他深知
自己不过是一个言语上的巨人，行动上
的矮子，没有勇气没有担当足以承担起
整个家庭的收入，但是社会舆论的压力
和一双双不怀好意的，像狼一样“迟钝又
锋利”的眼睛，让他对一切不符合礼制的
想法感到恐惧。梦反映了潜意识中的恐
惧和压迫感，满脸是血的孩子、“神堂”、
前来声讨的人们，无疑构成了他内心最
深难以抑制的恐惧，这种恐惧一直蔓延
着，足以压倒一切可感可知的人性。从
表面上看，这是一部讲兄弟之情的小说，
但是它的内核讲述着人性堕落，讲述着
在礼制的桎梏中，人性逐渐僵硬、坏死。

其四，也是小说最为隐晦的一点，靖
甫去哪了？鲁迅并没有明确地交代靖甫
的结局。从靖甫的话里，似乎还有一种
乐观的意味，“等我好起来……”。

文章的最后一段，是有一些蹊跷之

处的。这一天沛君到班的时间很晚，快
要下午了，“沛君也仿佛觉得这办公室和
同事都和昨天有些两样，生疏了。”心理
学上把这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称之为

“精神疲劳”，是指由脑力劳动繁重、神经
系统紧张程度过高或长时间从事单调、
厌烦的工作而引起的精神疲怠现象。他
似乎在等待着什么，“望见听差的送进一
件公文来，便迎上去接在手里”，看到了

“公民郝上善等”的呈件，东郊倒毙了一
具无名男尸。种种迹象表明，这具无名
男尸，就是靖甫的遗体。靖甫终是死了，
而沛君为了省下一笔丧葬费，想到了一
个非常“经济”的手段，利用公益局的职
务之便埋葬自己的兄弟。虽然鲁迅一向
反对大殓，《孤独者》一文详尽地描述了
形式主义的丧葬对亲情的践踏，但是亲
手将自己的兄弟抛尸荒野构成本文荒唐
的顶峰，在瘴气迷漫的云雾里，每个健康
的人都是小丑，都像沛君的“绿绣斑斓的
墨盒”，从内心里开始生锈，像毒蛇一样
吐着鲜红的信子，令人不寒而栗。

一个完全依赖道德而运转的社会
是缺乏人性的，而鲁迅像一个引路
人，带领读者从远到近，让我们看到
了显微镜下的道德社会是一个恐怖
的人间地狱，一个为了钱相互蚕食的
原始世界。

亲 情 之 死
—— 读《弟 兄》

□ 关立蓉

溢溢香亭

散散珠杂玑

2021年9月1日，是全国“双减”政策
的启动日。“双减”新规不仅可以彻底改变

“书包太重压弯了背脊，考试太多束缚了
童心，培训太多触发了叛逆”的现象，还可
以化解新形势下“阅读教育的盲点、痛点
和难点”。因此，“双减”新规也为推进儿
童阅读提供了新的支撑。

少儿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
“少年强则国强”。“坚持少儿优先保障重
点”是《全民阅读“十三五”时期发展规划》
提出的基本原则，“从小培育阅读兴趣、阅
读习惯、阅读能力”更是大势所趋。“要通
过提倡自主阅读，让孩子们建构自己的
知识体系以更好地成长。”这里的自主阅
读，即“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对学习内容和
学习过程具有自觉的意识和良好的兴趣
的”儿童成长型主题阅读。要通过提倡
自主阅读，培养孩子们良好的学习素养，
这也将成为孩子们成长中生命的底色。

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
能化媒体的更新迭代，儿童成长型主题
阅读的内容与方式正在发生越来越深刻

的变化。尤其是在“双减”新政新规前提
下，如何才能加快将孩子们阅读重心从

“实用性转向对阅读的理解与欣赏上”的
深化推进 ，真正做到“阅读是最好的教
育”。我想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倡导、推动童心与天性的“双回
归”。童心的回归，就是通过主题阅读，让
孩子保持一颗天真无暇、快乐的本性；天
性的回归，就是通过主题阅读，把孩子的
身心成长提升到可以自我照顾、家长呵
护、社会护航、政府保护这样一种健康的
四级网络的培育环境。

二是加快儿童在“寓教于乐”、“寓读
于乐”、“寓学于乐”中养成良好的习惯。
在“双回归”中实现孩子们想读、爱读、乐
读、勤读、精读、深读，甚至养成一种博览
群书、孜孜不倦，“像海绵吸水一样学习
知识”的良好习惯。真正让孩子们感受
到阅读带来的快乐。要通过与主题阅
读、启发性思考、多元化教学、主题性活
动、新媒体新传播融合几个方面的实施，
来进一步化解儿童成长型主题阅读中的

盲点、痛点和难点，促进孩子们身心健康
地成长。

儿童主题阅读可以采取以下对策：
一是推进与主题性阅读的融合。广

为传颂的“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
会吟”，充分强调了阅读对写作的重要
性。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哈佛大学图书
馆馆长罗伯特·达恩顿，在《阅读的未来》
一书中描述的18 世纪人们想象的“文人
共和国”里，公民身份有两个主要属性，即
写与读，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这两件事成
为其中一员。从热爱阅读到热爱写作，
再到更加热爱阅读的模式循环，让读和
写成为生活的日常，成为人的基本属性。

二是推进与启发性思考的融合。具
体包括：在设定的主题引领下，鼓励孩子
们实现自创性、发散型思维的阅读，提倡
无拘无束的想象和思考；围绕主题，但不
受题材、体裁、甚至篇幅、字数的限制，鼓
励孩子们自拟题目，使用自己个性的语
言，写出独特的阅读感受，并及时予以正
向强化鼓励。

三是加快推进与多元化教学的融
合。必须以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为本，教
是为了学，学是为了会，会是为了用，从而
真正实现“寓教于乐”、“寓读于乐”、“寓学
于乐”的目的。

四是推进与主题性活动的融合。如
通过读一读、写一写、画一画、游戏互动等
多种形式的活动培养孩子们的趣味意
识，将日常生活行为融入到孩子们的学
习和趣味活动中。还可通过体育、文艺
表演、春游秋游、书法、绘画、参观等各种
各样的主题性活动，嵌入、植入、结合、融
合到孩子们的阅读学习中。

五是推进与新媒体新传播的融合。
儿童既是传统阅读的新生代，更是新媒
体新阅读的新生代。要科学地引领他们
的主题阅读，让有利于孩子们健康成长
的文字、图片、声音、色彩等诸多媒介构成
的丰富多彩的主题阅读新课本，带给他
们更新、更真、更善、更美的阅读体验。在

“双减”新要求全面实施的情况下，让祖国
的民族之花绽放更加灿烂的生命之光。

孝不能等是许多有孝心之人，因在
父母等长辈在世时自己尽孝不够而悔
悟的肺腑之言。许多人切身感受了长
辈对自己的养育之恩，的确怀有心愿：

“等自己有了时间，等自己有了足够多
的钱即孝敬老人”。可是，许多老人没
有等到你有时间、你有钱时，就因疾病、
灾祸等突然离去。常听得许多人说，自

己的心愿要带父母旅游，要带父母进城
享受，要给父母买件象样的衣服、鞋
子。可是，忙于事务的子女，忙于小家
庭建设的子女，甚至有忙于自己玩乐的
子女，在老人实然离去时傻眼了：“我们
想做的事还没有来得及做啊”。

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然规律。2021
年有专家调研后发现，当今国人能活到

60岁的约有 83％，能活到 70岁的约有
44％，能活到 80岁的约有 18％，能活到
90岁的约有1％，能活到90岁以上的仅
有 0.6％左右。中国长寿之乡如东，最
新数据能活到 100 岁的老人，也只有
1.691／万啊！

所以说：时光飞逝，时不我待。父
母幸在快尽孝，莫留遗憾悔一生。

在老龄化突出的如东县，许多家庭
子女在外，孝敬的事还在等着，可能等
来的就是遗憾和后悔。

“孝不能等”是民间约定的成语。
在中华孝道文化中感悟的人越来越多，
它定会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俗成之语。

（潘金环）

如东人喜欢的哲理成语（4）

大势所趋出自宋·陈亮《上孝宗皇
帝第三书》：“天下大势之所趋，非人力
之所能移也。”大势：指整个局势。整个
局势发展的趋向。

哲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所谓
大势所趋，即形势的发展有它自身的客
观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真理

是不可动摇的。
千百年的“扶海洲”，沧海桑田早已

沙洲变沃土，近代的如东更加是蓬勃发
展。能源是人类发展的根基，全世界各
国对新能源的规划，在资源捉襟见肘的
今天，新能源的发展，已是大势所趋。

随着国家的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为

实现国家“30·60碳达峰和碳中和”重要
绿色能源发展方向，作为“全国海上风
电第一县”依托独特的海洋和风能资
源，如东已把“绿色能源新城”建设确立
为县域发展的优先战略。未来的如东
是繁荣的，人民更加的安居乐业，祖国
更加的繁荣富强！

所谓识天下大势，知天下大势所
趋，顺势而为。《旧唐书·魏徵传》中李世
民道：“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
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
失。”我们要知道重要的不是你在一条
路上跑得比别人快，而是在于你选择的
是一条正确的路。 （徐菁）

孝不能等

大势所趋

没有党，哪有国？没有国，哪有家？
饮甘泉，思泉源，创大业，跟党走。

（纪美红）

共产党，胜爹娘，党培养，我成长。
玉不琢，不成器，党的恩，永牢记。

（郭必娟）

共产党，指航向，为人民，求解放，
记初心，砥砺行，国强盛，谱新章。

（凌美云）

忆党史，眼界宽，弥久坚，初心磐。
精神谱，必修课，继伟业，跟党走。

（陈少山）
百年党，践初心，风华茂，担使命。
忠于党，坚信念，鱼水情，报涌泉。

（张乃扬）

共产党，像太阳，穷苦人，得解放。
百年史，创辉煌，全天下，美名扬。

（孙金萍）

共产党，是救星，帮穷人，翻了身。
党培养，我成长，永跟党，创辉煌。

（陈凤飞）

党光辉，照人心，历艰难，为人民。

创新业，看如今，奔小康，日月新。
（苏平）

伟大党，为民众，铸丰碑，百年梦。
总书记，站高位，深谋略，蓝图绘。

（曹福全）

学党史，知党恩，为人民，是党魂。
党为民，谋幸福，我奋斗，强中国。

（张新文）

党诞生，民翻身，百年路，记征尘。
现代化，新征程，跟党走，事必

成。
（毛蓉英）

习近平，新领袖，继传统，领致富。
强起来，党政路，新时代，迈大步。

（林爱霞）
伟大党，卓越功，百年路，显峥嵘。
铭初心，为大众，负使命，中国梦。

（周俊志）

共产党，引路人，百年路，伟业成。
人民富，国家强，党恩情，永不忘。

（陈军）

何家灶，海防团，党武装，威振寰。
渡江战，凯旋还，党引导，伟业传。

（陈皓）

大众哲语三字言（34）

忆党史 颂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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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背景下儿童成长型主题阅读的思考
□ 缪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