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高等教育日渐普及的当代社会，评判一个
人的社会价值，最理想的是既有良好的学历，又
有超强的能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拥有
本科、硕士、博士等闪光学历的人逐渐增多，但
是，在工作实践中的能力，却不一定与高学历对
等。因为在校学习，只是悠悠岁月中的一个阶
段，而后天的潜心苦读和倾力拼搏更为重要。所
以，客观正确地评判一个人的社会价值，应该是
不唯学历，尤其看重能力。

在我国星汉灿烂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少幼
时贫困、少年坎坷、青年漂泊的有志人才，

虽然学历不高，但眼界高

远，不惧艰辛，以持之以恒、百折不挠的努力，积淀
了厚重的学识，凝成了杰出的创见，登上了名校的
讲坛，完成了不凡的著述，在学术、文化、科技领域
终成一代楷模。

青年学者、作家张建安以梁漱溟、钱穆、沈从
文、金克木、华罗庚五位名人的人生经历为素材，
经过广泛深入地勾沉，视角独特地剖析，畅达活泼
地评述，犀利睿智地论证，完成了新著《低学历的
五大师》，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开篇短短的引子“五位神奇老人”行文就非同
一般，先概括地介绍了他们最高也仅仅是初中毕
业，但为什么如此的“低学历”，却成为了举世公认
中国顶尖的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语言学家、科
学家？下面是一连串的发问：他们为什么能够成
功？他们是靠什么成功的？内因是什么？外因是
什么？……

作者将全书内容分为“年老时”“年少时”“家
庭影响”“学校教育”“自学之路”“如何成为大学老
师”“教学与讲学”“对学历和教育的态度”“著述”

“文化界对五大师的评价”十章，最后的“附录”，列
举了多位知识界名流对于学历、能力、教育等问题
的看法。作者将五个人物传奇经历的相近与不
同，用夹叙夹议旁征博引的方式，有序有机有趣地
归纳并串连起来，既有故事陈述的娓娓动听，又有
哲理探寻的举一反三，还有同仁学子的追忆定评，
一反某些传记的四平八稳平铺直叙。

梁漱溟自称年幼“呆笨”，上中学时，因长他两
岁的郭姓同学才思敏捷，竟被他尊为老师，其学习
笔记被梁漱溟恭敬地抄在本本里，封面上署“郭师
语录”。而经过后天刻苦地自学，靠一篇涉猎广泛
学理深邃的“究元决疑论”，被蔡元培力邀成为北
大哲学教师，后来，又完成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等名著。钱穆原来只是任教于小学、中学的老师，
经过刻苦的自学，靠一本《先秦诸子系年》专著，让
学界大儒顾颉刚慧眼识珠，成为了大学历史教
授。晚年双目近盲，以顽强毅力，用八年时间完成
《师友杂忆》《晚学盲言》近百万字巨著。十八岁的
沈从文初到北平时，住在“窄而霉的小斋”，吃饭常
需友人接济，最初投稿“连标点符号都搞不清 ”，
但经过刻苦的自学，创作了日益成熟的诗歌、散
文、小说、戏剧及《边城》《湘行散记》《中国陶瓷史》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名著。作为大学教师，也
作出了非凡的贡献。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家境困
难，上了不收学费的“中华职业学校”，但饭费没有
着落，只能中途退学。在帮助父亲照料小生意的
同时，刻苦自学，悟透了一系列逻辑推理，在恩师
和友人的帮助下，终于有了转机，陆续在科研与大
学讲坛取得了丰硕成果。金克木虽然只读过小
学，但由于他以好奇与激情为动力，从熟悉英语内
容入手，结合工具书的查阅，很轻松地掌握了英、
法、德、梵、俄、拉丁等外语，他在图书馆任馆员时，
甚至细心地通过汇集读者的借书单，熟悉了某些
版本类别，拓宽了知识面。由于刻苦自学，法国学
者专著《大学初级法文》的序言中，赫然写着金克
木对此书的贡献。此后，金克木应邀陆续在多所
大学任教。

以上所述，仅用一两例显示了从低学历到高成
就的极大反差，联想到我自身，当年考入798厂时也
仅有初中学历，由于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一直坚持自
学。结束了二十年的工厂生活，调到中国科学出版社
以后，经常出入图书馆，并到中央工艺美院听课，在不
断地潜心实践中积淀了较为扎实的专业基础，在平
面设计和艺术评论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多年来，
设计作品入选全国展、散文入选中学课本……虽
然我的学识修养尚有诸多不足，但我深信，坚持自
学确实是无数人的成才之路。

作者：鹿耀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术副编
审，北京美协会员，中国公关书画艺委会委员，中
国工艺美术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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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如此多
娇》是一部长篇报告
文学，是作家欧阳黔
森对新时代精准脱
贫工作及时而准确
的书写。此书全面
真实地再现了贵州
人民在历届党委、政
府 带 领 下 ，矢 志 不
渝、砥砺前行、奋发
有为的光辉历程。

好书 荐读

书边 小札

书 香

▶《靠山》是作家铁
流创作的纪实文学作
品，全景式地呈现了革
命年代尤其是抗日和解
放战争时期人民群众踊
跃支前的动人场面。
作者自2007年3月开
始，采访了战争年代尤
其是抗日和解放战争
的支前模范和他们的后
人达数百人，记录笔记
上千万字，搜集资料上
亿字，很多史料、情节
和场面都是首次披露。

——《低学历的五大师》读后感

独 特 的 励 志 书

一个书店就是一座城市，我们的精神自
我居住其中。坐落于朝阳区北化机园区的熹
阅堂就是这样一方可以寓居精神的“自留
地”。

熹阅堂面积近 4 千平方米，是一处集
借阅、阅读、观展和咖啡、烘焙为一体的多
功能城市书屋。熹阅堂承接了朝阳区图书
馆积淀的丰富图书典藏，涵盖哲学、社科、
文学、艺术、经管、历史等近 4万册图书，不
仅能免费借阅，还能和朝阳区图书馆实现
通借通还。

在熹阅堂，自习的学生，阅读绘本的小朋
友，办公、会友的商务人士，结伴而来的老年
人，各有自己的一片天地，融洽而自得。

一进门，映入眼帘的便是那条代表知识
之路、希望之路、智慧之路的白色螺旋楼梯，
随着读者的步伐，依次点亮，好似缓缓展开
的书卷，因为攀登，打开了一条通往书山的
路。

走进之后便是一层的图书综合区，分为
阅读区、儿童阅读区、书籍和文创产品售卖
区、餐饮区。和其他书店不同，在熹阅堂除了
书籍之外，还设计了各式各样的阅读座位。
旋转楼梯后方位置幽静，适合自习和看书。
餐饮区旁边的靠窗小沙发，适合处理文案，或
者小声谈事。假如你选择落地窗边看书，那
么窗外的阳光透射到书本的字里行间，阅读，
就变成了一道风景。

阅读累了也不怕，藏在一层角落的牛角
村、星巴克是读书人的能量补给站，读书之余
还可以享受到美味的咖啡和面包，让身体和
精神都得到富足。

地下一层是风格自然质朴的借阅区，原
木色的桌椅和书架、明暗相间的采光，让人沉
醉在浓郁的文艺气息中，甘心做几个小时纯
粹的阅读者。

二层是艺术空间，平时会举办文化展览
和艺术沙龙，展出雕塑、摄影、绘画作品等，让
人们在阅读中享受精神愉悦的同时，也给眼
睛放个假，享受一场艺术盛宴。

书籍、艺术品伴着咖啡、烘焙香气，相
信来到这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学生
还是白领、商务人士，都能有不一样的精
神享受。

董文辉/文 爱工厂推广部/供图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爱好，有的爱唱
歌，有的爱画画，我的爱好是看书。各
种各样的书给我带来很多欢乐，我房间
的书柜摆得满满当当，每一本我都爱不
释手。

最近我经常看的书是《丁丁历险
记》，这套书一共有22本，讲述了记者丁
丁和他的好朋友阿道克船长、小狗米卢
一起冒险的故事。他们乘坐天狼星号去

寻找海底宝藏、去雪山营救因飞机失事
而失踪的朋友、去神秘的黑岛抓捕假钞
制造者……每个故事都充满了惊险、刺
激，但勇敢又聪明的丁丁每次都能化险
为夷，顺利凯旋，我觉得他非常厉害。每
次读《丁丁历险记》，我都沉浸其中，妈妈
叫我吃饭我都听不见，就连刷牙的时候
我也拿着它，生怕错过惊险的环节。

除了故事类的书，科学知识类的书
我也非常喜欢。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妈
妈给我买了一套《有趣的物理》，是用有
趣的故事讲物理知识。比如其中的《超
级犯人抓捕行动》，讲的是任性国王因为
跳蹦床摔了下来，就下令抓捕弹力，结果
失去了弹力的小人国不能踢足球了，不
能骑自行车了，床也变得硬邦邦的，最后
任性国王不得不停止了抓捕行动，有趣
极了。上了四年级，我又有了新的科学
书籍——《新科技驾到》，里面全是最新
的科学技术，比如量子物理、人造卫星、

人工智能、火星车等等，这让我觉得科学
家非常厉害，他们能让先进的科学技术
为我们的生活服务，让我们的生活变得
更美好。

你知道吗？书不全都是一页一页
的，还有立体书呢！我有一本《打开故
宫》，展开后有 5米长，故宫中轴线上的
各个主要宫殿都呈现在眼前，午门、太和
门、乾清宫、御花园、神武门、景山，每一
处还有小机关可以打开，不仅可以了解
故宫的历史知识还能看到真实的模样，
读了这本书就跟游览了故宫一样，特别
有趣。

我家的书还有很多，《城市是怎样运
行的》《思考世界的孩子》《米小圈上学
记》等等，这些书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再
看一遍，每次都有新的收获。书就像我
的好朋友，我希望我能读更多的书，认识
更多的好朋友。

作者：曹艺腾 东坝地区四年级学生

冬日的周末，趁着午后的暖阳，坐
在家中的飘窗上，一边煮着茶，一边翻
看着书，最是惬意。

我出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北
京，那时家里并不富裕，没什么钱去买
书。最早爱上阅读是就读初中时。我
所在的学校正是那所众人羡慕而又著
名的北京市鲁迅中学——原国立北平
女子师范大学。鲁迅先生曾在此任
教。校园中文学氛围浓郁，有一个幽静
的小院，院内设有阅览室和图书室，学
生可以在此借阅图书。这使我有机会
徜徉在书的海洋，特别是鲁迅先生的著
作《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记念刘和珍
君》《少年闰土》等，里面的一些话语或
授人以哲理，或给人以力量，如“希望是
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
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
也便成了路”，还有那句口熟能详的“真
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
正视淋漓的鲜血”等等。从此，我便深
深地迷上了读书。

随着人生阅历的不断增长，所读的
书种类也随着而转变。大学后开始对
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唐诗三百首》
《宋词三百首》《纳兰词》《历代辞赋鉴赏
辞典》《笠翁对韵》等长伴左右。古诗词
造词遣句的精妙，富有乐感的格律都让
我深醉其中。见到落霞可感叹“落霞与
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见到秋景

想到那句“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当
失去自信时会用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
复来”鼓励自己。熟读诗词不仅能在与朋友聚会聊天
时妙语连珠，写材料时也能为文稿增色不少。

之后，鉴于工作的需要和个人兴趣，我对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礼记》《论语》《史记》等书
又成为近几年案头的宠儿。书中浸透的传统文化蕴含
着“仁、义、礼、智、信”的处世思想，承载着“大道之行，
天下为公”的社会大同理想，“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爱国精神和责任，“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为人涉世之
道，“革弊鼎新，与时俱进”的改革创新精神，以及“地势
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宽厚包容之德……

胭脂水粉是对面容的呵护，而读书之于我们，是
对心灵的滋养，对个人气质的培养和对谈吐的装饰，
让我们于万千众生之中独具优雅的气质。英国著名
作家培根的《论读书》中提到“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
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论理学使人庄
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让
我们与书为友，博览世界，穿越古今，与圣贤对话，重拾
碎片中的生活。

作者：徐颖 区民政系统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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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 书童 我 读 书 ，我 快 乐

▶《海边春秋》
是作家陈毅达创作
的长篇小说，作品围
绕蓝波国际项目与
蓝港村整体搬迁的
矛盾和破解展开叙
事，在“一带一路”
背景中深入海岛村
民生活，体现了新时
代现实及人物成长
的斑斓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