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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报告文学创作必须认真倾听社会共
识。所谓社会共识，是指人们从公共价值
系统出发而形成的得到社会普遍认可的是
非评价。这是作品引起读者共鸣的关键。

观点非常正确，但要把准“社会共识”
有时是困难的。因为有一些“社会共识”，是
建立在片面偏颇未见科学的普遍认知上
——一些本身具有极大“话题性”的事物，经
由媒体反复报道、不断渲染以后，其中的某一
面被渐渐放大，继而在人们眼中形成了某种
固有的印象，贴上了“标签”。比如，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2018年初夏，我接到中国作协发来
的“创新报国70年”报告文学选题表，在
一大堆显赫人名和一看就很“高级”的选
题的重围中，一眼就看见夹在其中并不算
显眼的“中科大少年班”，我没有犹豫便选
了它，尽管这个选题并不新鲜——从
1978年开始，每年“开学季”和“毕业季”，
都伴随着媒体争先恐后的报道。从家喻
户晓的“神童班”，到引起一片哗然的“宁
铂出家”事件，再到“揠苗助长”的争议，再
到当下几乎“一头倒”的对“超常教育”的
质疑。如今，在每个“开学季”和“毕业
季”，网络上依然活跃着各种特稿，依靠十
余年来变化不大的话题赚取点击量。“社
会共识”似乎也偏向了舆论的一边。

“你是要去那个专门培养‘神童’的
‘少年科技大学’采访吗？”出行中科大前，
有人这样问我。

我一直是对中科大“少年班”感兴趣
的。我出生于1979年，成长伴随着国家
轰轰烈烈的“四化建设”，眼见周遭一切对
科学教育的渴求。历经挫折的父母纷纷
把希望寄托到孩子身上，“读大学”是显而
易见的一条成才之路，年龄越小越好，家
庭需要，国家需要。所以我深信，中科大

“少年班”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

其后的发展，则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
甚至可以由此探究四十年来我国高等教
育改革历程。我亦深信，自己一定会有新
的发现，因为我要“解密”的，是在现下“社
会共识”之外的一些东西。

我去中科大的时候，适逢60年校庆
也是“少年班”40年，时机确实很妙。收获
的金秋，即将品味校友欢聚的甘美——中
科大的校友，不少是国内顶尖科学家和企
业家，还有成长中的青年才俊。

我采访到很多专家教授，他们谈笑风
生，态度和蔼可亲，但也透着高级知识分子
实事求是的坚持，或者说是执拗。原常务
副校长辛厚文教授在访谈结束后，便行色
匆匆地离开，甚至没等我对他说声谢谢。
待我收拾好访谈资料，追出门，只见一个蹒
跚的身影刚刚从螺旋式的楼梯里消失。他
们，都与中科大的出身和气质相吻合。他
们，培育了众多延续血脉特质的校友。

中科大，其建立初衷就是为“两弹一
星”为核心的现代科学技术培养后备人
才。1958年中科大的诞生，甚至被称为“我
国教育史和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所
大学聚集了当时国内各科技领域的精英泰
斗：钱学森出任中科大力学和力学工程系
主任，华罗庚是应用数学和计算技术系主
任，贝时璋则为生物物理系主任……

中科大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国家的前
途命运主动相连，然而前行之路并不平
坦。1970年，大学从首都北京迁至安徽
合肥，面对师资与硬件、平台的巨大损失，
几乎一切“从零开始”。1978年，全国科
学大会举行，“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深入人
心。百废待兴，人才成了国家发展的关键
问题，“快出人才，早出成果”是举国上下
的共同愿望。同年，中科大创办了国内第
一个少年班，积极探索“超常教育”，为国
家和社会培养少年英才。

一所“超级大学”因为“少年班”重新
“复活”。20世纪80年代，中科大在中国
高校中独领风骚。八九十年代，报考中科
大的省（市、自治区）理科高考状元一度达
到16个。时至今日，“少年班”依然是中
科大的“教学改革试验田”、“特区”，“学生
入校自主选择专业”这一创举也是率先从

“少年班”开始的。四十年来，”少年班学
院”共毕业四千多人。近六年，已有5名

“少年班”校友先后被评为院士，优秀者如
张亚勤、庄小威、钟扬、陈云霁、陈天石兄
弟、尹希、曹原等人。

2018年3月5日，世界顶尖学术期刊
《自然》杂志等不及杂志排版，就在其网站
推出了两篇文章，同时配文评述这一重大
研究成果。两篇关于石墨烯超导的重大
发现，第一作者均为毕业于中科大“少年
班”的曹原。12月18日，《自然》发布了
2018年度科学人物，1996年出生的曹原
登上榜首。紧接着，《人民日报》新媒体工
作室做出特稿《曹原有多牛？》，一时间网
友点赞刷屏。

诚如中科大何昊华老师所说，“少年班
出来的人，不管多大年纪，都有一种属于少
年的活力与朝气，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

访谈让我了解到建班源起的多面性，
以及对富有争议的人物更客观的还原。我
认为，“少年班”，是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对年
轻科技人才的渴求，是近半个世纪前南迁
合肥面临诸多困境的中科大师生对于未来
的抉择和探索，本身并不与任何功名以及

“揠苗助长”的思维挂钩。
更重要的是，“少年班”是对客观存在

的早慧少年“因材施教”的大胆尝试。
在中科大，我见到了“少年班”刚入学

的学生们。有14岁，直接从初二“跳”进大
学校园的小小少年，旁听半年高三课程直
接参加高考得了640多分，精通英语，会拉

小提琴。有“长江学者”的小孩，15岁，记忆
力极好，五六岁翻一遍《人体医学百科》，便
能记下人体206块骨头的名称与位置，初
中时写的东西就常发表在文学刊物上。

生源优良是现今中科大“少年班”的
一大特质。有老师在课堂上做过小调查，
让父母职业为教师或工程师的学生举手，
发现超过70%的“少年班”学生出身于这
样的家庭。

目前，“少年班学院”一个年级约有学
生300人，由三部分组成，分别为最早针
对早慧少年设立的“少年班”，要求考生年
纪在16周岁以下；针对高考成绩优异的
学生、仿照“少年班”模式开办的“教学改
革试点班”，对年纪不设限；以及成立于
2010年，通过先面试后高考录取的创新
试点班，入学年纪放宽至17周岁。传统

“少年班”人数维持在每届50人左右，教
学改革试点班有100余人，人数最多的是
创新试点班，超过200人。传统意义上的

“少年班”，反而成了整个少年班学院人数
最少的群体。现在的“少年班学院”，绝大
多数是15到17岁的学生，这也许出乎大
众的意料。

采访中，“少年班学院”院长陈旸一再
强调：“‘少年班’只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已
经有能力并且准备好上大学的人能到这里
学习。”这大概就是“少年班”的价值所在。

或许应该这样理解，“少年班”是我国
教育改革的产物，是高等教育的“试验
田”。在高等教育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
下，“少年班”探索培养超常人才规律和进
行高等教育改革，通过适当的超常规的教
育，可以早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优才，
无论于国于民，都具有非同寻常的教育价
值和社会意义。这正是我所认知的“社会
共识”。

（作者系重庆市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幺儿乖乖，先吃嘎嘎，再吃菜菜
……”喂幼儿吃饭，总是要又哄又诓的，特
别是遇到了挑食的幼儿，更是威逼利诱全
都要用上。如此费心费力，无他，只是为
了让幼儿吃饱吃好，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利于茁壮成长。

所以说，偏食，不用营养学大师滔滔
不绝地告诉我们，都明白这是不健康的饮
食习惯。

读书是吸取精神食粮，与饮食有类似
之处，如果偏食，同样会造成营养不良。

非常不幸，在阅读上我就患有偏食
症，而且还比较严重。

之所以患上偏食症，并非缘于我有挑
食的毛病，恰恰相反，是因为根本无法挑
食。自识字读书开始，可供阅读的书籍就
十分有限而且品类单一，换句话说，基本
上限定了只能读某一类书，没得挑没得
选。在许多中外名著都被视为毒草列为
禁书，凡谈情说爱和表露个人情绪都被扣
上小资产阶级情调帽子的年代，能够读到
的书，其主题或基调几乎都贯穿着“斗争”
二字：抗日、剿匪、抓特务、抗美援朝……
即使是品类单一的这类书，在当时的穷乡
僻壤，也是极其稀少，难得一读的。记得
读的第一本长篇小说，好像是描写解放战
争的《边城风雪》，是父亲借回来藏在枕头
下，趁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偷出来先睹为
快的。当时读得津津有味，而现在回想
起，故事情节和主人公都已经模糊得没有
一点印象了。随后读的当代小说是《林海
雪原》和《红岩》，偷偷摸摸读的旧小说是
《水浒》和《三侠五义》，偶尔读到的一本国

外小说是《牛氓》，凡此种种，几乎反映的
都是革命、战争以及正邪势不两立的内
容。当然，更多的有关斗争的内容，来自
于翻看的一本本连环画。

精神食粮的稀缺，再加上种类的限
制，闹饥荒和营养失衡，是确定无疑的。
更为严重的是，由此产生的后遗症。读大
学时，可读之书丰富多彩了，除了阅览室
里每月更新的无数文学期刊可以任由翻
阅，图书馆里还有许多中外名著和非名著
可供借阅。如此丰盛的精神食粮，却使我
感到了极大的不适应，就像一个长期啃窝
窝头喝野菜汤的人，突然面对一桌满汉全
席而不知如何下筷子一样。不由得想起了
一个笑话，有一个叫花子畅想若是自己当
了皇帝，馒头一顿要上几大筐，一定要管饱
管够！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另一种贫
穷也扭曲了我的阅读力。尤其是读外国的
小说，感觉异常别扭。非黑即白，不好即
坏，是之前单一的阅读中不知不觉养成的
评价体系，因此，捧读外国小说，读着读着，
常常有意无意地都会用这种二元对立的标
准去硬套多元化的外国小说人物，而往往
又不能简单地对应得上。一旦套不上，是

非好坏判断不准，便感到十分困惑，纠结之
中，不仅影响了阅读的速度，更影响了品味
的享受，有时甚至还感到茫然失措，闷闷不
乐。完全忽略了世界并非对立的黑白两
色，还有中间过度的灰色，甚至五颜六色。
同样人也不是只分好人与坏人两个阵营，
人性不仅复杂而且还多变。

限制越来越少了，可读的书（包括影
视）越来越多了，但是，由于注重情节、迷
恋悬念、喜欢刺激和看重结局的阅读习惯
难以一时改变，对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
爱情小说仍然兴趣不大，很少涉猎；而对
缠绵悱恻、像雾像雨又像风的言情小说，
更是本能地抵触，即便是琼瑶热热得让无
数少男少女如痴如狂，我也没有读过她的
任何一本小说；对家长里短、啰哩啰嗦的
家庭故事自然也不感冒，特别对一句话就
可以讲清楚的非要絮絮叨叨一两集不可，
而且动不动就是七八十集甚至一百多集
的韩剧居然在中国颇有市场，感到极其不
满，痛斥为“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
臭”！课桌上画三八线，谁不小心越过线，
就会遭到对方一肘击；男女生基本不说
话，到了大一的时候，在校园内散步若看

见对面有同班女生走来，仍会低头侧身匆
匆而过，作为缺少爱的滋润与引导的一代
人，内心多的是荒漠，少的是绿洲，焦躁不
安，好勇斗狠，急功近利，柔软细腻被无限
排挤。以致于，到如今闲暇之时看看电视
剧解解闷打发时间，仍将言情剧、宫斗剧、
婆媳剧等排除在收看之外，即使看一些战
争片、谍战片和反恐片，只要看到那些与
情节推进、结果呈现没有多大关系的谈情
说爱的片段，一般都会采用快进的方式直
接跳过。这当然与“戏不够，爱情凑”，某
些编导把爱情当万金油、雪花膏胡乱涂抹
有关。但不可否认，也的确与我在阅读方
面所患的偏食症脱不了干系。如此的偏
颇，很长时间并未引起我的警觉，还自鸣
得意地认为主动屏蔽了那些毫无意义的
东西，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来阅读
有历史感、厚重感、使命感的内容，那才有
内涵，有价值，有养分。

久而久之，偏食症的危害，慢慢地也
显现出来了。从阅读来说，武断地舍弃，
难免有遗珠之憾，错失了一些美好的东
西，领略不到更为丰富的情操与美感；而
从修身养性来讲，不兼容并包，也难以做
到刚柔相济、阴阳调和、从容淡定。所以，
尽管知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想
彻底扭转偏食的习惯，清除痼疾，并没有
那么简单，但尽力补救则是必须的。随着
年岁的增长，心境应该日趋平和，干精火
旺，太过执拗，都不利于身心健康。于是，
近年来开始注意调整，尽可能地撤掉心中
的藩篱，扩大范围，多读些杂书闲书，在风
风火火中增添几分闲情逸致，在生猛刚烈
中注入些柔情似水。就如同如今的餐饮
一样，不能只吃白米饭，还应兼吃五谷杂
粮；不能只吃大鱼大肉，还要多吃蔬菜瓜
果，才营养均衡，有益健康。

（作者系中国眼镜科技杂志总编）

报告文学作家所认知的“社会共识”
——中科大“少年班”采写有感

偏食症

专栏预告：李燕燕的系列散文《创作手记》本期刊发完毕，下期将推出贺芒的专栏《打拼人生》，敬请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