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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互联网素养：
数字公民成长的必经之路

■雷刚

在 2016 年举行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
式上，互联网传奇人物马云发表了一场演讲，认为
“未来 30 年，属于用好互联网技术的国家、公司和
年轻人”。在日新月异、风云激荡的新科技革命时
代，互联网早就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整个地
球村。国家、公司和年轻人，都在纷纷抢占互联网
高地。日益激烈的互联网竞争，不仅是计算机科学
家之间的竞争，互联网前沿技术的竞争，更是由互
联网知识、互联网经验、互联网思想、互联网态度、
互联网精神等构成的互联网素养的竞争。
梁启超曾说：
“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今日之中国少年，恰逢互联网盛
世，在互联网的“怀抱”下成长，其学习、生活乃至未
来的工作，必定与互联网难分难解。然而，兼容开
放的互联网是泥沙俱下的，它在提供便捷、制造惊
喜的同时，一些负面价值也不断迁移和渗透其间。
如何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切实提升青少年的信息
素养，迫在眉睫，
刻不容缓。
互联网素养是 21 世纪公民生存的必备素养。
正确理解互联网及互联网文化的本质，加速形成自
觉、健康、积极向上、良性循环的互联网意识，在生
活、交友和成长过程中迅速掌握日益丰富的互联网
技能，自觉吸纳现代信息科技知识，助益个人成长，
规避不良影响，培育全面的互联网素养，成为合格
的数字公民，
是时代对青少年的召唤。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信息产业技术革命，高度重
视青少年信息素养培育工作，高度重视为青少年营
造良好的互联网成长环境，不仅大力普及互联网技
术，积极推动互联网与各行各业融合发展，而且将
信息素养提升到青少年核心素养的高度，制定了
《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等法律规章，对培育青
少年的互联网素养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的“青少年互联
网素养”丛书，围绕“互联网素养”与“青少年成长”
两大主题展开，涵盖互联网简史、互联网安全、互联
网文明、互联网心理、互联网文化、互联网交际、互
联网创新创业、互联网学习、互联网传播、互联网素
养等十大话题，是一套精心策划、科学编写，具有系
统性、趣味性的青少年科普读物。
丛书由政治思想教育、心理学、教育学、信息学
等领域的专家编写，涉及广泛，内容丰富。
《互联网
简史:网络的前世今生》以“史海钩沉”
“ 溯源览胜”
“知史明智”
“网事拾遗”
“历史回声”构建板块，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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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互联网素养”
丛书
王仕勇、高雪梅/总主编，
每册定价：
30.00 元
《互联网素养：
21世纪生存必备》，
王仕勇、
张成琳/主编
《互联网安全：
网络信息防火墙》，
王仕勇、刘娴/主编
《互联网文化：
网络世界万花筒》，
王仕勇、魏静/主编
《互联网交际：
我的在线朋友圈》,高雪梅、陈贡芳/主编
《互联网简史：
网络的前世今生》，
王仕勇、张成琳/主编
《互联网文明：
网络行为指南针》，
王仕勇、刘官青/主编
《互联网传播：
我的网络微平台》，
王仕勇、刘娴/主编
《互联网创新创业：
我的创富梦》，
吕厚超/主编
《互联网心理：
网络心理透视镜》，
高雪梅/主编
《互联网学习：
我的在线云课堂》，
曹贵康/主编
（前4种图书已经出版，
其余图书也将在近期陆续出版）
明、计算、连接、英雄、中国、未来为关键词，让历史
变得亲切、鲜活、可触摸，使得看似短暂的互联网简
史有了历史的回声和纵向的参照。
《互联网安全：网
络信息防火墙》将镜头推近，把一个个安全环节放
大，教会青少年朋友如何保护隐私，甄别网友，防范
诈骗，抵制黄毒，远离犯罪。
《互联网文明：网络行为
指南针》从文明的高度观照青少年作为数字公民的
素养养成，以丰富有趣的互联网故事为切入点，全
面解读了《青少年互联网文明公约》。
《互联网心理：
网络心理透视镜》是心理学的前沿之作，为国内少

俯身大地 情漫三峡
◀《远方》
文猛/著
天地出版社
定价:38.00 元
《远方》，是文猛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文猛的散
文，
已渐成自己的风格，有了独特的艺术个性。
《远方》有几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立体切入，
大气磅礴。
做到这点很难。写散文的作家，
大多从报纸副刊
散文起步，
讲究
“切入要小，
挖掘要深”
。第一句容易
做到，
第二句很难做到。原因是：
千字文，
很难写深写
透。文猛的散文，
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书中收
录的《乡村动词》
《走向高原》
《河生》，
是代表作。
要做到立体切入，必须有大胸怀，大气魄，相当
于摄影的全视角。这就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要养成
胸有大气，必须以读、走、思为前提。
阅读《远方》，我读到了作者的气度，作者的胸
襟。这是他阅读和行走及思考的结果。这才养出
了他的大胸怀，大情怀。比如《河生》，就从一条河
的源头开始，
写出它的奔流，
他的跌宕，
它的生命。
二是强烈的生命意识。
这些年读了很多本地作家的散文集。像杨柳的
《窗花》，
吴佳俊的《谁为失去故土的人安魂》，
陶灵的
《川江往事》、李晓的《光阴的背影》、汪渔的《半亩江

——读文猛散文集《远方》

■马卫

湖》。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
有强烈的生命意识。
文猛散文的生命意识，尤其突出。作品中，
“人”是核心，是体现生命意识的主要载体。
《远去的
背二哥》
《给牛多割些青草》
《此生欠娘一声妈》是其
代表作。
《此生欠娘一声妈》读得我泪流满面。我读到
了一个山区妇女的挣扎和坚忍，伤口流血和愈合结
痂。她不仅仅是文猛的“奶子”，也是哺育中华儿女
的乳娘。
作为渝东丘陵地带的农民，生存不易，必须付
出汗与血的代价。就像他家的那头大黄牛，有着蛮
力，勤耕苦做，勇于奉献，直至生命结束还用牛黄贡
献人类。
《给牛多割些青草》里的这头牛彰显出的生
命力，
就是渝东农民的真实写照。
《河生》中的“坟”这章，尤其写得好。写出人的
生命与泥土的辩证关系，写出高亢的生命悲歌。
“我
们看不见自己的坟，但看得见自己的路”这句，会成
为当代格言。
三是浓烈的纪实性。
文猛的散文之所以受到编辑和读者的喜欢，浓
烈的纪实性，
是个重要原因。
也许他曾当过记者，纪实是他最熟练的武器之

见的专门以青少年为对象的互联网心理科普读本，
深入浅出。
《互联网文化：网络世界万花筒》将焦点
一一对准各种网络亚文化，对网络文艺、二次元世
界、审丑恶搞、网络流行语、网络追星、晒客一族等
进行了剖析，让青少年读者学会在谐谑幽默甚至无
厘头的网络亚文化现象中，或“脑洞大开，获得创
意”，或“告别偏信，学会兼听”，或“合理展示，理性
分享”，合理认识光怪陆离的虚拟文化。
《互联网交
际：我的在线朋友圈》从心理学视角剖析网络交际
中的各种有趣话题，如段子手、表情包、游戏公会、
朋友圈、隐私保护、时间管理，揭示其中的心理现
象，让读者在趣味阅读中反思自己的网络交友。
《互
联网创新创业：我的创富梦》关注了互联网时代的
财商培养。如果说课堂是青少年学习的主场，那么
《互联网学习：我的在线云课堂》则将网络学习视为
“客场”，变成了学习效果的“放大器”，教会小读者
如何利用浩瀚的网络学习资源，形成元学习能力。
《互联网传播：我的网络微平台》以信息跃迁的革命
来看待各种自媒体，教会读者做智慧、正义、公允、
客观的传播者。
《互联网素养：21 世纪生存必备》作
为丛书的综合读本，教读者们成为技术达人，学会
文件管理、抢救误删资料、快速盲打、掌握快捷键；
学会利用云盘、电子笔记、图片编辑器；成为搜索高
手，保护隐私，远离谣言，远离网络成瘾。从整体上
来看，丛书选题用心，文字畅达，图文并茂，话题丰
富，
视角多元，
紧紧贴合了青少年的阅读需求。
开卷有益，在众声喧哗的互联网时代，让我们
通过优秀图书的阅读分享，普及互联网知识，互相
砥砺，
来一场互联网知识旅行吧！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新书
《新冠肺炎疫情下法律适用指引及案例》，重庆
市司法局/编，
定价：
32.80 元
《新冠肺炎疫情下法律风险解读及实务参考》，
重庆市司法局/编，
定价：
56.00 元
《新冠肺炎医务人员心理防护手册》，冯正直、
张 远 军/主 审 ，杨 国 愉/主 编 ，贺 英/副 主 编 ，定 价 ：
20.00 元
《疫情中的心理关爱手册》，黄泽文、陈红/主
编，
定价：25.00 元

一。书中的《寻井启示》
《天地之间一书房》
《三峡清
漂人》是代表作。
井是乡村生存的基本条件，
井是家村的标识。
因此古往今来写井的文章，
汗牛充栋。而文猛写
出新意，就一招：纪实。写了村里几口井的开挖、使
用、废弃，
也就写出了社会变迁。这篇还有深深的忧
患，
道出现实的无奈，
以及时代变革中人们必须忍受
的苦难。
《三峡清漂》这个选题真好，写出了三峡人的奉
献精神。读来亲切自然，绝无造作之痕。刘古军和
他的父亲，是当代三峡人的代表，是母亲河长江的
守护神。
一个改革的时代，一个变迁的时代，作家应记
录并思考，
肩负起自己的责任。
四是浓郁的地域色彩。
这也是我特别喜欢文猛散文的地方。文猛是
处处留心，事事留意，从每个词，到每片景，每首民
谣，每株植物，都精心安排。所以读他的散文，就读
到了三峡地区的山岩沟河，猪牛羊狗，树草花藤，美
食美味，
恋爱生死。
文猛散文的地域文化，
大致从这几点切入——
用方言。比如
“奶子”
，
是本地妈的别称。
用民间故事、传说。如《潭獐峡，绝版的穿越》
等篇目中。
用民歌，这个太多，书中三分之一的篇什都引
用了民歌，
这已成为文猛散文的一大标识。
《远方》还有很多特点，比如情感饱满、用词质
朴、风趣幽默等等，总之这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值
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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