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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神生活树立坐标
) ) ) 关于书评导向的若干见解
高景轩
摘 要

文化在不断积累, 也在不断淘汰。读者与图书需要沟通, 书评则在二

者间架起桥梁。书评导向担负着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 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任。
它凭借人类精神生活的轨迹履痕, 巧妙地设计精神文明建设的价值结构, 引导图书
出版和利用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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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从属于社会舆论, 书评则是舆论导

对性地开展文化分析活动, 择优汰劣, 滤除

向的一部分。出版业发达的国家, 对书评导
向都比较重视。美国 5纽约时报6 的书评专

文化垃圾, 用最有效的方式推荐优秀图书,
对读者产生积极影响。书评导向的社会文化

栏, 在美国人的精神生活中撑起一面 旗帜。

意义, 主要表现在引导和筛选两个方面。

就我国的情况而言, 随着出版业的繁荣, 人
们对书评也日益重视起来。书评导向不仅在

书评中的抑扬褒贬, 不是从个人好恶出
发, 而是从大处着眼, 从图书的社会效益来

推荐和宣传好书方面发挥着应有的作用, 而
且在批评和抵制坏书方面也取得明显的效果。

考虑。对于有益 社会的 图书加以 肯定和赞
扬, 就是宏扬正气, 引导文化朝健康的方向

一、书评导向的意义

发展。在这一方面, 国家的文化政策固然重
要, 书评导向的力量也不可忽视。除了向读

书评对文化的发展能施以正面的引导, 对
出版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很大的意义。
它通过对图书的正确分析和判断, 引导图书出
版发行和利用的走向, 为读者提供识别图书质

者推荐好书, 扩大好书的影响外, 书评对读
者的引导更为具体深入, 也更有说服力。
文化在不断积累, 也在不断淘汰。古书
之所以耐人咀嚼, 是因经过了历史的沉淀和
筛选。当代图书缺少这一过程因而显得不够

量的标准, 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氛围。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 文化在全球范围

精纯, 但是历史淘汰又需要很长的时间。我
们如能掌握好书评这一工具, 在加快筛选节

内的广泛交流, 形成各种社会刺激和不同学
科庞杂影响的人文环境。书评导向能够有针

奏的同时, 也可以减少筛选失当的干扰, 吹
落枯叶, 使健康的新芽成长起来。书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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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抵制殖民文化的侵蚀, 积极吸取人类文明
中一切有益的东西, 从而增强民族自尊心和

设的价值结构, 以审美批评的力量和价值为
精神文明实践导航。

自信心方面, 其贡献也不可小觑。书评导向
只是文化大系统中的一个小元件, 却对文化
的结构与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对于从属
于这个系统的出版工作来说, 书评导向所能

二、书评导向的特点
书评的目的在于开发信息资源, 传播科

显示的意义就更大。

学文化知识, 书评导向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它

书评是出版工作的一种信息反馈, 对于
改进出版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评

的信息性。图书本身就是信息载体, 解决任
何问题都要有相应的信息, 然而信息也并非

价好书的目的, 就是让更多的读者来读好书,

搜集得越多越好。过多、杂乱无序的信息,

扩大图书和出版社的社会影响, 亦是对出版

反而会干扰有用信息顺利准确地运用。这就

工作的有力技持。有些好书发行量不大, 即
使做了广告也收益甚微。书评导向却能解决

要求人们遵循适度原则, 根据确定的目的筛
选信息的收藏范围。要利用信息, 提出解决

这一问题。使好书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益,

问题的方法, 必须对信息进行分析和鉴别。

即是书评导向对出版工作的扶持意义。
出版工作要端正业务方向, 就要有全面

书评导向成功与否, 其信息的包容量则是主
要的尺度之一。书评导向的信息内容, 可以

规划加以保证。但是规划和目标的明确, 并

帮助读者了解原书的来龙去脉, 进而触发读

不能确保在实施过程中不出偏差。发生偏离

者阅读的欲望。

的情况, 若不及时纠正, 就可能沿着偏离的
方向越走越远。纠正偏差、端正方向的一个

书评导向的另一特点是它的时效性。导
向必须迅速及时, 因为图书刚一出版, 往往是

良策, 就是借助于书评导向。以书评导向为

其最受关注的时候, 也是读者期待着能读到

主的匡正工作做好了, 端正世风以及扫黄之
类的任务便会随之而减轻。

此书评价的时候。如果能够及时提出推荐或
批评, 就可以扩大好书的影响, 缩小坏书的负

书评 可以促使 出版者对 出版的 各个环

作用。时宜的引导, 可给予党的路线、
方针和

节, 如编辑、装帧和印刷发行等工作进行反

政策以有力宣传。/ 马后炮0式的批评, 就是

思, 促使出版工作规范有序地运行。书评导
向对图书的写作和编辑具有鞭策意义, 同时

因为失去时效性而剥蚀其价值。学海泛舟无
止境, 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 便会丧失读一

对出版事业的发展方向也会产生影响, 便有

本好书的时间和精力, 故须慎加选择。图书

了促进共生的意义。
图书直接介入人们的精神生活, 则成为

的筛选和利用适得其时, 发挥的效益就大。
优秀的图书能使读者得到艺术享受, 从

构筑精神文明大厦的砖石。书评在对图书的

中获取教益。书评导向的指导性表现在将图

理解和分析中, 把推荐优质精神产品纳入精

书要点揭示出来, 以其客观的评介, 当好读者

神文明建设的实践之中, 由于读者的文化素
养不同, 图书亦有雅俗之别, 就会产生不同

选书的参谋、阅读的向导和研究的顾问。对
于那些动机不端正的读者, 书评导向的指导

的追求层次和欣赏情趣。书评导向担负着满

性在于诱导他们转移阅读动机。有些读者的

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 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

理解能力偏低, 看过一本书后往往不得要领,

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重任。它凭借人类精
神生活的轨迹履痕, 巧妙地设计精神文明建

书评导向就是引领他们书山探宝的向导。
低劣的图书能诱人下滑, 侵蚀人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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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使之走上犯罪的道路。书评导向在引导
人们从好书中受益的同时, 还应引导读者抵

值导向的过程。真可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
动力, 可以帮助人们改变自身的处境, 可以净

制坏书的侵袭, 这就是书评导向针砭性的一

化人的心灵, 乃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善能驱

面。书评不容推卸的一个职责, 就是要指出
坏书的害处, 增强读者对低劣书刊的免疫能

使读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规范行事, 保证人们的
活动合乎情理与道德。它还可以增强读者的

力。书评导向在读者阅读中占重要地位, 能

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 坚定他们抑恶扬善的信

引导读者明确学习目的, 帮助他们选择需要

念, 塑造他们的理想人格。美反映一个社会的

的图书, 并培养其对图书的分析和鉴别能力。
新科技和新观念如潮涌来, 铺天盖地般

文明程度, 并表现其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力量。
对图书中美的追求与选择, 有利于拓展人的智

的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面对那些注定要

力, 激发人的探索和独创精神, 美化我们的生

走进生活的新事物, 人们时常会感到自己的

存环境, 形成融洽宽松的人际关系。

贫乏和饥渴。置身日新月异的时代, 稍一懈
怠便会落后于人, 使自己处于被动可悲的境

读者在选择图书时, 往往会对选择对象
产生一定的情感倾向。趣味导向就是展示图

地。引导读者养成健康的阅读心态, 充分利

书的特色, 把人们的兴趣吸引到读书上来, 指

用和发挥书评导向的争鸣性乃是明知之举。
书评文章应针对某一现象或问题展开讨论,

导他们购好书看好书, 通过阅读获取知识, 充
实自己。读者受人文环境的影响, 在不同的

让人们在争鸣的过程中辨真知伪, 增长才智。

时期, 他们的阅读兴趣也会有所转移。由于

书评导向的这些特点枝叶相联, 互为补

个人的爱好和需求决定阅读的范围, 趣味导

充, 无形中引导着广大读者的阅读热点, 使
优秀的图书闪现出自己的价值。

向对读者的阅读活动有明显的指点功能, 把
他们的读书兴趣引入健康的轨道。
学术著作是知慧的结晶, 时代浪涛中航

三、书评导向的环节

行的思想之船, 源源不断地把宝贵的精神食
粮运送给人们。评论一本专著有没有学术价

书评导向是调节图书与读者之间关系的

值, 要看它包容了多少真知灼见。学术导向

一种方式, 通过价值判断表现基于一定利益

体现于对图书进行分析的深度和可信度, 以

或文化选择而生的爱憎评价, 借以对读者的
内心世界进行感染和熏陶。

及对图书价值判断的准确度。学术导向切忌
浮光掠影或故作高深, 它建筑在学术特殊结

政治导向以 / 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0

构的基础之上, 通过梳理筛选、解释阐发及

为准绳, 对图书的政治方向作出恰如其分的
评价。坚 持正确的 方向, 就 是要突 出主旋

新的论证, 传播科学文化知识, 推动学术的
发展与繁荣。

律, 在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要科学地

书评导向的各个环节, 不仅拓宽了图书

把握评价的标准, 对在政治上有不良倾向的

的思维空间和文化视野, 更主要的是发掘出

图书, 毫不留情地予以剖析和鞭挞。这就要
求评论者有清醒的头脑, 在一些重大原则问

书中读者未能感受到的丰富内涵。

题上明辨是非。要注重对读者进行道德品质

四、书评导向的作用

的陶冶, 让他们在读书的过程中明确我们的
奋斗目标和根本利益之所在。
书评活动中推崇真善美的过程, 也就是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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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导向通过剖析图书, 探索书中的精
神金玉和人生珠玑, 在引导人们树立正确价

值观念和形成完善人格方面, 具有很大的影
响作用。书评导向帮助人们认识图书可划分

理, 最终会转化为读者的思想观念, 以致影
响他们的行为并作用于社会。

为两个阶段, 一是读者读书前的认识, 二是

读者与图书需要沟通, 书评则在二者间

读者阅读中的认识, 包括对图书的理解。
书评导向可以帮助读者作出阅读选择。

架起桥梁。它把适当的图书引荐给适当的读
者, 为彼此的结识提供一种机缘。对于读者

可供选择的知识是庞杂的, 不同的选择会产

来说, 书评导向会提供选择的信息, 还会提

生不同的结果。要选好图 书就不能 忽视书

供判断和理解的信息, 起着导购的作用。如

评。书评导向最基本的认识作用, 就是对图
书的内容、倾向性和利用价值做出准确的评

有劣书 上市, 劝 人不予理 睬。时逢 好书发
行, 它会用精辟 的介绍 使读者即 刻就想接

价, 帮助读者选择阅读什么书, 为读者审定

近。书价看涨, 出版发行量逐年攀高, 读者

哪些书值得精读, 哪些书应该略读甚至不屑

的购书能力有限, 对要买的书自然不能不持

一顾, 从而在阅读前做出正确选择。
书评导向更直接的认识作用, 则在于帮

慎重态度, 因而 哪种书 值得一读 之类的忠
告, 便解决了难题。

助读者正确地分析书, 吃透其中的含义。出

图书馆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点亮一盏盏明

于一种晕轮效应, 许多人喜欢追赶时髦, 甚
至盲目地崇拜。评论者应该给图书以准确的

灯, 它的工作标志着人类对信息积累和存取
的水平, 极大地影响着社会进步。采访人员

定位。要把对图书的认识集中到理性判断上

在订购图书时, 也需要书评提供有关信息,

来, 发掘书中的智慧和奥妙, 揭示书中的瑕

以便把适合收藏的图书购置进来。科学文化

疵或糟粕予以批评, 帮助读者剥蚌取珠, 以
发挥书评导向的深层认识作用。

知识发展到现在的水平, 其专精、复杂和广
博令人望而生叹。图书馆要发挥作用, 就必

书评导向除了指导读者如何去深刻理解

须有优化的文献资源体系。盲目地购买显然

图书, 还要引导读者崇美向善, 迈向更高的
人生境界。书评导向对读者进行思想上的启

不对, 但时间又不允许图书馆员把想买的书
都先睹一遍, 即使能做到这一点, 他们也不

迪, 主要是通过推荐优秀图书, 让他们在阅

可能都读得懂。藏书的精选和优化需要书评

读的过程中受到激励, 树立健康向上的人生

的帮助。在采访人员随意滥买与逐本审阅之

观和价值观。书评导向的另一个启迪作用,
则是对读者进行智能启迪, 提高读者的文化

间, 书评导向提供另一种便利的途径。
如今, 纸质图书的增长势头不减, 电子

水平、专业技能和运用知识的本领。这对于

读物的来势更为迅猛, 世界已进入信息化时

改进读者的学识结构, 塑造读者的品德, 能
发生十分有益的影响。读书的过程, 也是潜

代, 生活变得更加色彩斑斓, 让人们目不暇
接。书评引导并规范着人们的读书活动, 显

移默化接受教育的过程。图书中所蕴含的道

示出在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取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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