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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位位古古代代大大咖咖的的
读读书书方方法法

“观其大略”读书法———诸葛亮

三国诸葛亮一直以 “足智多谋 ”
而闻名， 他不仅好学， 而且善学， 也
正是因为他精通读书之道才成就了他
一代贤相的名号。

诸葛亮的读书法， 不是头悬梁锥
刺股的刻苦， 更不是钻进书堆， 死记
硬背， 而是泛泛大概， 撷取精华， 掌
握实质。 诸葛亮读书， 从未到废寝忘
食的地步， 而是正常作息， “美晨夜
从容， 常抱膝长啸”。

这就不禁让人们想到学校里， 家
长口中 “聪明的孩子 ” 了 ， 在学校 ，
很多看似调皮、 不学习的孩子， 成绩
反而比那些刻苦努力、 趴在课桌上整
日学习的孩子成绩好。 智商其实都差
不多， 只是 “聪明的孩子” 更早掌握
了 “观其大略” 的读书法。

而 诸 葛 亮 就 是 那 “ 聪 明 的 孩
子 ” 吧 。

“会意”读书法———陶渊明

晋代文学家陶渊明曾在 《五柳先
生传》 中写道： “好读书， 不求甚解，
每有会意， 便欣然忘食。”

陶渊明读书法注重的是抓重点和
去繁就简， 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实际上 ， 陶渊明在读书的时候 ，
追求的往往是读书会意， 着重领会书
中深含的旨意 ， 而不死抠个别字句 。
陶渊明的读书观正如他的生活观一样
超然物外， 不被凡俗所困扰， “问君
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不困于物， 不
惑于情， 读书也这样， 不要为个别字
眼费心劳神， 会意即可。

“八面受敌”读书法———苏轼

宋朝著名文学家苏轼认为： 人在
读书的时候， 往往会感到处处都是有
用的知识， 犹如 “八面受敌”。

每每读时， 只求一点， 容易集中
深入 ， 彻底攻破一 “敌 ”， 像打仗那
样， 把敌人化整为零， 各个击破， 依
次攻破一面 “敌”。

苏轼曾在 《又答王庠书》 中就侄
女婿王庠 “问学”， 介绍了他自己首创
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少年为学
者， 每一书， 皆作数过尽之。 书富如
入海， 百货皆有之， 人之精力， 不能
兼收并取， 但得其所欲求者尔。 故愿

学者， 每次作一意求之。”
意思是说， 好书就像知识的海洋，

内容丰富。 那么， 读一本好书可以每
次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 或只就一个
方面的问题去探求、 研究， 而不是同
时涉及其他的目标或问题。 所以， 每
一本好书都需要好好读它几遍， 日久
天长， 必有所获。

苏轼自己就是这样来读 《汉书 》
的， 第一遍学习 “治世之道”， 第二遍
学习 “用兵之法”， 第三遍研究人物和
官制。 数遍之后， 苏轼对 《汉书》 多
方面的内容便熟识了。

“精当”读书法———郑板桥

清代画家郑板桥要求自己读书要
“求精求当”。

“求精” 是读书要有选择， 选好
书， 读精品； “求当” 是读书要恰到
好处， 要适合自己的水平和工作需要。

他说： “求精不求多， 非不多也，
唯精乃能运多”， “当则粗者皆精， 不
当则精者皆粗”。 实际上， 郑板桥并不
反对博览群书， 只是强调多读必须以
精读为基础， 多读的内容也必须用精
读中得到的知识去联系新知识， 围绕
一个课题深入下去。

读书贪多不求精， 就会胸中撑塞
如麻； 读书求精不求多， 才能读到书
里去， 抓住要领， 但不等于深刻理解
及全部掌握。

所以 ， 这就需要进一步地 “探 ”
与 “研”， 因为书中的 “微言精义” 所
包含的丰富深邃的内涵， 往往是 “愈
探愈出， 愈研愈入， 愈往不知所穷”。

在精读中 ， 郑板桥还比较注意
“问”。 他认为 “学问二字， 须要拆开
看。 学是学， 问是问， 今人有学而无
问， 虽读书万卷， 只是一条钝汉尔”。
他提倡读书好问， 才会使 “疑窦释然，
精理迹露”。

“记字日读”读书法———欧阳修

北宋文豪欧阳修根据自己的读书
经历归纳而成 “记字日读” 读书法。

他曾经精选了 《孝经 》 《论语 》
《诗经 》 等十部书 ， 总字数为455,865
个字， 然后规定每天熟读300字， 用三
年半时间全部熟读完毕。 每天背诵150
字， 只要七年时间就背熟了。

他说： “虽书卷浩繁， 第能加日
积之功， 何患不至？” 的确， 这样日积
月累， 一部部的书籍就被他背熟了。
只要功夫深， 铁杵磨成针， 这种每日
定量记字， 细水长流， 集腋成裘， 在
欧阳修的亲身实践中， 证明了它的行
之有效。

“心学境界” 读书法———王阳明

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幼年读私
塾时曾问老师： “何谓第一等事？” 换
句话说就是， 人生的终极价值是什么？
对于这样的问题， 老师当然会吃了一
惊， 思考良久， 自认完美地回答: “当
然是读书做大官啊。”

然而年幼的王阳明却不这么认为，
王阳明的回答是： “我以为第一等事
应是读书做圣贤。”

这便是王阳明的读书法， 以无心
之心读书， 读书只为成圣贤。

很多人认为古老的经典已经是过
去式了， 然而王阳明却提倡背诵经典，
而且这是一条必经之路。

教育孩子背诵经典， 不仅是为了
开启他们的智慧， 也是借此使他们在
反复思索中存养他们的本心， 在抑扬
顿挫的朗诵中弘扬他们的志向。 所有
这些都是用来顺应他们的天性， 引导
他们的志向， 调理他们的性情， 潜消
默化他们粗俗愚顽的秉性， 这样使他
们每天在学习礼仪方面有所进步而不
觉得艰难， 性情在潜移默化之中达到

了中正平和。
除了背诵经典， 王阳明还提倡要

以无心之心读书， 读书不要刻意去强
记， 不要刻意去求速度， 也不要心里
想着和别人比谁读的书多， 因为这样
会妨碍我们与书本的对话， 心中有所
牵绊， 对书中内容的理解体悟自然就
会受到影响。

“七焚”读书法———张溥

明代学者张溥的 “七焚” 读书法
强调读写并用 ， 强调 “眼到 、 手到 、
心到”。 这也就要求他读书有三步。

第一步： 每读一篇新文章， 都工
工整整地将它抄在纸上， 一边抄一边
在心里默读。

第二步： 抄完后高声朗读一遍。
第三步： 朗读后将抄写的文章立

即投进火炉里烧掉。 烧完之后， 再重
新抄写， 再朗读， 再烧掉。 这样反复
地进行七八次， 一篇文章要读十几遍，
直至彻底理解、 背熟为止。

张溥一直以苦读成名，他给自己的
书斋取名为“七焚斋”，也叫“七录斋”。

“专一”读书法———顾炎武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一直是读书
有道 ， 也很讲究读书的方法 。 他的
“三读” 法即是： “复读法”、 “抄读
法”、 “游读法”。

“复读法”： 所谓复读， 顾名思义
就是复习之意。 他给自己规定： 每年
春秋两季 ， 分别复习冬夏两季所读
的书， 即半年读书， 半年复习， 把阅
读和复习交叉进行， 有效地增强了记
忆力。

“抄读法”： 顾炎武读书总是要动
手抄录的， 这种学习时既动口， 又动
手、 动脑的学习方法， 大大地提高了
读书效率。

“游读法”： 顾炎武笃信 “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读书方法。他从45岁开
始了大规模的游学生活， 做到了书本
知识与实际知识相结合， 学以致用。

“专一”读书法———曾国藩

有人说曾国藩是千百年来真正成
事的书生， 在这就不得不说说他的读
书法了。 首先是一书未完， 不看他书。
在曾国藩认为 “一书未完， 不看他书，
东翻西阅， 徒循为外人。” 一本书没看
完， 坚决不开始阅读下一本， 东翻翻
西看看， 只是读给别人看的， 而不是
读给自己用的。

其次是念二十三史， 每日圈点十
页， 虽有事不间断。 曾国藩喜欢读史，
而且是坚持不懈地阅读， 无论寒冬酷
暑， 无论身处何境， 身边总是带着书，
这样的人算得上真正把读书当成生命
中的事业了。

最后就是每日读书， 记录心得语。
读书是读者与作者的互动， 而不应该
是作者对读者思想的灌输。 曾国藩深
谙此点， 所以每日读书毕， 都会在日
记中写下当日读书所感， 将书中内容
化为自己思想。

读书不再多而在精， 时间不在长
而在于你是否能够合理利用。 如果你
现在还处在读书的迷茫中， 不妨学学
这九位先贤的读书之道吧。

摘自新华网

《论语》 有言曰： 不怨天，
不尤人， 下学而上达。

养心莫若寡欲， 至乐无如读
书。 而读书也不是随便读的， 读
书也讲究其方法。

要想提高学习效率， 我们不
妨和古代九位名人学学如何快速
有效地读书。

总总有有一一款款适适合合你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