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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生处有书香
——记新西兰校友读书帮
本刊记者 黄婧 曾卓崑

岁月静好，与君共读
新西兰校友读书帮成立两

74

此前多数在新西兰的校友

了起来。从此，一群曾同在清

在校时学习的都是理工科专业， 华园求学的校友因为读书结缘，
在新西兰重聚在了一起。

年多了。迷人的新西兰多有雪

虽然对文史哲颇感兴趣，但一直

山，远望犹如白云层叠，有“长

没有深入接触的途径，如今大家

虽说最初的发起人只有

白云之乡”的美称。这里风景

想要通过读书构筑更全面的知

六七位，但读书群很快扩大到了

优美，岁月静好，颇有世外桃

识体系，也愿意和志同道合的

几十个人的规模。这么多人聚

源之意。读书帮的发起源于一

校友们一起探讨和思索一些问

在一起读书，怎么读呢？几位

次新西兰校友间的聚餐，席间

题，成立一个读书群是个不错

发起人作为读书群的创始元老，

钱俭提出一个想法——大家一

的选择。这个提议赢得了在座者

讨论制定了组织形式和一系列

起读书吧。

的一致支持，读书群就这样建

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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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说“ 读 什 么”。 多 采 用
两种选择方法：一种是先确定
导读人或导读组，由导读选择
一本对自己影响很大且值得分
享的书；另一种是先由大家推
荐并形成一个候选书单，然后
在读书群由所有帮友投票决定
下一次要读的书，最后再选择
导读或导读组。
再 说“ 怎 么 读”。 导 读 制
是读书群中最重要的一项制度。
每本书设立专人导读，由这一位
或几位导读者负责制定读书计
划，并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在
5~6 周内读完一本书。大家先是
在读书帮的微信群里，每天按照

读书帮线下聚会

计划阅读内容并进行交流讨论。
全书读完后，会安排在某个校
友家举行一次线下聚会（ 这个
校友被称为“地主”）。聚会时，
导读会在电视或投影屏幕上以
PPT 的形式总结要点，然后由每
个参加的帮友依次发言。

侠问候。一时间风生水起，“任

也是为了增加趣味性，让读书

盈盈”
“绍敏郡主”
“黄药师”
“扫

群成为一个独特、活泼、有趣

地僧”……各路英雄聚在一起，

的存在。”

微信群中一开聊，俨然是一场武
林大会。

不过帮主“老顽童”钱俭
说：“校友们普遍低调、谦虚，

既然都起了花名，干脆就

像 乔 峰、 风 清 扬、 郭 靖、 张 三

读书群成立不久，一次轮到

按金庸先生创作的丐帮治帮，也

丰这些高手的名号，都是到晚

温婕导读金庸先生作品，这位自

设帮主、副帮主，再选出几位

些时候才有人选用。”帮内和

动化系 1991 级校友是地道的工科

长老，一起为大家服务。就这样， 谐友爱的氛围由此也可见一斑。
出身，却自称“假工科、真文青”。 读书群顺理成章地更名为了“读
来一起看看读书帮的帮规
她热爱金庸的武侠世界，给自己 书帮”。新西兰校友会通常以 吧：
起了个花名“蓉儿”。她这一亮相， “群”来区分校友们组织的各

“鼓励独立思考，欢迎不

大家不约而同地觉得，有一个花

个不同的兴趣小组，读书帮这

同观点，体谅他人立场，专注

名真不错，既方便记忆，又可以

个名字别有趣致，成了一个特

自我成长。”

借由人物性格来做品味初探。这

色鲜明的组织。

“本帮弟子以积极参与，

个操作迅速成为读书群的招牌动

正如帮中长老“陆菲青”

服务本帮读书事业为荣。依贡献

作——进群先起花名，向诸位大

陆强所言：“用花名这个主意

评定荣誉等级。最高为八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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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所有弟子入门无论职务如

彩文章并给出自己的观点等等。 流的时间，每到有聚会的周日下

何，一律从一袋弟子奋斗开始。

值事还要根据罗伯特议事规则

午，大家都是先各自吃过午饭，

和国家的有关政策规定，负责

再从各处开车赴会。聚会一直

对群里可能出现的不和谐或出

进行到晚饭前，中间设有茶歇，

人，帮秘若干人，帮助若干人。 格言论好言劝勉，若经多次劝

共享大家带来的酒水和点心，整

“帮中央组织架构：
1 本帮设帮主一人，副帮主二

负责本帮日常安排。
2 本 帮 设 护 法 长 老 5 人（ 现 已

有 2 人）， 监 督 把 控 本 帮 发

勉仍无效果，须及时告知帮主、

个下午的畅聊总是热烈又愉快，

长老和帮中央探讨对策。”

欲罢不能，次次超时。

这一规则对值日者要求颇

一个下午的时间听起来不

高，所以操作下来是帮规中唯一

短，其实每次还未必够用。读

践行得不太满意的一项。好在读

书会先由导读者来介绍和总结

书帮还有线下聚会，一般是五六

本次阅读的书籍，之后每人进

“升袋司令”大概是读书

周一次，在每轮的书读完之后举

行限时发言，受到别人观点启

帮的又一大特色了。为了激励

办。聚会的地点选择在某位校友

发时，总还有人会再补充两句。

大家好好读书，多为帮内校友

家中，负责接待的家庭自然就是

你一言我一语，时间飞逝。常常

服务，读书帮采 取 了 升“ 袋”

“地主”了。为了不占用讨论交

有人到了傍晚还意犹未尽，那

展方向。
3 本帮设有升袋司令一人，负

责奖励表彰事宜。”

制，正像金庸笔下的丐帮长老
们，不同等级对应不同的袋数。
怎样才能升级袋数呢？唯一的
考量是为读书帮所做的贡献，
比如承担导读的任务、担任地
主的角色、为读书帮的公号“白
云生处有书香”撰写文章等等，
不过在帮内担当职务则完全是
义 务， 对 升 袋 没 有 加 分。“ 花
名 + 袋数 + 职务”是群内英雄们
的身份标签，也成了读书帮的
独特风景。

所得万千，与君共叙
读书帮在线上有值日制度，
由副帮主“张无忌”张远华总
体负责。值日的大侠要“在值日
当天参与群内讨论，比如做一两
句总结，谈几点感想，转帖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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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校友稍作区分，校友的花名
从武侠小说中选取，家属们可
在中国任一古典名著中择一人
物做自己的花名。读书帮的规模
又壮大了，帮内除了各路大侠，
又多了“晴雯”“妙玉”的倩影，
还有“红孩儿”
“鲁智深”的出席。

时光荏苒，与君共思
读书帮共读的第一本书，
是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
此后两年间，已经读了 30 本书，
做过 30 次活动。所读书籍以小
说居多，在 30 本中占了 9 本，
包括《三体》《日瓦格医生》《简
爱》《白痴》《亲爱的生活》《走
出非洲》《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等；文史哲社科类的包括《人类
简史》《苏菲的世界》《理想国》
《帝国》《公正》《民主的细节》

练习帮歌

《文明的冲突》《反思法国大

就组队一起晚饭，接着讨论。
“每

中记述了自己在新西兰皇家警

次都觉得时间不够用，似乎还

官学院受训的过程，以及毕业

有很多感想没有说完。”经常

后从事警察工作的亲身经历。

参加聚会的“长老们”笑着说。

书的内容十分精彩，帮友们都

有一次由帮中长老“独孤

读得十分过瘾。导读还对新西

求败”无线电系 1981 级靳军做

兰的法制法规做了相关介绍，

导读，读得就是他本人所著的

对大家帮助很大。

纪实文学《我在新西兰当警官》。

如此热烈的气氛，自然也

靳军是新西兰第一个亚裔警官， 吸引了家属们的注意，不少校

革命》等；其它类型也都有涵盖，
如《复杂》《自私的基因》《现
实不似你所见》《王阳明大传》
《苏东坡传》《人间词话》《艺
术的故事》《爱的艺术》《最好
的告别》；还赏析了《傲骨贤妻》
等电视剧和电影作品。
帮中校友年长者有 76 岁，
年轻人中 80 后也有不少。最初
校友们之中以理工科专业居多，

曾因抓获了亚洲最大的毒枭而

友家属也慕名要求加入读书帮。 后来加入的校友就很多元了，来

受到新西兰总理和美国联邦调

“帮中央大会”一商议，定下了

自清华外语系、哲学系、社科

查局缉毒总署的嘉奖。他在书

新的管理办法：欢迎加入，花名

学院、美术学院、MBA、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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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友越来越多，其中既有从

活在异国他乡，心中难免有种

女：是谁的 清灵灵智慧温暖我

事 科 技、 法 律、 商 业 的， 也 有

挥之不去的疏离感。读书帮的

男：探因果 路漫漫邺架遍求索

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还有来

线上和线下聚会，让参与的校

合：抬望眼 看真善美星光闪烁

自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校友。

友们有了一个亲切友好的家园。

同学共收获 蓝天为幕 江湖

最近由于受到疫情影响，

至于最初想要多读些书，构筑

放歌

线下的聚会暂时不能开展，读

更全面知识体系的愿望，自然

书的进度受到了影响，读书帮

也是收获颇丰了。很多人都说，

与时俱进地开辟了电影的“第

本来对坚持读书有些畏难心理， 男：在世界之外

二战场”。帮友整理了一系列

但加入读书帮后，被爱读书人的

女：在时间之中

经 典 电 影 清 单， 计 划 从 今 年 2

带动着，渐渐也养成了读书的习

合：无问西东

月中旬到 4 月初，每周推荐 7~9

惯。帮内各行各业的校友都有，

男：通文理气贯长虹

部电影，大家共同观赏和交流，

擅长的领域各不相同，多读书

女：不枉那初心诚

以期对一百多年来的电影艺术

多讨论，对知识结构也形成了

合：凭水木情融 洽和而不同

发展有个初步的认知。

有益的补充。

合 : 山河入梦

合：知行合立言立德 泱泱兮思
无穷

新西兰的校友很有生活情
趣，新西兰校友会总是定期举

女：是谁的 清灵灵智慧温暖我

行各种活动，是校友们联络感

男：探因果 路漫漫邺架遍求索

读书帮的活动有声有色地

情的纽带。校友会旗下各种类

合：抬望眼 看真善美星光闪烁

开展了两年多，从最初众好友

型的运动群、文艺群丰富多彩，

同学共收获 蓝天为幕 江湖

自娱自乐的建“ 帮”， 到 现 在

让人总能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一

放歌

成为一群志趣相投的校友共同

类。读书帮作为其中一员，如

学习交流的平台，不变的是大

今已有书友七十多位，若问他

家想要安安静静读点书的初心。

们的心声，不妨来听一听读书

男：在世界之外

帮的帮歌。

女：在时间之中

以书为伴，与君共度

新西兰是一方有个性气质
的土地，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孕

这曲帮歌以电影《无问西

育了生活在这里的人自由自在、 东》的主题曲为谱，填入新词，

无穷

合：无问西东
男：通文理气贯长虹

与世无争的生活态度。所以不

经多人推敲，反复琢磨，将清华

女：不枉那初心诚

管是线上交流还是线下聚会，

精神、读书高义、帮会情深齐汇

合：凭水木情融 洽和而不同

大家都在共同努力营造着一个

一处，是读书帮成立两年来的最

合 : 山河入梦

纯净又无拘无束的读书环境。

佳注脚。

读书帮中的伙伴们对线下

女：谁的手 总紧紧牵住我的手

古有大侠纵情江湖，快意

聚会更是加倍地重视和留恋，两

男：天尽头 看千载白云空悠悠

恩仇，岂不快哉！今有读书帮志

年来，大家已在多次的聚会中建

合：济沧海 浪淘尽识古今风流 任

同道合，于白云生处共品书香，

立起了深厚的情谊。远离故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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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知行合立言立德 泱泱兮思

书香盈袖 爱自由 诗酒相酬

岂不美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