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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态度

封面

“教育作家”是一个神圣的称号
—对话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
著名作家毕飞宇

文学阅读是一把
不能丢的钥匙

■姜广平
■凌宗伟

随着电视剧 《推拿》 和话剧 《推拿》 的播出、 上演， 著名作家毕飞宇这部2011年荣获第
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又一次走进人们的视野。 长篇小说 《推拿》 被誉为“独一无二的
文字推拿”， 彻底而生动地还原了一个盲人世界， 评论者评价这部作品彰显了毕飞宇的小说功
力， 从头至尾洋溢着令人沉醉的“体温”。 借助这份阅读的温度， 本期我们约请曾经的中学语
文教师、 现供职于南京素养教育研究中心的姜广平先生与作家毕飞宇进行对谈。 姜广平不仅
是毕飞宇的同乡， 还是高中同学、 大学校友， 这份对毕飞宇其人其文的熟稔使他早在2000年
即以对话体文学评论 《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 深度解读了毕飞宇的作品。 此番两位老友再次
对话， 不过， 这次的切入点不是文学， 而是教育。
—编者
——

谈《推拿》
“小说的魔力引领我进入看起来无法进入的世界”
姜广平 （以下简称姜）： 最近中
央电视台热播 《推拿》， 观众感动的
是， 用卑微的心也能照亮世界。 甚
至， 正是这些卑微的心照亮着世界。
我知道许多人问过你写这部小说的动
因， 但我仍然希望从这个问题进入我
们的对话。
毕飞宇 （以下简称毕）： 凤凰卫
视的“名人面对面” 栏目采访时也问
过这个问题， 我说写这个作品是个意
外。 我因为受伤去做推拿， 就和推拿
室里的按摩师成了朋友。 有一次， 其
中一个小伙子和他女朋友请我吃饭。
结果吃完饭出来， 楼道里黑咕隆咚
的， 灯坏了。 我一看外面这么黑， 就
拉着他女朋友扶她下楼， 但伸手不见
五指， 所以我的脚就很犹豫。 还没犹
豫完， 女孩手一拉说毕老师我带你
走。 噔噔噔噔特别快， 就把我从五楼
带下来了。 到了楼下的时候她说， 毕
老师你看你不如我吧。
刹那之间我感触特别多。 因为在
黑暗里， 明亮的眼睛归零了， 而看不
见光亮的盲人， 因为长期在黑暗中摸
索， 在特定环境下， 形成了一种步行
的规律， 这种规律就是她的眼睛。 你
看看这是多么神奇的一个转换， 在黑
暗中本来我是想帮助她的， 她却来帮
助了我， 而且这个过程如此有趣。 如
果你没有跟盲人打过交道， 没有经历
过这样的场景， 你终身都体会不到。
一刹那我就想写一部小说， 就在这个
点上， 它来了。
在大部分时候， 我们痴迷于生命
的长度， 其实， 宽度一样有意思。 一
个人如何有意识地拓宽自己的生命
呢？ 写小说无疑是一个好办法。 小说
有小说的魔力， 它会引领我们进入那
些看起来无法进入的世界。 本质上
说， 促成我写 《推拿》 的原因和我写

别的作品没有区别， 那就是我对别人
有好奇心。
姜： 毕竟是写盲人这个你并不十
分熟悉的人群， 写作过程中有什么不
同吗？
毕： 《推拿》 的写作和其他作品
的写作没有太大区别。 当然， 在写作
过程中， 我对自己也提了一些要求，
那就是处理好人物的关系。 你知道
的， 《推拿》 的体量很小， 人物却非
常多， 如何在这样小的体量里包裹那
么多的人物和人物关系， 这对我来说
是一个大考验。 为什么要选择小体量
呢？ 原因很简单， 盲人的世界从来就
不是一个“天高地迥” 的世界， 如何
呈现小说内部的逼仄和拥挤？ 只能是
小体量。 小说家都贱， 都喜欢给自己
设置障碍和难度。 跨越障碍和难度，
你只能从小处入手。 我一直都是这样
的， 从大处想， 往小处做。
姜： 《
推拿》 里有很多教育内涵
可以挖掘， 诸如生命教育、 特殊教
育、 励志教育及价值观的建立等。 看
来， 读师范学院、 在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校任教， 这些经历让你无法忘情
于教育了。
毕： 是的， 应该说， 我是有些教
育情结的。 这些年来， 我真正关心的
其实是教育和计划生育之间的关系问
题。 你也知道， 计划生育之后， 中国
的家庭格局变化了， 家庭伦理也变化
了， 这些东西必然会体现在教育上。
我说过一句话， 因为独生子女， 我们
做父母的都是神经质的。 为什么呢？
我们输不起。 一个人输不起是很不好
看的， 一个家庭输不起也是很不好看
的， 一个民族输不起就更不好看了。
什么时候我们输得起了， 我们的文化
就会变得大气、从容，我们的教育也才
会跟着大气、从容。

毕飞宇，1964年生，江
苏兴化人。1987年毕业于扬
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著名作
家、 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
席。做过教师、记者、文学编
辑，现为“南京大学毕飞宇
创作工作室”教授。 代表作
品有：短篇小说《哺乳期的
女人》、《地球上的王家庄》，
中篇小说《青衣》、《玉米》，
长篇小说《平原》、《推拿》。
作品曾获第一、第三届鲁迅
文学奖，第四届英仕曼亚洲
文学奖， 第八届茅盾文学
奖，台湾开卷好书奖，法国
《世界报》文学奖等。作品有
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在世
界各地发行。

毕飞宇作品隗

讲述了一群盲人推拿
师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
作者希望结识黑暗里的他
们，反思光明中的自己。

“小说家和教育有点瓜葛，怎么看都是件好事”
的教育作品了。 你写过这么多教育作
品， 称得上是一个非常称职的“教育
作家”。 因为写女性特别出彩，过去有
人说过你是“女作家”。我觉得，你还应
该是“教育作家”，你写教育的笔触伸
到了我们常人难以企及的地方。
毕： “教育作家” 是一个神圣的
称号， 我不是一个谦虚的人， 可我真
的不敢当。 我关注教育说到底和我的
家庭有关， 我们家祖孙三代都从事教
育工作， 我年轻时读的是师范学院，
现在的身份是大学教师， 我关心教育
是理所当然的。 我觉得这是我的幸
运， 一个小说家和教育之间有点瓜
葛， 怎么看都是一件好事。
姜： 最近读了你的 《大雨如注》，
我发现， 你这篇小说对教育的思考愈
发深刻了。
毕： 谢谢你的鼓励。 这篇小说其
实就写了一件事,我对汉语未来的担
忧。 你也知道的， 我不可能是一个狭
隘的种族主义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
可以放弃对汉语的感情。 汉语毕竟是
我的母语， 它的处境又是那样糟糕，
我滋生出担忧的情绪是正常的。 当
然， 《大雨如注》 的难点就在于， 不
能因为对汉语的处境担忧， 就对外
语、 尤其是对英语抱有必然的敌对。
我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有些纠结， 话又
说回来了， 我写所有的小说都纠结，
没有纠结就没有我的小说。
姜： 我 自 认 为 是 很 好 的 文 学 读
者， 可还是没有读出你的这层隐忧。
看来， 大作家的心灵空间的确是浩浩
荡荡无边无垠的。 这恰恰说明了一个
真理， 一部阅读史， 其实就是一部误
读史。 而且， 也只有真正伟大的作品
才会存在误读。 一条小溪， 清澈见
底， 怎么也无法与大河大江大海相提
并论。
毕： 你过奖了。 可你别忘了， 我
首先是个读者， 然后才是作者。 我不
知道你是不是真的误读了， 我只觉得
你高估了作者的自我阐述。 相对于一

部小说而言， “作者自述” 真的具有
天然的合法性吗？ 不一定的。 在文学
这个范畴内， 作者的自说自话不能说
没有道理， 但是， 一旦进入文化这个
空间， 读者和作者必然是等值的。 什
么是阅读？ 什么是误读？ 其实也说不
好。 我的作品未必够资格， 但是我想
说， 好作品必然经得起解读， 这个解
读包括阅读， 自然也包括误读。

姜： 说 了这 么 多 你 与 教 育 的 瓜
葛， 在你眼中， 教育究竟是什么？ 它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毕： 教育的本质是国家与民族的
需要， 国家与民族需要什么， 教育就
是什么。 这么一说事情就简单了， 国
家是什么样子， 教育就是什么样子。
反过来说也一样， 教育是什么样子，
国家就是什么样子。

谈读书
“称职的老师每一天都是读者”

谈教育
姜： 我们不妨列举一下你的关涉
到教育的作品： 《哥俩好》、 《好的
故事》、 《
地球上的王家庄》、 《哺乳
期 的 女 人》 、 《彩 虹》 、 《玉 秧》 、
《
家事》、 《写字》、 《白夜》、 《相爱
的日子》 等。 当然了， 这些作品都写
到教育， 可又觉得光是教育也装不下
这 些 作 品 。 像 《好 的 故 事》 、 《玉
秧》， 只不过是因为事情发生在学校，
可能也并不能被当作真正的教育小
说。 《
地球上的王家庄》 的儿童视野
里， 则又具有浓郁的哲学色彩。
毕： 我一直关注教育， 这是真
的。 在我看来， 对一个民族来说， 没
有比教育更大的事情了。 和 教 育 比
起 来 ， ＧＤＰ 实 在 算 不 了 什 么 。 无
论ＧＤＰ 有 什 么 闪 失 ， 过 几 年 总 能
调整过来， 实在不行， 十几年二十
几年也就够了， 可是， 教育一旦出
了问题， 一代人就废了， 一代人废
了， 文化就会变异， 这是一个极为
严峻的事实， 它的影响力可以延续
一百年， 甚至更久。
姜： 在 非 常 有 影 响 的 中 篇 小 说
《青衣》 中， 剧团里筱燕秋与春来是
师徒关系， 这是一种典型的教育关系
了。 当然， 从文学上看， 她们的关系
则更为复杂。
毕： 剧团里的师徒关系就是任课
老师和学生的关系， 甚至是班主任和
学生的关系， 怎么不是教育呢？ 当
然， 这样的师徒关系有一点是特殊
的， 他们之间有竞争。 我想这是有趣
的， 当师生之间、 领导与部下之间有
了竞争， 会是怎样的一种盛况呢？
我很在意竞争之间的公权力， 公
权力会参与竞争吗？ 我的回答是： 公
权力不参与个人竞争， 这是一个好社
会； 公权力一旦参与了个人竞争， 那
就必然是一个不良的社会。
姜： 我 想 到了你 的 长 篇 处 女 作
《那个夏季那个秋天》， 其中的耿东
亮， 既是音乐系的大学生， 又是一个
女孩子的钢琴教师， 这算是一篇真正

隰

1976年， 高中毕业生
端方回到家乡王家庄，他
将经历怎样的爱情？ 平原
涌大海，峰起潮落，青春祭
日月，暗红枯白。

小说展现了玉米、玉
秀、 玉秧三姐妹与周遭、
与时代之间普遍而又奇
特的关系。
以上三部 作 品由 人
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收录了 《青衣》、《哺
乳 期 的 女 人》、《大 雨 如
注》等7部中短篇小说。
《中国好小说·毕飞宇》
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姜： 这就不得不谈到教师的读书
了。 你觉得一个称职的教师应该是怎
样的读书人？
毕： 我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 我
想说， 他们是最合格的乡村教师。 为
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见证了他们的
生活， 他们的每一天都围绕着课堂，
即使是吃饭时， 谈的还是备课、 上课
和批改作业的事。 我的父母每一天都
是读者， 虽然书本不多。 我觉得称职
的老师就是“每一天都是读者”。
姜： 据 我 所 知 ， 在 大 学 里 ， 你
“啃” 了不少哲学著作。 后来呢， 你
又读了哪些书？
毕： 我没有一个好的读书履历，
这真的很惭愧。 大学毕业之后， 我读
书再也没有系统了， 都是乱看， 说来
说去， 还是文史哲方面的。 我在读书
的时候几乎没有读过中国的当代文
学， 许多作品是写作之后才开始读
的。 我直到现在都没有在网络上读书
的习惯， 还是喜欢端坐在桌椅旁边，
捧着一本书来读。
姜： 这些书， 给了你哪些营养？
哪些书对你的影响是终生的？
毕： 对我一生都有影响的还是年
轻时读的书， 比方说， 西方文学的经
典。 这些阅读对我很重要， 它帮助我
建立了文学的美学趣味， 我就此知道
了文学是什么， 什么是好的文学， 尤
其是， 什么是好的小说与好的诗歌。
当然， 其中也有变化， 我在年轻的时
候特别喜爱法语作家和西班牙语作
家， 人到中年之后， 读的更多是英语
作家的作品。 这样的阅读也影响着我
的写作风格， 细心的读者一眼就可以
看出来变化的。
也许我还要说一 说 《红 楼 梦》，
我大学时没有读过， 因为总是读不进
去。 真正领略汉语小说的魅力已经比
较晚了， 我的导师不是鲁郭茅和巴老
曹， 而是 《红楼梦》。 的确， 作为一
个汉语作家， 不好好地认识 《红楼
梦》 是不会有大长进的。
姜： 你最近在读什么书？
毕： 我最近在集中阅读李辉， 中
国有许多李辉， 我说的是人民日报的
这个李辉。 最近我一直在读他的 《封
面中国》。
姜： 李 辉 的 文 字 ， 我 主 要 是 在
《收获》 上读过，确实是一位现实感与
历史感都非常强的作家。过去，你曾向
我推荐过何清涟、秦晖、朱学勤、王彬

彬，你说他们是当今的财富。你在阅读
李辉时，又是如何定位的？
毕： 谈不上定位李辉， 我可以说
的是李辉的语言， 我喜欢他语言的表
情， 是的， 表情， 这种表情很容易与
读者建立相互信赖的关系。 我想说，
作为一个历史的研究者， 他语言的表
情比小说家还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
呢？ 阅读就是对话， 在对话的时候，
读者不是只看你说什么， 他还会盯着
你的表情。 我很喜欢李辉的表情。
姜： 在南京特殊师范学校教书的
那些年， 应该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人与
事吧？ 这种教书的经历， 对你的人生
有哪些影响？
毕： 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我真正
学会在语言当中使用逻辑， 还是在做
教师之后。 站在讲台上对一个人的帮
助很大， 尤其是一个小说家， 他会更
加敏锐， 他的认知更加立体， 他知道
怎样建立语言的权威性。 当然， 做教
师对人的内心影响也很大， 他习惯于
与人为善， 他盼着别人更好， 他也更
耐心。 我的很多坏毛病就是在做了教
师之后慢慢地克服的。
姜： 现在， 你的身份是南京大学
教授， 我还了解到此前你便给研究生
授课。 你主要讲什么内容？
毕： 我给南大研究生上课的时候
从来不讲经典， 原因很简单， 在南京
大学， 讲经典的老师很多， 都比我讲
得好。 我只讲学生自己的习作。 我提
前把这些习作拿过来分析， 分出不同
的逻辑模块， 然后， 和他们一块一块
地讨论， 这样的讨论可以延续许多课
时。 我的工作就是挑拨离间， 让他们
争论， 他们必须找到更好的写作方法
来证明自己。 我不做裁判， 只给建
议。 在提建议的时候， 我会涉及经
典、 文学的基本理论， 还有我的经
验。 同学们的感觉是怎样的我没问，
但是， 我自己很愉快。
姜： 你对大学生的阅读有什么建
议？
毕： 读经典。 读经典永远正确。
我的建议是， 不要乱， 先分语区， 再
分国家， 再分时段， 再分作家， 这是
比较靠谱的阅读经济学。 我是一个失
败的阅读者， 失败之后我终于懂得怎
样种地了：一块地，要种玉米就都种玉
米，要种小麦就都种小麦。你要是在一
块地里同时种上玉米、高粱、大豆、小
麦和芝麻， 你得到的将是一堆柴火。

作为语文教师， 我们应该具备一项基本
素养： 文学阅读的功夫。 文学再现的是社会
现实， 人生百态， 有人性的美好也有残酷，
有生活的希望也有遗憾。 它可以让我们更好
地看待人生。 当然， 从职业的角度考虑， 它
还能让我们更好地引领学生走进文学审美的
殿堂。
对教材中的选文， 尤其是外国作品和
长篇节选， 我一般都会找出原文读， 去体
会作者想说的东西， 而不只是以所谓的教
参解读为依据。 我以为， 语文教师一定要
有“硬读” 的功夫， 许多时候， 你看了原
文才会发现一些“真相”。 比如 《装在套子
里的人》 中的别里科夫， 教参总说他是沙
皇统治者的帮凶， 这固然有些道理， 但是
当我们联系作者的 《小公务员之死》、 《变
色龙》 等作品， 就会发现契诃夫笔下的那
些小人物原来都是生活在恐惧之中的， 这
个“发现” 会让你觉得别里科夫虽然可恶，
但也可怜。
《小公务员之死》 的主人公切尔维亚科
夫 在 看 轻 歌 剧 《科 尔 涅 维 利 的 钟 声》 时 ，
打了个喷嚏， 当他看到“前排坐着交通部
门任职的三品文官布里扎洛夫将军正用手
套使劲擦他的秃头和脖子， 嘴里还嘟哝着
什么” 时， 便疑心唾沫星子溅到将军脸上，
因担心将军记恨， 便以多种方式给将军道
歉， 引发原本并未在意的将军的愤怒， 于
是他越发怀疑将军对自己有了负面看法，
以致郁郁而终。
《变色龙》 中， 警官奥楚蔑洛夫在处理
街头一件人被狗咬的小案件时的表现， 主人
公在教材编者和教参看来就是一个反复无常
的“变色龙”， 这固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
我们很少去想， 如果这条狗真是将军家的，
他却处置了它， 那么对他来说会有什么结果
呢？ 当我们从人的角度， 尤其是小人物的角
度来考虑的话， 奥楚蔑洛夫的反复无常固然
可恨， 而当我们想到人求自保的本能的时
候， 也就多少可以原谅他了。
所以我在引导学生阅读 《
装在套子里的
人》 的时候， 给他们呈现了一段教材上没有
的文字： “当时他躺在棺木里， 面容温和，
愉快， 甚至有几分喜色， 仿佛很高兴他终于
被装入套子里， 从此再也不用出来了。 是的
他终于实现了他的理想， 连老天爷也表示对
他敬意， 下葬那天， 天色阴沉沉的， 我们大
家都穿着套鞋， 打着雨伞。” 之后提了这样
一个问题： 别里科夫活着的时候， 我们有没
有看到那温和的笑容， 为什么他生前没有温
和的笑容， 死了反而有了？ 学生说， 因为他
再也不用担心出什么乱子了！
这样的阅读引领， 会让学生明白文学
作品的阅读， 是要从人的立场出发， 去发
现和理解人性。 当我们走进文本， 作品中
人物那些看似荒唐可笑的举止就可以理解
了， 我们甚至会为他们的生存状态而扼腕，
进而去反思带给他们这样的生活的社会现
实之暴戾与残酷， 进而明白， 文学鉴赏并
不只有一个角度。
我用这样的例子， 是想说， 文学阅读是
一把钥匙， 引领我们向人性的深处开掘。
（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书海观潮

孙云晓：培养良好习惯
才能真正“减负”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在近日举行的“培养孩子好习惯， 轻松
应对 《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 媒体见面会
上， 教育专家孙云晓呼吁， 减负新规是捍卫
童年、 推进素质教育的重大举措， 当务之急
是提高教师和家长的教育素质， 努力促进小
学生养成良好的自我管理习惯。
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 孙
云晓连续10年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五
和十一五课题， 专门进行“少年儿童自我
管理习惯培养及其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
其专著 《习惯决定孩子一生》 最近由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并在中国移动手机阅
读首发。 课题研究发现， 小学时期是少年
儿童养成自我管理习惯最重要的奠基时期，
但是， 大部分家长认为孩子的学习很重要，
自我管理习惯养成等其他方面可以暂时放
一放。
孙云晓在 《习惯决定孩子一生》 一书中
强调： “培养孩子仁爱、 学习、 自理、 尊
重、 负责的习惯， 孩子会幸福一生。” 他认
为， 如果不抓紧改变自我管理差的坏习惯，
《减负十条》 的实施尤其是不留或减少书面
作业之后， 小学生的学习生活可能产生较长
时间的混乱。 儿童的自我管理习惯培养内容
很丰富， 包括时间、 物品、 饮食、 运动、 消
费、 情绪、 目标等方面， 这显然对教师和父
母的教育能力提出了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