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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现在的教师为什么不读书

在人们的印象中， 读书之于教
师， 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身为教
师而不读书， 才是咄咄怪事。 可是，
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却是： 读书的教
师越来越少， 教师读书的时间也越来
越少。

先讲一件沉重的事情， 不久前，
我中学母校的一位青年教师在家猝
死。 好友在电话里几度痛泣， 他说，
这位老师工作上勤恳如牛， 任劳任
怨， 自恃身体不错， 身兼数职， 常常
加班加点， 他的死完全是超负荷劳动
所致， 即所谓过劳死。

母校这位青年教师的不幸， 虽不
能说普遍， 但此类事件在全国各地也
时有耳闻。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由于
生活上、 工作上诸多压力的侵袭， 很
多教师在身体上、 精神上纷纷亮起
“红灯”。

让一个身心疲惫的人体会到
“阅读是一种享受， 是一种幸福”， 好
比要让荒漠一夜间变绿洲一样， 不过
是一件想起来很美的事而已。 打开一
本书， 不知不觉沉浸进去， 不仅需要
时间， 还需要心境。

所以， 教师不读书， 更多是教师
在繁重的工作压力下， 本能地启动生
理、 心理的调衡机制， 以免耗能过
多， 免疫力下降， 让身心遭到疾病的
侵扰。

以上观点，并非主观臆断，而是有
科学依据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日本，流行着这样的社会风气：许多薪
俸阶层的男人下午下班后， 径直到小
酒馆喝酒，直至酩酊大醉才回家。

针对此社会现象， 当年担任日本
劳动卫生顾问的松田育一先生， 通过
对人的大脑构造进行独特研究， 作出
了合理的解释， 并在“日新报导刊”
上发表了 《驱散焦躁和烦恼》 一文。

松田育一先生研究指出， 在人的
脑子里同时存在着三个脑子， 分别为
鳄鱼脑、 马脑和人脑。 从人脑的构
造分布来看， 属于爬虫类的鳄鱼脑
（脑干） 在最底层， 它承担了人的自
律神经作用和生存所必需的基本功
能， 如呼吸、 维系心脏跳动、 保持
体温、 消化食物， 以及睡眠、 排泄、
自我防卫本能等； 居于鳄鱼脑之上
的是更加进化的哺乳动物的马脑，
其作用是赋予人以感情， 如恐惧、 愤
怒、 思慕、 寂寞等； 包围在鳄鱼脑、
马脑四周的是大脑， 即人的脑子， 它
是理性、 智能的代称， 诸如思考、 计

划、 创造等人所特有的功能都是通过
人脑来实现的。

无论在社会生活中， 还是在家庭
里， 每个人都被要求要冷静、 合理、
理智、 抑制自我， 而不能凭感情行
事。 其实， 人与动物相似， 若过于粗
暴地处理自己的感情， 则易处于精神
紧张的状态。 倘若人长期受到精神紧
张的打击， 此信号会传至鳄鱼脑中的
自律神经， 并使之紊乱， 久而久之，
就会导致胃穿孔、 胃溃疡等症状。

于是， 日本薪俸阶层的男人们就
去小酒馆喝酒， 因为酒精可以使大脑
休眠。 这样， 平时受到大脑抑制的马
脑便恢复了精神， 随即感情毫无掩饰
地宣泄出来， 具体表现为酒醉后时哭
时笑、 喜怒无常。

回过头来看， 整天忙不停的教师
同样需要释放马脑， 让大脑休息， 以
便第二天精神饱满地去工作， 所以，
当教师好不容易歇下来， 最好是散散
步， 看看电影、 电视， 或跟家人、 朋
友聊聊天。

阅读是有难度的， 同时需要马脑
和人脑的协调、 配合， 才可能与作者
对话， 还原书中的情感、 思想。 对于
大部分没有养成阅读习惯的教师而
言， 在忙了一天之后捧起书， 只能使
精神进一步紧张， 要么昏昏欲睡， 要
么身心倍受折磨。

也就是说，

从另一个角度看， 人的竞争意识
与适应环境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 教
师之不读书， 与此息息相关。

目前的职称评定标准在看似公平
的逐条量化之下， 却指向了淡化读
书， 乃至“鼓励” 不读书的方向。 教
师职称关乎其个人利益及荣誉感， 除
了心灰意冷或洒脱超越的极少数教
师， 绝大多数教师还是趋之若鹜的。
然而僧多粥少， 竞争随之而来。 在职
称评定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各种荣誉
中， 最为关键的是学校的评价。 现实
情况下， 大多数学校对教师的评价还
是很单一的： 能抓出好成绩的教师，
就是好教师。 考试是一门技术活儿，
只需特定的技能， 学科之外的书往往
帮不上什么忙， 所以， 当教师选择为
眼前利益冲刺后， 难免要把学科之外
的书本冷落一旁， 久而久之， 也就忘
却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做书的精
神食粮。

教师，何以在阅读中生存
———教师阅读三问

封面

现代教师怎么读书

古人云： 开卷有益。 这是一句
很笼统的励志口号， 很像小时候大
人哄我们的招数： “乖， 听话， 才
给你糖吃！” 糖吃多了， 不仅牙要
坏， 脑袋瓜也会不灵光的———光听
话， 就不思考了。 同理， 如果所开
之卷皆是糖之类哄我们听话的东
西， 何益之有？

所以，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 作
为现代教师， 如何读书， 才能真正
做到开卷有益？

浮躁与功利， 是这个时代的
传染病， 其病毒之蔓延无孔不入，
殃及教育， 最明显的恶果是， 教
育日益平庸化、 世俗化， 且逐渐
露出僵化和滞后性的面孔。 作为
现代教师， 如何在庸俗的空气中
增强免疫力， 自觉去突破现状的
呆滞和体制的局限， 让自己多一
点教师味， 多一点书生气？ 这个
问题， 可用 《红楼梦》 中薛宝钗
的一句话来回答： “不拿学问提
着， 便都流入世俗去了。” 当然，
“拿学问提着”， 指的是在思想上
下工夫， 这是精神发育之关键的
关键， 而提高思想能力的关键途
径则在于“直扑经典” （黄克剑
语）， 读点哲学， 回到人类的思想
源头———轴心时代的伟大人物 （比
如孔孟老庄， 柏拉图、 苏格拉底）
那里去吮吸精神发育必需的奶水。
今天之教育， 虽流派林立， 杂象丛
生， 但若有哲学之慧眼烛照其间，
我们一定不会因被遮蔽而迷失，
因为哲学有益于我们解放思想，
开阔眼界， 回归教育之常识。

话说回来， 今天的中小学教
师， 不管是学生时代， 还是走上讲

台， 皆在应试教育的大道上前赴后
继， 几乎无暇亦无心去吮吸哲学原典
之奶， 久而久之， 精神的肠胃根本适
应不了“原奶”。 这时候， 当然要退
而求其次， 先吸收一些“奶粉” 式的
解读本， 比如 《论语》， 可以先借助
杨伯峻的译注本、 黄克剑的解读本、
李泽厚的今读本等等， 至于于丹的心
灵鸡汤版， 最好别碰， 因为她只是从
《论语》 中舀了一丁点的“奶粉”， 却
用了一吨以上的水去冲泡， 偶尔尝尝
倒也无妨， 若喝多了， 喝上瘾了， 只
能导致营养不良。

精神发育犹如身体发育， 除了
必需的营养外， 还需运动， 所以，
现代教师的精神生活需要经常“运
动”、 调理， 也就是说， 现代教师既
需要满足生存的职业生活———教书，
也需要丰盈灵魂的内心生活———读
书。 就精神享受而言， 读文学类的
经典作品， 犹如听经典音乐， 可以
滋润心灵， 让生命伸枝展叶， 保持
旺盛的活力。 叶嘉莹教授在一次讲
座后， 曾与学生有过如下对话。 一学
生问： “叶先生， 您讲的古典诗词我
们很喜欢听， 可是学了它有什么用
呢？” 叶教授回答道： “你这话问得
很现实。 的确， 学了古典诗词既不能
帮你找到职业， 更不能帮你挣钱发
财， 但学之最大的好处就在于使你心
灵不死。 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 而
身死次之’， 如果你的心完全沉溺在
物欲之中， 对其他一切都不感兴趣，
那实在是人生中第一件值得悲哀的事
啊！” 叶先生的回答， 让我想起 《圣
经》 里的一句话： “神说： ‘如果你
内心的光明熄灭了， 那黑暗多么可
怕。’” 是啊， 很难想象， 一个“内心
的光明熄灭了” 的教师站在讲台上，
如何能做到以人间情怀之灯去引领
学生观照、 眷注人生世相。

谈到读书， 许多专家学者言必兴
趣， 使读书成为人生之乐事云云。 从
理论上来说， 一点都没错， 因为人要
把一件事做好， 最需要的是动力， 就
人选择读书而言， 其动机有二： 一是
喜欢其“无用之用”； 二是确信其
“有用性”。 第一是全凭兴趣、 爱好去
读书； 第二是抱持一定的功利心去读
书。 对于久经应试教育锤炼的教师，
除非从小培育了兴趣， 养成读书的习
惯， 否则， 很难让读书成为他的生活
方式， 因为常识告诉我们， 任何兴趣
一旦错过早期开发， 缺乏一点一滴的
能力积累过程， 长大后不管怎么努
力， 也很难真正开发出来。 对于大部
分教师而言， 虽然无法尽情享受把读
书作为消遣的乐趣， 但至少还有第二
个动机， 可以让他们拿起书本， 即把
读书当成工作的一部分。

我们无需囿于道德感， 觉得缘于
第二个动机去读书多少有些不光彩，
其实， 当我们与有益专业发展之
书———比如教育学、 心理学、 生物学
等专著朝夕相处之后， 所受到的潜移
默化的熏陶足以改变我们的气质， 提
升专业素养， 并显露在教育教学的日
常工作中。

作为现代教师， 当你依据有益
专业发展的原则来精选书籍， 并认
真地一部部“啃” 下来， 你的专业
能力自会潜滋暗长， 获得意想不到
的提升。

此外， 作为非消遣性阅读， 你还
可以尝试做读书札记， 一则有益记
忆； 二则有益思想能力的提升。 读书
札记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一是摘
引书中作者的核心观点， 二是记下自
己的心得、 见解。

“啃读”者
能看见别样风光
■张学青

铁皮鼓 （网络ID） 为网师的学员办了
一份电子刊物， 取名 《啃读者》。 他认为
有的阅读是溜冰， 是看风景， 是怡情养性
的， 譬如文学阅读； 而另一种阅读则像登
山。 登山是累的， 因为要克服自由落体向
下的惯性， 把自己往上托举。 专业阅读，
更多的是一种“登山运动”。 “啃读” 者，
一个“啃” 字， 就道出了“非常硬、 非常
难” 的特性。

我是怎样走上“啃读”者的道路的呢？
1995年至1996年， 我接连经历了从教

历史上的“滑铁卢” 事件———那个在庙
港、 在视导片的各项基本功比赛里稳拿第
一的家伙， 两次在市“百节好课” 的比赛
中名落孙山。 落寞的同时， 我开始低头啃
书， 读的竟是一本 《现代认知心理学》。
一边啃， 一边收获： 一个人的短时记忆一
般为7个单位容量，但是如果把一些小单位
组合成为熟悉的、较大的单位，我们就可以
记住更多的东西，因此，教学中通过节奏模
式、意义模式等对大量的信息进行编码、组
合，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记忆力；问题有长解
答距、短解答距和微解答距，微解答距的问
题，思维含量很小，课堂上要尽量少提；国
外的眼动研究表明， 人在阅读时的知觉和
广度是有限的， 成行成面的快速阅读训练
要谨慎推广， 但短期的快速阅读训练有助
于减少阅读的回视次数……

作为一个中师生， 我的语文原始积累
可能相当于初中生水平。 “三脚猫” 的语
文功底着实捉襟见肘。 于是， 一类一类进
行学科知识的阅读与积累。 为了解汉字的
渊源， 我的手边常备着两本字典： 《汉字
详解字典》、 《汉字古今义合解字典》， 有
空的时候就翻翻。 为了了解诗词的格律，
我读王力的“大家小书”———听说王力编的
《古代汉语》给他挣的稿费是一个人文主义
的传奇。 周振甫讲修辞， 一讲就是六七十
种，什么衬跌、衬垫、点染、讳饰……我简直
闻所未闻。

“啃读” 者的读书姿势常常是正襟危
坐的。 与其说这是一次阅读之旅， 不如说
是一场征战厮杀： 你的智力理解水平和作
者进行着一场较量， 跟不上趟、 战败的时
候是常有的。 犹记得， 我读王荣生老师的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前几章简直是“痛不
欲生”：“层叠蕴涵分析框架”这个术语说有
多拗口就有多拗口。 好吧，跳你没商量。 我
的经验是， 遇到自己即便慢读也实在读不
懂的部分，就干脆跳过。 譬如《语文科课程
论基础》，我只取自己能读懂的一章《语文
教材的选文类型鉴别》来读，其他的部分，
就等能力和需要都来热情邀我再说。

读着读着， 阅读力在不知不觉地增
长。 有一次我向一位老师推荐刘绪源先生
的 《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 她说太难懂
了， 我觉得讶异， 同时又十分理解： 她所
遭遇到的， 大概和我2006年读 《后现代课
程观》 的情形相似。 没有这方面的智力背
景， 你读到的只是书里的字与词， 无法弄
懂它们聚集在一起的意义。

北京万圣书店主人刘苏里是个了不起
的读书人。 他为读书人创造了一个宁静的
读书环境， 取名“醒客” （thinker）。 我
很喜欢这个名字， 中英文都喜欢。 当我把
读书的触角伸向历史、 哲学、 法学、 经济
学和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 读克里希那穆
提的 《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 读崔卫平
的 《正义之前》， 读林贤治的 《午夜的微
光》， 读王尔德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
灵魂》， 读勒庞的 《乌合之众》， 读吴思的
《血酬定律》， 读于歌的 《现代化的本质》，
我渐渐有了“醒客” 的感受。 我明白———

“异议是爱国的最高形式。”
“一朵红玫瑰不会因为它想做一朵红

玫瑰而显得自私， 如果它想要求花园里的
所有花种既是玫瑰又是红颜色的， 那才是
自私到了可怕的地步。”

“不纯洁的心灵也有美好的一面。”
“沉默， 不是中立， 是同谋。 迫害，

是由不出声的好人们默默授权的。”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感谢那些书，它们唤醒了我的理性，使

我在沉静中、在深情里不致于孱弱无力。
（摘自 《迷人的阅读———10位名师的

秘密书架》。 本文作者系江苏省小学语文
特级教师）

现代教师为什么需要读书

何为现代教师？ 在我看来， 其核
心特质表现在， 他的观念是否与这个
世界、 与校园里每一个鲜活的生命血
脉相连， 并把学生的健康成长放在首
要位置。

观念是教师教育行为背后的价值
取向。 教师一旦在观念上出现问题，
无论其在专业上有多深的造诣， 也无

法弥补因观念上的偏差而给学生带来
的灾难性后果。 演员李冰冰接受采访
时提到， 她从小到大都是一个特别没
有自信的人， 因为小时候数学成绩不
好， 她一直笼罩在这样的观念阴影
下： “小时候不会算算术的人都很
笨。” 她说， 数学不好， 导致什么都
不好， 以致一直没有安全感， 恨不得

自己能丑一点， “我现在有点驼
背， 因为小的时候一直是这样走
路， 就希望老师不要看到我”。 观
念是一只可怕的“看不见的手”，
它甚至可以让人类这个“物种” 慢
慢地“变异”。

教育上存有偏差的观念， 犹如
枷锁， 学生的心灵一旦戴上它， 可
能花一辈子的时间都解不开。 麻烦
的是， 有些观念有其时间性的一
面， 最容易过时、 落伍， 教师一不
小心， 就可能会以这些过时的观念
建立起铜墙铁壁， 在自己的世界里
孤芳自赏、 自以为是， 而对外面的
世界保持封闭和无反应的生命状
态。

基于此， 衡量现代教师的三个
标准即为：

这三个标准既有次序上递进的
关系， 又互相关联、 交叉， 比如做
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对达到前面的
两个标准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

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他总是抱
持开放的生命态度， 与这个世界、

与他人、 与自己时刻进行积极的对
话。 在书本的滋养下， 一个开放的教
师， 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精神性状：
一是， 在不断正面回应环境的各种挑
战的过程中， 他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和
职业追求的方向， 努力去寻找并获得
一个“更高的自我” （尼采语）； 二
是， 他乐于学习， 善于悦纳不同的
人， 并批判性地吸收、 消化不同的观
点。 三是， 他放下成见， 以崭新的方
式看世界， 伴随着好奇心、 责任感，
并在与他人自由的交流、 分享中， 不
断学习、 转化、 创造、 发展， 在生命
不同的季节里， 其思想总有恰如其分
的成长。

一个真正的读书人， 他内心敞
亮， 知道自己在专业上追求的方
向， 正如梭罗所比喻： “好像水边
的杨柳， 一定朝着有水的方向伸展
它的根。” 在书本的滋养下， 一个
有专业素养的教师， 是而且必须是
一个有专业伦理和专业能力的人。
叶圣陶先生对教师有一个基本要
求： 肯负责， 有本钱。 “肯负责”，
指向专业伦理； “有本钱”， 指向
专业能力。

先说专业伦理， 它早已被各行
各业所忽视， 为了利益， 伦理底线
面临着被降低的风险。 作为教师，
对学生的尊重和欣赏， 即成全生命、
呵护人性， 应该成为其专业伦理的
根本标准。

再说专业能力。 教师的专业能
力并非局限在教学能力这一狭隘的
范围里， 它还包括爱的能力、 沟通
能力、 表达能力、 思辨能力、 写作
能力等等。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形
成了这样的共识： 在可见的将来，
能让学生考出好分数， 不过是一个
教师最低限度的“本钱”。

有“本钱” 的教师， 对日常生活
和教育中似是而非的繁杂现象， 不盲
从权威的声音， 也不轻信流行的观
点， 而是保持自己的敏感， 屡有独到
的见解， 因为他始终眷念健康的人类
精神， 视“读书明理” （郑板桥语）
为天职。

态度

·1

·2

·3

朱晓兰 绘

以追问的姿态建构
法国大作家福楼拜说：“阅读是为了活

着。”著名语文教育家商友敬老先生却愿意
反过来理解：“活着是为了阅读。 ”可见，阅
读与一个人的生存状态息息相关。

谈及教师的读书问题，不绝于耳的是对
教师不读书的批评，以及对读书将给教师带
来“福利”的“诱惑”。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教师
不读书现象的普遍存在？身为现代教师为什
么需要读书？ 怎么读书才能真正“开卷有
益”？ 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往往流于表面。

曾当过中学教师、 小学校长， 搞过专
业的教育研究， 现任华东师大出版社策划
编辑的朱永通先生热爱读书， 还在业余时
间集结三五知己组建读书沙龙， 并积极参
与厦门外国语学校、 厦门湖里实验小学的
教师专题阅读活动。 基于对读书、 对教
师、 对教育的了解和理解， 他对上述问题
进行了深入思考， 以理解的姿态追问， 再
以追问的姿态建构。

2008年第35期 《江西教育》 曾发表商
友敬先生的 《教师， 在读书中生存》 一
文， 这可谓是一篇发人深省的“劝读” 文
字。 加拿大学者阿尔维托·曼古埃尔在

《阅读史》 中说： “在文字社会中， 学习阅
读算是一道入会仪式， 一个告别依赖与不成
熟沟通的通关仪式。 学习阅读的小孩借由书
本之途径得以参与集体的记忆， 熟稔此一社
会的共同过去———每一次阅读， 他∕她或多
或少都会对此共同过去获得新知。”

商友敬的观点是， 既然进了这一知识的
大门，还是到处看看为好，不然的话，枉然来
此人世一遭，太可惜了。教师是先行进入知识
社会大门的人，由于来得早，而有了引导后来
者的责任。如何不做“导游”而做一个读书人、
思考者？ 他说：“我们教书的人，多读书，时刻
不停地读书，这才是我们的本分，也是常识性
的真理。”他主张：教师要在读书中生存，要处
在真正的“读书状态”之中。

尽管是几年前的旧文， 今天读来依旧令
人动容。 正因如此， 这篇娓娓道来教师读书
意义的文章刚刚作为代序被收入新书 《迷人
的阅读———10位名师的秘密书架》 （朱煜
主编， 华东师大出版社出版） 中。

教师读书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 却有着
丰富的意蕴， 希望本期内容为读者提供另外
一种观察思考的角度。 （王珺）

■朱永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