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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特刊·

让你的阅读教育你
当我们谈论教师阅读时我们在

谈论什么？
在“教育模式”、“课程动态”、

“专业发展”、“个人成长” 等专业词
汇映射下，有没有一种可能，让阅读
独立于我们锱铢必较的日常行为之
外而繁花似锦， 让阅读豁免于其他
的直接目的而自信从容？

2013年，一路读下来，最喜欢
的是《文学回忆录》。年初读，到了年
尾，还意犹未尽。木心先生有言：“我
读书的秘诀是：看书中的那个人，不
要看他的主义， 不要找对自己胃口
的东西，要找味道。”这本书里，先生
只对永恒发言，恰似他一念所系，端
的好味道。

于我，什么样的书是好书？
就是不仅让我“知道”，更让我

“看见”。《文学回忆录》，一场“文学的
远征”， 让偏居小镇的我事隔多年仍
能看见———人，可以“在自己的身上，
克服这个时代”。 那么远，那么近。

这才有味道。 这才是味道。
2013，还有哪些书让我看见？
《儿童文学思辨录》（刘绪源）、

《语文教学的批评与反批评》（詹
丹）、《译边草》（周克希）、《没有指责
和羞辱的教育》（徐莉）、《上课记2》
（王小妮）、《记忆之塔》（周志文）、
《性格的力量》（保罗·图赫）、《大地
总有孩子跑过》（林茶居）、《父子大
学》（范福潮）、《电影编剧的秘密》
（芦苇、王天兵）……不会忘记无比
钟爱的唐诺，厚厚一册《尽头》，惊鸿
一瞥里仿佛已是阅读之尽头。

我到底看见了什么？
说起教师这一行当， 想起波兰

女诗人辛波斯卡说的：“只要他们能

够不断地发现新的挑战， 他们的工作
便是一趟永无终止的冒险。 困难和挫
败绝对压不扁他们的好奇心， 一大堆
新的疑问会自他们解决过的问题中产
生。 ”

真的，所谓“一大堆新的疑问”，我
愿意将其理解为生命中更多的可能，
教育正是可能性的艺术， 教师正是要
学会发现与捕捉生命中的可能。 我从
书里看见的，其实就是大大小小的“可
能性”。

唐诺认为：“可能性，而不是答案，
我个人坚信， 这才是阅读所能带给我
们真正的、最美好的礼物。 ”

芦苇先生提出， 这个时代电影应
有的境界是“关注生命，凝视灵魂”。读
后若有所悟，要问教师需要什么书，岂
非也是这八个字？再进一步说，这个时
代如何做教师，不也正是这八个字？

教师所从事的是生命与生命的交
流，是专业，又不仅是专业，其根基正
建筑于生命与灵魂。 阅读从来都不是
外乎生命的，灵魂也并不只是一段“专
业”。 说到底，教师阅读，抑或教师写
作，最底线的价值观，均应是“关注生
命，凝视灵魂”。

事实上，也只有那些“关注生命，
凝视灵魂” 的书， 才会面向更多可能
性。 让你的阅读教育你。

什么是“教师之书”？
美国作家布鲁斯·贾温曾写道：每

个图腾的始祖在漫游全国时， 沿途撒
下语言和音符，织成“梦的路径”，如果
他依循歌之路， 必会遇见和他做同一
种梦的人。

教师之书， 就是和教师做同一种
梦的书。写下这书的人，也必定是和教
师做同一种梦的人。

■冷玉斌 （教师）

不停地寻找一盏灯

所有的文字都可能是挣脱、
徘徊、 觅得生机和自我启明 。
我们通过写作而成为信使， 摆
渡着某种不可能， 同时使这样的
不可能成为可能， 秘诀就在于我
们试图做世界信使之前先做自
己， 因为危机的本质恰恰在于不
相信、 放弃和怨恨， 我们以为拯
救一直遥不可及， 而不是拯救就
在于行动之中。 如果有些写作仍
然予以我们精神的包扎， 予以
一种获得……奇妙的、 从阅读
中汩汩流淌着竟是不断的返回，
仿佛只有你一个人懂得， 只属
于你一个人， 只有你打开了自
己的“天灵盖”， 与天光、 万物
相融， 与未知相遇， 就像在月
色下的湖畔 ， 喊出“啊 ， 真
美”。 这样的文字一定是从血管
中流出， 是以心相许。 我们还
可以相信， 我们的身体也参与到
这样的写作之中， 所谓的理解首
先源于信仰和介入， 在此岸就开
始着手，在今天就做一个建设者。

看见这样的文字， 也就看到
自己的身影，尤其是，总是记得自
己就是一个施行者……由柔弱的
自我怜悯转为用心的践行。 因为
自怜已经太多、而且过于顽固，现
在需要另一种生活， 从书本回到
生活，在生活中信赖改善，窥见既
是在我们身上又始终召唤着我们
前行的未来。像是远处的微明。作
为我思想的异名者， 作家哈扎拉
尔说：“最好的书是帮助你生活
的，任何的新行动都是一种行善，
它首先针对着你自己。 若是你不
能醒悟出这样的原则，作为自救，

那世界对你而言就真的没有机会
了。 ”他又说，我们始终都可以相
信，有些拯救只在阅读中产生，这
是人类最美好的宿命之一， 他必
须学习， 要不然只能日渐粗鄙与
怯懦， 其实大德者常常是用文字
传出良善与真性的， 他们的世界
因此敞亮可以通达。

相信改变已经发生， 这也是
一种最不坏的自我妥协， 它的启
迪性在于所有的变革都并不是以
我们期待的方式发生或呈现的，
接纳、承受之中，所谓的妥协其实
就是思维结构的一种改变， 在不
能接受中已经接受， 在不理解中
已经获得自己的理解。“善于学
习” 说的并不是先天的智力上的
优势， 而是指人的自我开放与不
断再出发的能力。

如果你每天都是阅读者，每
天都有一长段时间用于凝神、身
心聚集，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在世
界上存在，“仿佛一个沉溺者进入
一种完全透明的光中”，你一定已
经摆脱了一直困扰你的恐惧，你
已经以极为强韧美妙的耐心做到
了这一点， 你可以享受自己的喜
悦，你已经拥有了宁静的内在。

也许人一生最大的努力便是
这样不停地寻找一盏灯， 这不仅
是为了获得确切的依赖，而且，这
样的寻找本身就是至大的快乐。

那些看似最辛苦的人， 常常
也是最有福的， 只有他们明白世
界的另一种形态与我们生命的另
一种样式， 它们是在我们心中打
开的，因此这些属灵的事物，也一
直在生长之中。

所有好书都有“心”
记不清几年前， 看过一本绘

本， 书名叫 《一切有心》， 全书
以一个稚童的视角， 赋予一切事
物以生命———任何人、 任何动植
物、 任何物品身上， 都跳动着一
颗可以感受冷暖、 相互交流依偎
的心。

一切有心， 如辛波斯卡 《万
物沉默如谜》 里的字句一样打入
心坎， 身边的平凡物什仿若可交
心的友伴， 他们不断构筑我们生
命所需之境， 譬如一本书。

在我心里， 好书都有心， 可
以交心的书才是好书。

有心的书， 是驻扎着作者
灵魂和心意的。 这本书或者是
专业知识的展示， 或者是情感
地图的表达， 又或者是个人经
历的注脚……但， 文字背后， 都
是作者在自己擅长领域的用心表
达。 经由这些文字， 我们可以分
享作者的知识经验、 感受也许自
己永无机会体味的生活滋味， 甚
至可以像读张爱玲、 金庸的文字
一般， 被领入一个神秘且韵味绵
长的全新世界———张爱玲的爱恨
上海滩， 金庸的情仇江湖梦。

有心的书， 又是读者与文字
心灵交融的。 如果说作者的表达
目标是一个客观存在， 那么读者
与书中字句的交流则可能是另一
种与“心” 有关的互动。 每本有
心的书， 其中都密布许多情感的
网络， 蕴藏着心灵的谒语， 读者
也许会寻找到与自己际遇相关或
者契合的某些点， 对文字进行解
读、 生发。

好书， 是可以带来成长力

量的书。 非常幸运， 作为一个
出版人， 可以有机会把有心的
好书传递到读者手中， 制造无
数读者、 作者心灵交融的机会。
好书最大的力量就在于， 它会
促进读者、 作者、 出版人的共
同成长。 作者心血凝练文字的
过程， 读者汲取营养、 解读内化
的过程， 双方以文字为媒介的交
流过程， 于双方而言， 无疑都是
成长的过程。 我熟知的教师群
体， 流传着这样的说法： “好教
师是写出来的”、 “好教师是读
出来的”。 这些语句仅作断面解
读固然失之偏颇， 但读书之于作
者和读者成长的意义， 可见一
斑。 对出版者而言， 编辑每一段
文字， 设计每一个页眉页脚， 斟
酌每一个标题， 都会费尽心思；
前后勒口究竟放什么内容可以
展示书的内核， 封面营造何种
意境才能为书稿增色， 都需仔
细思量。 出版一本好书， 从选
题到成书， 恰如培育幼苗， 期
待它大树参天的过程必然是辛
苦而充满乐趣的。 更令人着迷
的是， 好书如挚友良师， 编辑
过程就是与作者交心的过程，
研读亦可作反观内心之镜鉴。

作为读者中特殊的一群， 教
师的阅读旨趣和品位在某种意义
上代表着时代发展的风向。 在正
在发生的教育变革中， 教师工作
职能出现了深刻的变化， 这种变
化极大地提高了教师劳动的复杂
程度和创造性质。 面对这种变
化， 教师教育图书出版者正面临
挑战。

读者·作者·出版者共议“教师之书”

AD

■张文质 （作家） ■李永梅 （出版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