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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外山滋比古在他的《阅
读整理学》中是这样看为什么有些人
只喜欢读“读得懂”的文字，而见到读
不懂的文字就头大、就逃避这一问题
的：“大众传媒如果失去读者就无法
立足，只好不断地用平易的写法吸引
读者，读者也随心所欲，变得越来越
懒惰。”快餐式阅读的弥散，使得许
多人只喜欢读“读得懂”的文字，一
遇上读不懂的文字便习惯性地放弃，
这恐怕就是为什么读了那么多书却无
长进的缘故。

阅读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如吃东
西，读那些通俗易懂的文字如喝粥，
几乎不用咀嚼就可以喝下去，这样读
着读着，“牙齿”的咀嚼功能慢慢衰
减了，“肠胃”的消化功能也慢慢退
化了，于是稍微吃一点需要咀嚼的东
西，不仅会感觉牙口吃不消，肠胃也
撑不住。好嚼的东西，吃起来固然方
便，但总是吃那些并不是件好事，得
不到咀嚼的喜悦不说，身体也会受到
影响。同理，无需推敲的阅读，也就
难以体会阅读的乐趣，甚至还容易心

生厌倦。
一个阅读者，总是选择“读得

懂”的文字阅读，思维就会一直在低
层次上徘徊。回过头来看，许多“读
得懂”的文字，也未必真读懂了。许
多文字原本就不是那么容易“读得
懂”的，因为每个人的言辞背后总有
他特定的经历、思考与认知，这些经
历、思考与认知往往是阅读者所未曾
有的。所谓“读懂了”，也只不过是
个人当时的体验而已。不同的读者对
同一本书，甚至是同一段话的理解方
式是不一样的，除了因为人类理解事
物的方式本来就不一样，还与读者的
个人禀赋有关，每个人的遗传基因不
一样，家庭背景不一样，生活的社区
不一样，接受的学校教育不一样，更
为重要的是个人的兴趣不一样，让一
个对足球毫无兴趣的人去读关于足球
的书，即便写得再通俗易懂，恐怕他
也没有兴趣去读。

阅读的价值除了消遣更重要的是
求知。在知识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
的已知早已经无法帮助自己很好地理
解这个世界了，如果没有及时进补，
早晚是会被这个世界淘汰的。总是不
读难懂的文字，就无法获得知识的更
新，也会阻碍自己的认知，使自己的
思想停留在原有的框框中无法逃脱。

一本我们原本不熟悉的领域的
书，自己居然能够“读懂”它，除了
侥幸，可能会与自己的人生阅历与近
期的关注点有关。比如我读 《教育与
脑神经科学》《基因或教养》《脑的争
议》《脑机穿越》 以及关于大数据的
书籍就是如此，这些书中专业性很强
的那些东西，不一定非要去读懂它，
但是作者在这些专业知识的推导下得
出的结论，我们可以调动自己的“社
会资本”与“决策资本”来帮助自己
扫除阅读的障碍。如果因为不熟悉就
不去读它们，那么永远只能被这个世
界抛在门外。

我们的问题还在于只能用头脑了
解书的内容，根本没想到要在生活中
具体实践书中所说的道理。许多看起
来难以读懂的文字，我们一旦联想到
具体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现实时，就会
觉得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当自己有意
识地运用书中提到的某个观点，介绍
的某种新技术、新方法的时候，就会
自觉不自觉地消除“难读”的意识，
转而满怀信心地读下去。

在许多时候，阅读就如解码一
样，急不得。希望很快地读完一本
书，并“读懂”它，只是一种幻想。
阅读需要联想和想象参与其间，要在
文字的前后勾连中发现其内在的逻
辑，进而寻找表达的脉络，判断文字
的价值，获得新的认知。任何一个读
者在阅读的时候，总是会有无法理解
的烦恼，但当我们硬着头皮读下去，
读到后续的文字的时候，往往就会豁
然开朗，原来道理在这儿等着！

对具体的个体而言，毫不费力就
能“读懂”的文字，往往是没有多大
价值的。有阅读价值的文字，往往是
要费思量的。像 《理想国》《纯粹理
性批判》《个人知识》《教师作为知识
分子》 这些书，对我而言，就是很难
读懂的，但反反复复地翻阅，就会发
现这些书中为读者提供了许多读懂它
的路径，比如我可以从其提供的文献
资料中找到就我现在的“个人资本”
能够“读懂”的与其相关的书籍和文
字，也可以在它的表述中回溯相关的
历史，反观现实的世界帮助自己去解
读它。这样断断续续读下去，也就慢
慢可以“读懂”一点。

阅读，其实和教育一样，都是急
不得的事。当我们慢下来，“开始用内
心的耳朵去倾听”的时候，就可以“无
意中听到”作者以及书本中的人物的
声音以及知识、技术、故事暗含的意义
与价值。《理想国》《优雅的辩论》《正
义：一场思辨之旅》《民主、专业知识

与学术自由》《游戏改变世界》 等
书，我就是这样“听”过来的。

许多难读的书，是要细细地读，
慢慢地啃的。3 万字左右的 《康德论
教育》，我前前后后读了十多遍，做
了上万字的批注，爱因斯坦几千字的

《论教育》 可以说没有一句多余的
话，句句经典，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
受。像 《理想国》《民主主义与教
育》《爱弥儿》 这样的教育经典以及

《忏悔录》《逃避自由》《社会契约
论》《思想录》《人性论》《乌合之
众》《我思故我在》《世界通史》《中
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等比较难啃的
书，只要耐着性子去啃，多多少少还
是可以进入并有所收获的。

其实难与不难在乎心，真的想
读，并坚持读下去，原本觉得“读不
懂”的或许就“读懂”了，原本以为“读
懂”了的还想回过头去重读。这就是
阅读的乐趣所在。

■这个暑假我想啃的几本书

《暴力与社会秩序：诠释有文字记
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

[美]道格拉斯·C.诺思/约翰·约
瑟夫·瓦利斯/巴里·R. 韦格斯特著
杭行/王亮译 上海格致出版社

《建筑模式语言:城镇·建筑·构
造》

[美] C. 亚历山大等著 王听
度/周序鸣译 知识产权出版社

《打开狄波诺的思考工具：从“思
考水平”到“六顶思考帽”》

[美] 爱德华·狄波诺著 许瑞
宋译 （台北）时报出版社

《权衡：批判性思维之探索之旅》
[美]莎伦·白琳/马克·巴特斯

比著 钟海霞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过程与实在》
[美]怀特海著 李步楼译 商务

印书馆

还是应该啃一点难啃的书
凌宗伟

中小学教师该读什么书，这是一
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在我看来，中小学教师的阅读有
两个原则：读基本的书，取法乎上读
经典的书。

以中小学语文教师的阅读为例，
年轻老师可以先读苏霍姆林斯基的

《给教师的建议》、魏书生的《班主任工
作漫谈》、佐藤学的《静悄悄的课堂革
命》，以及一些名师的课堂教学实录。

在此基础上，可以读文本解读、
反思教育以及代表目前专业水准的
书。如对中小学语文教师而言，最好
读读孙绍振的 《名作细读》、吴非的

《不跪着教书》、王荣生的 《阅读教学

设计的策略》、荣维东的 《交际语境
写作》 等书。

再上一个台阶，可以读叶圣陶的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钱理群的《中
小学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解读》、倪
文锦的《教材改革与文化强国》。

在读了上述这些基本的书的基础
上，可自由选择自己的阅读。如我自
己选择的是 《莫砺锋诗话》、叶朗的

《文章选读》、王剑冰选编的 《百年百
篇经典散文》 等。

在我看来，语文教师仅仅读教育
著作和语文论著是不够的。正如林语
堂所说：一个读者应该有几位自己喜
爱的作家。就像方方在 《喜欢苏东

坡》 中所写：“如果我有幸生活在苏
轼 的 年 代 ， 我 一 定 想 方 设 法 嫁 给
他。”而我，不管东南西北风，我坚
持喜爱鲁迅，喜爱沈从文，喜爱陈应
松、罗伟章、阿袁、付秀莹。喜欢几
个作家，熟读他们的作品，是一件多
么惬意的事啊。

读书，不能让自己的大脑成为别
人思想的跑马场。中小学语文教师，
读读 《通往奴役之路》《乌合之众》

《娱乐至死》之类的书，是大有必要的。
至少可以让我们省察自己身边的生活，
让我们不盲从，学会几许慈悲与宽容，
留得几分清醒和独立。

读书是美好的。《白鹿原》 里朱

先生的晨读，全神贯注，如痴如醉，
如同进入仙界，已经不是他的需要，
而是他生命的一部分。顾随在济南一
个杂货店门口看到一对贫穷的夫妇读
书，感到“天使连开神光，展起双
翅，在他们头上飞来飞去。四围的空
气都变得神圣而甜美！”我最近执教
的“书卷多情”群文阅读课，引导学
生读冰心的 《谈读书》、程乃珊的

《阅读是最有情义的》、严歌苓的 《读
书与美丽》、黑塞的 《读书是获得教
养的途径》 等文章。我的愿望是培养

“读书的种子”，让他们在今后几十年
的人生中，能不时回想起有那么一个
春暖花开的时节，师生一起愉快地谈

论读书的情景。
读书是语文的第一要务。正如温

儒敏先生所言：读书好比思想爬坡。
孩子的读书是需要引导的，需要踮起
脚尖够一够。我很喜欢曹文轩的一段
话：一个好的读书人，读到最后会有
那样一个境界——知识犹如漫山遍野
的石头，他来了，只轻轻一挥鞭子，
那些石头便忽然地受到了点化，变成
了充满活力的雪白的羊群，在天空下
欢快地奔腾起来。

因为读书，有一个更好的你，在
前面不远的地方等你。

（作者系四川省古蔺县教师进修
学校教研员）

读书，好比思想爬坡
罗怀海

什么是教育之美？为什么要谈教
育之美？

想起一句非常经典的话：“人类
可以看出一粒贝壳的美丽，但是栖息
在贝壳里的生命并没有意识到这一
点。贝壳形成这样的形状是为了给壳
内的生命提供最佳生存环境。它的

‘美’绝对是与功能相伴而成⋯⋯”
似乎再也找不到比这个比喻更能恰切
说明教育之美的话了。教育之美就是
那枚优雅迷人的贝壳。它的真正意义
和价值，不在外表，尽管它的外表也
是那么优美：线条柔和，色泽光鲜，
是一件无可争议的天然艺术精品，但
是贝壳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为了给
壳内的生命提供一个最佳的生长环
境。教育之美所追求的，就是让一个
个生命个体具有成长和发展的最佳空
间和最优环境。

翻开中外教育史你会发现，自从
人类有教育活动以来，人们就一直致
力于寻求教育的真谛和价值，致力于
寻求什么是好的教育，这种寻求其实
也可以说就是对教育美的寻求。两千
多年前的那个暮春时节，当一群春服
既成的少年学子，簇拥着那位循循善
诱诲人不倦的蔼然长者，从沂水边踏
青归来，你一言，我一语，各言其
志，其乐融融，写就了教育之美的初
始乐章，这一出手，就是一个经典，
成了多少杏坛后来人仰慕不已的表
率，却也标识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历史

高度。不是因为教育没有进步。教育
从来就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区，社会
进步，教育随之进步；社会停滞，教
育也随之保守。和一部气势磅礴的社
会进化史如影相随的，是风云激荡的
教育变革史；而变革的永恒主题便
是，如何让教育的“贝壳”变得更
美，让壳内的生命更好地生长。这么
说，一点也不显出教育的卑微。教
育，不是社会的婢女，但是，教育，
无法超越时代。

近百年来，我们的时代被史学家
称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教育
之大变革也如约而至，而且腾挪跌宕，
气象万千。废除科举，兴办学堂，是教
育从传统走向现代的第一大变，人的
地位在教育中空前凸显，民国初年的
教育培育出了一大批 20 世纪的栋梁
之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
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挣脱极左
思潮的精神枷锁，为了人的和谐发展
再一次成了教育变革的主旋律，使我
们有可能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加从
容的心态，静下心来细数教育，着力于
教育这一枚“贝壳”的精心构筑与打
磨。历史的进步总是艰难而曲折，教
育也是如此。恰恰在社会现代化转型
这一宏大历史进程中，种种打着“现
代”旗号却违背教育规律、违背人的
成长规律的教育“异化”现象也如蔓
草般疯长。教育面临从未有过的发展
机遇，同时也面临从未有过的阵痛与

挑战。于是，教育要回归本原，返璞
归真又成了有识之士的呐喊。

教育的本原在哪？教育来自哪
里，又将要走向何处？一次次上下求
索的结果是：理想的教育，必须着眼
于人，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教育，
就是要为那些莘莘学子建造一个有利
于其健康成长并且十分优美的“贝
壳”！不是为了片面地追求形式去眩
人耳目，优美的形式之所以美，是因
为它有适合于生命健康成长的功能。
教育美也是这样。

也许，我们不需要引经据典地论
述教育的本质是什么，但是，我们必
须清楚，我们的学校对孩子意味着什
么：是每天带着向往和期待走进校
园，怀着微笑和愉快离开学校，还是
惴惴不安而来，满腹惆怅而去？也
许，我们不一定需要从学理上明白学
科 的 知 识 价 值 （真） 和 审 美 价 值

（美） 之间血脉相连的逻辑关系，但
是，我们必须清楚，我们的课堂对一
双双渴求的眼睛意味着什么：是随着
我们的导引，走向一个个未知的神秘
世界，畅饮知识琼浆的同时，也充分
感受知识之美和学科魅力，还是像一
头蒙着眼睛的驴，盲目被动地跟着
你，机械单调地转着那无休止的一个
个圆？还有我们自己，当我们从风华
正茂一直到两鬓斑白，周而复始年复
一年地与粉笔教鞭相伴，不同教育观
的人其劳动体验和感受也是不一样

的，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和认识，影响
着我们劳动的态度，也制约着我们劳
动的情绪，决定着我们的职业是否幸
福，是快乐地工作着，还是痛苦地累
着？如此看来，我们其实也在建造着
我们自己的生命之“壳”，或者说，我们
和学生同“壳”。当教育这枚外壳适合
学生，也必定适合我们教师；当学生卡
在“壳”内不舒服乃至不幸福时，教师
工作也绝无职业幸福可言。

教育之历史长河流到今天，泛起
悖离教育本质的残渣败叶，那是因为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忘记了教育
精神，偏离了教育轨道。当然，原因
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在教育管理体
制，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教育改革
和社会改革乃至政治体制改革血脉相
连，牵一发而动全身，绝非三言两语
所能说清，也绝非仅凭一时意气便能
奏效。如果撇开管理体制这些社会性
体制性因素，仅从教育教学自身来
看，多年来，教育学研究领域似乎有
一个重大的空白：教育之美。专家学
者研究得不够，广大管理者和一线教
师也就难免缺少接触教育美的理性认
识。一方面，是体制性障碍带来的

“硬伤”，一方面是理论匮乏形成的
“软肋”，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的教
育可以说难免伤痕累累积弊重重，学
生、教师、学校管理者都被一只无形
的手操纵着，生活在悖离教育精神和
缺乏教育幸福的困窘之中。

如何拯救？出路在哪？在教育体
制性障碍一时无法撼动或者说只能是
一个渐进改革过程的历史背景下，教
育之美至少可以是教育“救赎”的路
径之一。如果真的在日常教育生活中
发现了教育之美，那么，由此出发再
往前走，走向对教育的热爱和眷恋，
走向对教育的忠诚和信仰，就是水到
渠成之事了。当然，实事求是地说，
教育之“壳”是否优美，体制和环境
制约作用是显然的，这一点毋庸讳
言。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教育
工作的特点赋予教师个体一定的自主
性和能动性，局长之于一个地区，校
长之于一所学校，班主任之于一个班
级，教师之于一个课堂，可供拓展的
活动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换句话说，
我们不可能决定这枚贝壳的全貌，但
我们有可能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让
这枚贝壳在不同程度上优美一些。譬
如高三吧，我说的是重点中学的高
三，高考升学硝烟弥漫，但是，还是
有一些学校，利用假日，让学生去郊
游，去远足，去搞生日庆典，去开诗
歌朗诵会⋯⋯至少在此时此刻，教育
之“壳”优雅迷人了一回。

其实，在琐碎而具体的教育生活
中，只要我们有心去创造，去发掘，
教育之美就在我们身边。而在美丽的

“壳”内，你才知道生命该有多美！
（节选自 《教育美学十讲》 杨斌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给生命以优雅的贝壳
杨斌

“孙云晓教育研究前沿书系”

孙云晓自 1972 年起从事青少年教
育和研究至今，连续10年主持全国教育
科学“十五”和“十一五”规划课题，在少
年儿童行为习惯培养的研究领域取得了
突破性成果。他的一系列教育观点受到
广泛关注，如：“关系好坏决定教育成败”

“良好习惯缔造健康人格”“尊重生命是
一切教育的核心理念”“教育的核心不是
传授知识，而是培养健康人格”“一切
成功的教育都是和谐的教育”“无批评教
育是伪教育”等。

“孙云晓教育研究前沿书系”包括孙
云晓极具代表性的八部教育经典，作品
全面吸收了脑科学和心理学的最新成
果，以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己任。该
书系的前五册——《习惯养成有方法》

《亲子关系：决定孩子一生幸福的密码》
《成功智力：比智商更重要的潜能》《发现
童年的秘密》《五元家教法：好父母的必
修课》日前已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推出。

《习惯养成有方法》介绍了习惯培养
对于儿童教育的重大意义，并从做人、做
事、学习三大方面进行了深刻的解读，同
时，重点提出了习惯培养的七个关键环
节，这是作者关于习惯研究的最新思
考。《亲子关系：决定孩子一生幸福的密
码》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将国外心理学
家、教育家的亲子教育理念与国内学者
的相关研究融合在一起，变抽象理论为
具体分析，让不同的家庭能够从不同的
案例中得到教育启发。

在《发现童年的秘密》一书中，作者
立足于自己多年的研究实践和教育经
验，对社会上屡见不鲜的各种失败教育
案例进行了具体而深刻的分析，开创性
地提出了“童年恐慌”这一概念，回答了
如何消除“童年恐慌”、什么是科学的儿
童观、怎样做一名童年的发现者与捍卫
者等问题。

（张璐璐）

《不一样的语文》
东方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不一样的

语文》（共 3 册）是依据台湾 2010 年教育
部门修正发布的“普通高级中学国文科
课程纲要”编写的。主编何寄澎系台湾
大学中文所博士、台湾大学中文系教
授。此版教材在1999年版及2006年版
的基础上编写、完善而成。每课由“学习
重点”“题解”“作者介绍”“课文”“问题与
讨论”构成，每册书后附有名家撰写的

“课文鉴赏”。
选文方面，古诗文的量占到全书的

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没有外国文
学的内容，也没有科技说明文。尤其是

《长干行》（李白）、《晚游六桥待月记》《刘
姥姥进大观园》《虬髯客传》《林冲夜奔》

《与陈伯之书》《崂山道士》这样的选文，都
是许多人爱不释手的篇目，活泼灵动，风
姿绰约，轩轩似朝霞举，清新如春月柳，在
这些文章中畅游，课堂自然不会枯冷暗
淡，不会陷入干瘪乏味。《论语》《孟子》《墨
子》的节选和课后问题的设置，突显对知
行合一、三省吾身的重视。学生在教师的
引领下读过这些精典，古汉语理解能力、
阅读能力、鉴赏能力和人文素养都会有大
幅度的提高，有了这个基础，再去阅读科
技文、说明文，自然能举重若轻。

编写体例方面，既没有写作方法指
导、口语练习指导、阅读方法指导，也没
有单元的划分，只是平和、安静地传递了
我们几千年的文学精华、哲学精华。读
每一课的“学习重点”“题解”“作者简介”

“问题与讨论”“附录简析”，感觉编者像
一位温文的长者，目光慈爱，举止儒雅，
在以敦厚诚恳的态度引导孩子们读书、
思考。“坐中佳士，左右修竹”，没有金刚
怒目式的表达，只有温柔敦厚的呈现和
启发。 （露易丝）

实现工作室实现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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