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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无字之书，禀山川豪气。”当
代著名学者丁学良自 20 世纪 80 年代
开始，受国家委派，前往美国匹兹堡
大学求学，并从此开启游学天下的人
生之旅。周游列国的传奇经历，对大
师们的深情追忆，读“天下”的心
得、灵感和体会，三十春秋的家国情
怀，都汇成 《我读天下无字书》 这本
精致的“小书”。细细读完，这哪里
是一本“小书”，而是真意蕴藏其中
的大作。

熟读历史往往有大格局

“自从工业革命发动以来的二百
多年里，西方一直在主导着这个世
界，而今天这个主导地位受到了威
胁。威胁不是来自俄国人，也不是来
自阿拉伯世界，而是来自那些继承了儒
教文化的东亚人。迄今为止，只有他们
才对西方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提出了
真正的挑战。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四个
现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够使中国内地得
到转变，那么，一个经济强力的中心将
在东方兴起。而相对于这个中心而言，

‘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只不过是太阳
边上的一点光晕而已。”

在三十余年以前，能够清楚和明
白地描述出这种历史的大趋势，胆敢
做出这么伟大的预言，就是引丁学良
入绛红大门的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
授马若德。

无独有偶，经济学大才子、哈佛大
学校长萨默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也
说，虽然 20 世纪下半叶发生过很多重
大的国际事件，但最重大的世界事件是
中国的工业化、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
参与经济全球化对全世界的影响，可能
会大于当年的英国工业革命。

像这样的大观念、大远见、大预测
是只有大智慧的人才能提出来的。没
有对历史的熟知和浓烈的历史感是无
法作出敏感而又具有透视力的远瞻。

作者和马若德是“忘年交”。马
若德不但经常请“爱吃又爱喝，又没
钱吃好喝好”的丁学良去家里，用家
宴款待，还正式请他到哈佛教授俱乐
部用餐。对于很少用公款请客的美国
人来说，马若德为什么要花这笔不小
的私钱？用马若德的话讲，就是“你小
丁到这里来念书，对你来说，也是一场

‘文化革命’，你不仅要念书，也要接受
西方文化的熏陶”。

还有一次，马若德去美国文理科
学院这个很盛大很庄严的场合发表年
度演讲，邀请作者出席。去之前，马
若德让作者先去他家一下，后来丁学
良才知道，马若德生怕他的穿着在那
个场合不协调。这种细心爱护，是马
若德有意地让作者感受高端西方文化
的陶冶。

在谈及中华文明和改革开放时，
出身于英国贵族家庭的马若德谆谆告
诫作者，“对于你这样的中国年青一代
来讲，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路上，不能
脱离这样一个两千多年的大背景来看，
遇到困难也要从这个大背景去理解。”

亲沐大师的言传身教

书中作者回忆，当接到哈佛大学
文理研究院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又
收到丹尼尔·贝尔教授的一封信。信
里首先列出凸显他极具特色的“社会
理论”必修课的六大框架、五大主要问
题，还开出涵盖古希腊哲学、经济学通
论、历史学概论在内的 27 本必读书
单，以及他对学生提出的要求。

第二学年，贝尔给作者开了小
灶，让丁学良先拟出对非西方社会的
现代化最关键的 12 个问题来，每两
周讨论一个问题，每次约两个小时。
在讨论之前，贝尔针对丁学良的问题
指定阅读书目，让他把自己的思考写
成简要论文作为讨论内容。经过讨
论，当丁对问题有了更深一层的理
解，贝尔再列出相关的著作，作为他
今后长期研究这类问题的参考。

一位年近七十、名播宇内的学者，
无偿地用他的周末休息时间，向一个来
自万里开外的中国学生谆谆教诲。这

就是伟大的老师和伟大的大学之蕴涵。
法国大社会学家、教育家涂尔干

曾经说过，一个人上大学，特别是上
好大学，他的收获并不仅仅来自那些
名教授，还来自他的同班同学、同届
同学以及校友们，而且后者给他们的
教益不会少于前者。

作者在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的研
究生宿舍理查兹堂居住了七个半年
头，那里有让丁学良难以忘怀的斑斓
群体。有高压环境里时常给丁学良以
友谊抚慰的“我进来打个招呼就走”
的凯尔，有被哈佛大学英美文学系教
授公认的弯不下腰系鞋带的博闻强记
的天才布兰福德，有丁学良在纪念法
国大革命两百周年庆典上认识的来自
巴黎的沉默寡言、面容矜持、教养高
贵的让，有为了追求人生的终极真理
可以放弃一切金钱利益的、具有宗教
情怀的青年数学家汉威。

书中这些良师益友，读者如能细细
品味，这些人和他们所做的事、做事的
方式方法，你会有会心的一笑或一叹甚
或一掬之泪，也许还能悟出些许浅易文
字之外的细腻的深层道理来。

心灵深处留下遐想空间

匹兹堡是作者到美国的第一站，
澳大利亚是作者非常喜欢的地方，离
开之后再也没回去过。就是生活了 7
年半的哈佛大学，直到2007年夏才第
一次重返。作者为什么不重返故地？

“凡是我长住过的地方，离开之
后就很少回去。”“我曾长住过的地方
都不回去，绝对不是我对那里没有感
情；相反，越是有感情的地方我越是
不愿意回去，因为不回去，才可以在
我的脑海里、心灵深处留下一个没有
尽头的遐想的空间。”作者解释。

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感啊！
可笑、可爱、可敬又可气的汪老

爷子去世，作者没有前去与遗体告

别，“我不想看见他的遗体，我看了
会受不了。我拒绝看到他死亡的形
象，我怕那会毁掉他在我心中永不衰
老、永远像孩子一样淘气的、与死亡
不可能联系起来的音容笑貌。”“我一
直没有去，一直不能接受看见他遗体
的样子，我想永远保留记忆里他孩子
气的笑容和永不消退的活力。”

等作者有机会到了曼谷，思想斗
争了很久，要不要去看汪老爷子的灵
塔，最终还是没去。“我要让他永远活
着。漂泊半生，游学天下，他是最与我
臭味相投并且令我真心喜爱的人！”

作者周游列国，实践的是“行万
里路，读两本书，思一件事”的知行
哲学，由“方寸”来看“世界”。

正因如此，在 《序言》 里作者写
道：“出去游学近三十年来，我从

‘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中获取的多
种多样启迪，其价值并不少于我从英
文书籍报刊上经由刻苦阅读所吸取的
专业信息。在国外或海外亲身接触和
相处的人身上，如能细心观察、琢磨
乃至有选择的学习他 （她） 们如何做
学问、如何做事业、如何做人，那么
会终身受益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数名
师指路，最终还要自己悟。在书的

《代结语》 中，作者悟出了自己读书
的六种目的取向：为了寻求知识而读
书；为寻求技能而读书；为满足饥渴
的好奇心而读书；出于情感的需要和
驱使而读书；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而
读书；为了人生的路怎么走，怎么设
计，怎么奋斗的目的、需要而读书。

“永远读不完的书，永远行不尽
的路。读天下这本大书，无边又无
际，无始亦无终，我虽多年游走于东
南西北之间，用大脑读，更用心灵
读，也只是读了这本无字大书的前十
几页——未来的篇章还漫长又远着
呢！”此言不谬。

（作者单位：天津中学）

读天下无字书
吴奇

书里书外

读书一向慢热，记忆中一口气读
完一本书的情形屈指可数 （小说除
外），至少近几年不曾有。然而眼前
终于又有特例：从获赠到读完一本
书，我用了不到两天时间，且认认真
真地做了批注。这本书叫 《从零到九
的人生哲理》（大象出版社），是孙宏
典先生的新作。在我看来，这是那种
好读、耐读却不常读到的书。

学生时代曾受业于孙先生,他的
哲学课堂情景至今仍记忆犹新，近十
多年来他又在同一个专业方向给研究
生开设相同的课程，这使我有理由自
以为离他的思想和学术或可能近一
些，遂不揣浅陋，想就这本书，就作者

“从零到九”的“人生哲理”说三道四。
但凡好读的书必有其自在禀赋

——可读性强。换言之，阅读能否成
为悦读，其前提条件在于文本自身吸
引人的程度。套用一句名言，吸引人
也是硬道理。而要想吸引人就要有吸
引人的元素，倘若选题好，做到文脉

贯通，言之成理，言之有物而又流畅
得体，自然讨人喜欢些。不用说，诸
如此类，在手头这本书中都有很充分
的体现。

民间表达质疑，常有“必须说出
个一二三四”云云。作者深谙此理，
不但要说个一二三四，而且还拿一二
三四来说人生、说事业甚至说家长里
短，比如“‘0’和‘一’组成全部
世界”“四舍五入与马太效应”“从

‘八九’中解脱出来——如何提升幸
福指数”等等。单就这些题目而言，
让人见后不免眼睛放光，好奇心满
满，进而愿意一探究竟。以一串数字
贯穿一本书，次第展开，谈天说地话
人生，文脉自然清晰。在阅读体验
中，这当属那种一看书名就来劲，一
看目录就能把握作者基本思维走向的
理想态。

说到这本书的语言，我愿意提取
两个关键词：平和、深刻。从头至
尾，平心静气，娓娓道来，说的都是

平常话，生僻拗口的语词一个不见，
但这些平常话经由现代话语的规范和
作者独特语感的打磨，已被安顿得恰
到好处，把原本生涩空洞的“形而
上”盘活了。在“从‘二’中寻求

‘三’”题目下探讨思维方式由两极
对立向相互融合转变时，书中写道：
“‘三’就是事物的两端之中或两端
之和”，“对于‘二’和‘三’不同的
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侧重”，在经济
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
社会信息化的新时代应多讲“三”，
多讲合作、融合、共赢、共享。讲到

“把握在‘六’与‘七’之间”时，
作者通俗地表达了自己理解黄金分割
率的新见，“唯物辩证法十分重视

‘度’，要求我们认识事物、处理问题
要掌握火候，把握分寸。这个‘度’

‘分寸’很多时候就在黄金分割点
上，就在 0.6-0.7 之间，即六成到七
成之间。”并且联系到高等教育以及
日常人际交往，不动声色地印证和强

化了自己的主张。
恰如其分的例证，是这本书行文

表达的又一个亮点。如用温度的 0 摄
氏度来说明“0”既是无又是有，是

“一个确定量的否定”。用从一个地方
人们使用的钞票的整洁程度判断当地
经济发展状况和富裕程度来说明以小
见大、见微知著。

当然，这本书不只是好读，而且
耐读。正如一个人的好看与耐看不是
一回事，但体现着内在递进关系一样，
如果说与好读相联系的是阅读冲动，
那么，耐读的联系项则是由此及彼、举
一反三的延伸思考，甚至联系着新思
想、新发现。换一个说法，一本书之所
以被认为耐读，在于经得住端详，经得
住琢磨。在于它不只辐射知识和思
想，还能启迪知识再造，引发方法论层
面的思考。当作者在“前言”中提及，
他只不过是“借助数字来讲一些人生
的感悟和问学的心得”时，我在想，从
零到九这些数字不只作者所熟悉，如

此妇孺皆知的共享性、公共性资源为
什么对多数人而言习用而不察，或仅
具有符号标识的意义？还有，与这些
数字一样平平常常的素材多了去了，
过去没有，以后有没有可能进入更多
人的视野？

最后，基于自己的阅读视野，我
想说，这是一本不常读到的书。这样
的文本之所以稀见，不仅在于原创性
强，还在于其明显的跨界性。用心思
考、真心思考、个性化思考，再用自
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思考。拿数字说
事，提炼出若干有意味的独特的命
题，并举重若轻般层层展开，此谓原
创。其跨界的表现在于，这样一本辩
证法小册子，不仅打通了形而上与形
而下、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界别，也打
通了文理科的界别，还打通了雅与
俗、理与趣、生活与艺术、政治与学
术的界别，实现了多边对话和多领域
互渗。

（作者系河南省信阳师范学院教授）

心中有“数”好写意
杜超

灯下漫笔

“教师的成长是无止境的，成长
也应成为教师的终身修炼，做研究
则是促进教师成长的必由之路。身
为教师，不管处于哪个发展阶段，
一旦真正走上研究之路，就能实现
自我超越。”这段印在 《从新手到研
究型教师 （2016 年修订版）》（宁波
出版社） 封面上的话，我把它看成
作者刘波老师的“真情告白”。刘波
老师用“专业成长手记”的形式，
向我们诠释了自己从新手到研究型
教师的心路历程。

常生龙先生在本书序言中归纳
了研究型教师的“三大特征”：把乐
业化为每日常态、把研究作为工作
方式、让学习成为生活习惯。对照
刘波老师的“八小时内外”，我觉得
完全是量身定制。

全书体例分成七辑：做草根研
究的“践行者”、做有效研究的“求
索者”、做专业刊物的“博览者”、
做专家学者的“同行者”、做教育热

点的“关注者”、做驰骋云端的“先
行者”、做贵人相助的“幸运者”。
读 完 全 书 ， 虽 找 不 到 一 篇 具 体 写

“把乐业化为每日常态”的文章，但
却 处 处 感 受 到 作 者 乐 业 的 情 感 态
度 。 爱 教 育 ， 不 需 口 号 ， 只 需 行
动，我以为这是师德的最高形态。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
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
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
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
走上从事教育科研这条幸福的道路
上来。”这句话的初衷应该是给校长
传授“管理秘诀”，但刘波老师却自
觉地践行了。

相较于“乐业”，我们可以把全
书的“七辑”视作从新手到研究型
教师的七个“密码”，即教师“工作
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总和。笔
者 发 现 刘 波 老 师 给 出 的 “ 真 情 告
白”——草根研究、有效研究、研
读书报、请教专家、关注热点、运

用技术和得到帮助，无不是发自肺
腑和自觉能动的。新手能否一帆风
顺地成长为研究型教师，起决定作
用的不是校长、导师、学生，也不
是大环境和小环境，只能是自己。

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踏上讲
台 就 开 始 了 “ 草 根 研 究 、 有 效 研
究”，研然后知不足，便开始“研读
书报、请教专家”。笔者把这样的实
践称之为“内外兼修”，内因起决定
作用，外因通过内因显现效果。拿

“请教专家”来说，作为草根教师，
聆听专家讲座、拜专家为师的机会
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但有选择
地阅读几本适合自己的教育大家著
作，由浅入深地持续关注他们的理
论和实践，却是不难做到的，关键
在于持之以恒。刘波老师从 2008 年
偶遇特级教师闫学的 《教育阅读的
爱与怕》 之后，通过持续阅读，先
后与朱永新、钱理群、李政涛、吴
非、李希贵、任勇等不少专家学者

“ 神 交 ”， 从 他 们 的 书 籍 中 汲 取 营
养，匡正和改善自己的教育教学工
作。

“关注热点、运用技术”笔者称
之为“看得准、飞得高”。身处移动
互联网时代，教育技术突飞猛进，
课堂教学离不开“云技术”，教师专
业发展亦是如此，博客、微信、移
动终端以及各类 APP，都可以成为
促进教师成长的“利器”。当然，在
基于互联网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定
要既关注教育热点更要关注教育本
质，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只有
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迷失在万花筒
式的“爆炸新闻”中，不至于被网
络依赖成“手机控”，浪费时间而与
专业成长渐行渐远。

都 说 机 会 垂 青 于 有 准 备 的 人 ，
在教师专业成长的路上，是否能得
到 “ 贵 人 相 助 ” 亦 是 如 此 。 所 谓

“贵人”，就是对自己专业成长起到
决定性作用的专家、名师等，得到

贵人相助，能使自己的专业成长之
路走得更畅、更远，但“贵人”不
会自天而降，“贵人相助”是自己努
力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自己
才是自己的“贵人”。

从新手到研究型教师的路有多
远，刘波老师给出了答案。商界有

“成功不可复制”之说，但笔者发现
刘波的“真情告白”对广大青年教
师，完全可以“移植”。新教育实验
发起人朱永新教授曾经开了张“保
单”：每天写教育随笔一千字，坚持
三年，想不成功也难。我想说，像刘
老师那样，潜心教育、研究教育、博览
群书，与师为友，五年计划，十年一
剑，一定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
然，在刘老师“真情告白”的基础
上，适当关注和增加自己的学科教
学、课堂研究，可能会更加锦上添
花。

（作者单位：浙江省嘉兴市秀洲
区教育研究和培训中心）

从新手到研究型教师的七个“密码”
徐如松

教师荐书

新书速递

本书是著名教育学家常道直先生早
年听杜威授课时记下的笔记，通过整理
后汇编而成，详细阐述了杜威的教育思
想，是杜威代表作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民主与教育》 在中国的最
早译本，曾于 1922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该书在章节上，大体按照杜威原书
次序；在内容上，除根据译介需要作了
适当调整外，还添入了一些原书中未呈
现的生动事例与醒目标题。全书文字简
明通俗，是了解杜威教育思想的入门读
物。

《平民主义与教育》
杜威 博士讲述
常道直 编译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是作者二十余年潜心教学和研
究，从非西方视角系统梳理、反思和批
判西方艺术史理论的学术专著，开创性
地提出了“再现”是贯穿西方艺术史理
论发展的主线。西方现代艺术史及艺术
批评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启蒙时代所奠定
的再现理论，正是对这一启蒙运动以来
主客观二元论的继承和质询，构成了西
方艺术及其理论的历史，然而西方艺术
史理论始终未能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范
式。有鉴于此，作者既提纲挈领又详实
地对西方艺术理论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独
特的论述，解读了不同理论流派之间的
内在关系，对再现理论在西方的发展进
行了梳理和重构，并探讨了艺术史理论
发展的新方向及其可能性。

该书是一本从金庸作品中人物的特
点引申出的教育理论。作者长期与基层
教育工作者保持密切联系，对学校、老
师、家长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有着深刻的
理解，并用自己独特的视角，解读金庸
笔下的武侠人物。通过金庸小说里的人
物和情节来探寻教育规律，分析教育问
题，作者以小说人物形象为切入点，从
孩子、父母、教师三个角度入手，分别
以大侠成长有真经、优秀父母该学啥、
究竟谁是好老师三个篇章对人的成长规
律进行梳理和分析，并从中得出有益于
当今社会人才培养的教育启示。

《西方艺术史观念：
再现与艺术史转向》

高名潞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有一种教育来自金
庸》

岳炜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本书是新教育研究所“中国父母基础
阅读书目”项目取得的成果。采取“30+
70”的方式甄选图书，即 30 种基础阅读
书+70种推荐阅读书的方式，从“儿童发
展、父母成长、亲子互动”三个类别将图书
介绍给广大父母朋友，旨在为中国父母提
供一份科学、权威的阅读书单。内容大致
包括：书目研制报告，100种图书的书目
表，每种图书的出版信息、推荐理由、内容
简介、精彩语录以及延伸阅读等。

《中国人阅读书目（七）
——中国父母基础阅

读书目·导赏手册》
朱永新 主编
山西教育出版社

《我读天下无字书》（增订版）
丁学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