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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书 点 亮 智 慧 阅 读 陪 伴 成 长

读书周刊

我做了一辈子语文教师，所
以我一看到“语文”就特别兴
奋。今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语
文教师小丛书”，我一拿到就感
到有一点兴奋，好像有一种“归
来”的感觉。过去我读过 《经典
常谈》，朱自清先生所著，我读
了很多遍。这一次，我读了 《经
典常谈》 中陈文忠教授所作的导
读，介绍了此书写作、阅读的背
景和历史，感到非常受教育。

读书对于人的精神成长是最
为重要的，尤其是教师。教师读
书是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
什么叫教师？老百姓认为，教师
就是读书人，就是读书先生。可
见，读书对于教师而言其重要性
是不言而喻的。

然而现在，我们却必须正视
教师与读书这个问题。3 年前，
我们教师学研究会曾经对上海的
教师读书情况做过调研，调研涉
及了上海所有区县，并且选取的
是读书比较好的学校和个人作为
样本。但是汇总出来的结果让人
心里很不是滋味：教师们每年平
均读书量不到 5 本书。阅读书目
中多为教学参考类书籍，经典很
少。我们做读书调研的初衷是了
解教师的成长，我们知道，在教
师的成长过程中，技能技巧是第
二位的，摆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扎
实的学识，而扎实的学识与读书
紧密相关。

在上海书展上，有一些教师
找我要签名，我很感动。有从山
西太原、江苏徐州等地来的年轻
教师，他们说，来上海书展主要
是因为上海书展规模很大，在这
里可以碰到很多他们向往的书籍
和名人。我说年轻教师能够把自
己的精力放在书展上来，看一看
书、读一读书，这对于老教师而
言是非常欣慰的，也是很值得向
他们学习的。

我做了一辈子的教师，稍微
反思，就深感惭愧。因为早年求
学，读书没有高人指点，主要靠
自己摸索，几乎全凭兴趣爱好，
无计划、无目的地翻阅。“语文教
师小丛书”的 《出版说明》 里就
引了张之洞先生的话：“读书宜有
门径。泛滥无归，终身无得；得
门而入，事半功倍。”这段话非常
好。读书是有门的，是有路的，
随便读读是不行的。如果你真的
是得门而入，就会事半功倍，终
身有用的。因此，我们语文教师
读书应该寻找一条正确的路，到
底读什么书？年轻教师需要好好
考虑。

我之所以后来还能够改行教
语文，说实话还是因为在中学、
大学里读过一点书。我是一个小

说迷，可以整夜不睡来看 《战争
与和平》。那个时候想看这本书很
难，因为没有钱买书，我借到了
以后便很仔细认真地读，我满脑
子都在想小说中怎么栩栩如生地
刻画打仗的场面，特别是图库索
夫的形象。又比如读 《安娜·卡
列尼娜》 小说开头的那几句，作
者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语句，了不
起。做了教师之后，深感自己读
得太少，处处捉襟见肘，正如

《礼记》 所言，“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
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就
在这种自反自强的心情下，我千
方百计挤时间读书，力求做到

“一丝而累，以至于寸，累寸不
已，遂成丈匹”，用锲而不舍的精
神走这条丰富自己智力生活、用
书中琼浆与醍醐滋养自己精神成
长的、光荣的荆棘路。

我的读书座右铭是西汉刘向
说的一句话，他说：“书犹药也，
善读之可以医愚。”书就好像是
药，善于读书了就可以治疗愚
蠢、愚昧、愚笨。我书既读得不
多，又不善读，故而至今未能

“脱愚”。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只
要跟教我的老师比，我读就无比
汗颜。教我高中的国文老师是国
学大师黄侃的弟子，满腹经纶，
教课娴熟洒脱而不拘泥，许多经
典古文背诵如流，问不倒他。他
连写作文评语都有文化含量，妙
笔轻点，就能使文章归题。因
此，语文教师需要读书学习，文
化底蕴是极其重要的。

苏 轼 在 《和 董 传 留 别》 中
言：“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
气自华。”人和人的根本差别在灵
魂，在精神世界的状况。教师工
作质量的高下相当程度取决于他
的精神世界的丰满还是贫瘠。习
近平总书记说，教师所从事的是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
工作，意义非凡。教师自己不躬
身勤读，腹有诗书，志在高远，
怎么挑得起对学生“三塑造”的
重任？教师应该是读书人，是文
化人，书读到什么程度，身上就
会有怎样的气质，工作就会有怎
样的气象。

我从教已 60 多年，一个甲子
了，但是在上课的时候，仍然会
感到有很多事情说不清楚。在教
课时，有时候因为对这个问题钻
研得很深所以能够一语中的，学
生一下子就开朗了；有时候自己
有一点含糊，总觉得好像没有讲
清楚，讲过来讲过去，学生还是
一知半解。所以我说，教师要提
高自己的素养，提高教课的水
平，就需要多读经典，多积累相
关知识。

什么是教师？教师就是给学
生点亮人生明灯的，当然首先要
自己心中有太阳。教师心中没有
太阳，怎么把阳光洒到学生的心
中？经典就是点亮教师心中的明
灯和太阳的。我联想到杜甫研究
专家冯至先生，他同时也研究歌
德的十四行诗，并且自己创作十
四行诗。他曾经讲道，要使自己
狭小的心有一个大的宇宙。要使
自己狭小的心有一个大的宇宙，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对于教师而
言，心中除了自己之外，更重要
的是要有大宇宙，首先要有学
生。我记得学者季羡林先生曾经
讲过，什么叫好人？好人就是碰
到事情了，有 60%想着别人的
人。其实教师何止是 60%，而是
心中有 70%、80%，甚至 90%都
想到学生了，教师都是大好人。
但是教师还要提升自己的精神境
界，学生才能提升自己的精神层
次，水涨船才高。所以说读经典
其实是寻找智慧的源泉、人生的
价值。我们教师是读书人，读书
要伴随人一辈子。

什么是语文？语文跟其他学
科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语文是
直指人生的。因为语言文字是人
所独有的，读书是人特有的神圣
权利，读书才能明理，明做人之
理，明报效国之理。所以我们必
须很好地理解语言文字对人的作
用。对那种中国的文字要拉丁化
的观点，我是非常反对的，我觉
得这是对不起老祖宗。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能够
书同文、车同轨，对中华文化的
贡献是不朽的，所以语文教师读
经典，首先要从热爱我们中国的
语言文字开始。中国的语言文
字，是中国文化的根。

那么，读什么书？要真正读
一点“磨脑子”的书，读一点经
典。书是文字产品，其实质是人
的历史和灵魂。读书，要能看到
文字背后作者的身影，就是读许
许多多的人生。读各种不一样的
人生，就能够丰富自己的认识，
提高自己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能力。每个人只有一生，要迎接
各种挑战，克服众多困难，读书
能从多种多样人生正反经验中获
得启迪，获得智慧。尤其是哲学
元典，如 《周易》《论语》《道德
经》，与冯友兰的 《中国哲学简
史》 一起读，会增添一点理解，
降低一点难度。静下心来阅读、
思考，多接触，多思考，突然明
白哲学并不奥妙，并非不可捉
摸，哲学就是跟你谈心，谈大问
题，谈宇宙，谈人生，在不知不
觉中，自己狭小的心会变得开阔
起来。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价值

观，人生在世，一辈子都活在价
值取向的选择当中。经典活在时
间的深处；价值追求，在文字海
洋中奔腾。读经典，实际也就在
读当下，助你在纷繁复杂的社会
环境中锻炼出一个清醒的头脑，
辨世事人情，育生命自觉，克服
自卑、琐细、无知、狂妄。当我
读到经典的某些语段时，常有精
神腾云的震撼与喜悦。如 《礼
记·礼运篇》 曰：“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
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
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
者 ， 皆 有所养，男有分，女有
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
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
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
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
同。”至圣先贤这种建设理想社会
的高远志向，治理天下的政治智
慧，令人由衷地敬佩，真是高山
仰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
的民族睿智、民族精神、天下视
野的宝贵基因，正在当今时代创
造性地传承，创新性地发展。想
到我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想
到“一带一路”的宏伟战略，我
们怎能不心潮澎湃。

经典，助你贯通古今，增添人
生的厚度，激励教育工作的担当。

（本文根据于漪老师在 2017
上海书展“语文教师与经典阅
读”论坛暨“语文教师小丛书”

（第一辑） 发布会上的现场演讲和
讲稿整理而成，经本人审定）

语文教师应当读点“磨脑子”的书
于漪

本报讯 （实习生 位聪聪）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共杭州市
余杭区委员会和北京师范大学人
文宗教高等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章太炎全集》 出版研讨会日前
在京举行。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
在经学、史学、子学、文学、佛
学、医学等诸多方面，均有独创
性见解，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集大
成性人物，学问艰深。同时，章
太炎又深具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
爱国精神，被鲁迅誉为“有学问
的革命家”。上海人民出版社
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即组织章

门弟子及相关领域的专家整理
《章太炎全集》。经过近 40 年的
接力奋斗，收录最全、整理最精
的 《章太炎全集》 20 卷全部出
齐，包含章太炎一生的著作、翻
译、演讲、书信、谈话、年谱等
共计 680 余万字，是研究章太
炎、中国近代史和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资源。

章太炎在文字、音韵和训
诂方面的成就斐然，北京师范
大学是章黄学派思想的研究重
镇，王宁教授认为 《章太炎全
集》 的出版极大地拓展了学术
研究范围。

《章太炎全集》20卷出齐

最新书事

20 多年来我早已养成了手不
释卷的习惯，除了必需的生活琐事
之外，我要么在睡觉，要么在看书，
套用一句俗语：“我要么在阅读，要
么走在通往阅读的路上。”有人看
我如此爱读书，总夸我勤奋用功。
我说这与勤奋无关，只与兴趣有
关，正如通宵打麻将的人并不认为
自己勤奋。有人知道我爱读书，就
胡乱猜测我有所企图，我说纯粹
是非功利性阅读，既没有当领导
或作家的非分之想，更不能借此
谋利，只是兴趣使然。

我现在深深地感到，读自己
感兴趣的书的确是人世间最美的
享受！正如国学大师梁启超先生
所说:“唯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
书,唯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
我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坐拥书城，
指挥若定，神气如皇帝！好书在
手，细细品读，快活似神仙！读到
好书时，常常上气不接下气，心里
堵得发慌，急欲读完而又不希望读
完，高潮迭起、悬念丛生的故事情
节让人欲罢不能，心潮也随作者的

笔墨起伏，笔之所至，兴之所至。
记得当年阅读《思想史三论》

《平凡的世界》《生死疲劳》《文化
苦旅》《走进心灵》《教育的理想
与信念》时，我曾深深叹服李泽
厚、路遥、莫言、余秋雨、李镇西、
肖川的流畅文笔与飞扬才情，忍
不住惊叹：“怎么可以写得这么
好？又写得这么快、这么多？”我
也常常为书中的好词好句久久回
味 。 记 得 高 中 时 ，大 约 1985 年
吧，我下狠心破费买了一本《微型
小说选》，其中有一篇小说里大约
有一句“他木然地站在那里”，我
当时惊叹“木然”用得好，要我写
的话肯定想不到这个词的。后来
读到我喜爱的作家梁实秋先生的
一篇文章，说一个人吃饱以后出门
去，他写道，“鼓腹而出”，我顿时惊
呼：“多么形象、生动、传神！”

那时因为手头紧，掏二三十元
买一本书还是有点心疼，于是我就
这样想：“读了这本书也许会改变
我的人生，提升我的生命境界，那
其价值岂止 20 多元？”于是牙一

咬，买下！现在发现，果真因读书
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当年若
不用书籍填充我的业余时间，那
我 很 可 能 去 打 牌 ，或 者 喝 酒 聊
天，“今宵酒醒何处”“沉醉不知归
路”，也就不大可能去做教 学 研
究，更不大可能去写教育教学研
究文章。而我的每一次工作调
动凭的首要硬件是文章，其次是
考试及谈吐，这一切都源于多年
来如饥似渴的阅读。

大约十年前我出差去上海，在
上海书城一次性自费购买了六七
百元的书，我当时不知道可以打包
邮寄，竟然背着一大包书赶汽车，
乘飞机，一路车马劳顿，腰酸 背
痛，但心中却很欢喜，一想到回
家后马上开封的惊喜与品读的欢
悦，所有的劳累疲乏就瞬间烟消
云散了。

我认为买书是性价比最高的
投资，即投资小，收益大。曾有好
长一段时间，我迷上了淘旧书，湖
南省常德市武陵区、长沙市岳麓
区至少 30 家旧书店留下过我的

足迹。进得店来，在狭窄低矮阴
暗的书架间穿梭，甚至上下攀爬，
一排排，一架架，依次过目，唯恐粗
心漏掉好书。书上布满灰尘，架间
结满蛛网，常常弄得我满身污垢，
蓬头垢面，我却全然不顾，乐在其
中。若有所得，就更是欣喜若狂。
淘完一家，顾不上掸去身上的灰
尘，马上冲向下一家。不知不觉，
半天工夫过去了，收获总是会有
的，少则三五本，多则十余本，喜滋
滋抱回家。常常一口气读完，不觉
东方之既白，酣畅淋漓，直呼解气！

古人云：“百无一用是书生。”
在我老家湖南，民间甚至还有这
样 的 俗 语 ：“ 读 的 书 多 ，做 的 怪
多。”鄙视之情溢于言表。我爱人
经常反对我买书：“既费钱，又占
地方，毫无用处！”我有口难辩，用
语简洁、直指目的是她一贯的说话
风格，我赞之曰：“三言两语道破本
质，惜字如金，言简意赅！”这一赞
效果明显，她做饭去了。

读书究竟有用没用？还真不
好说，取决于各人的价值取向与评

判标准。在“一切向钱看”的功利
社会，“读书无用论”肯定会甚嚣尘
上。我以为，温饱问题未解决以
前追求物质生活尚可理解，但衣
食无忧后还沉溺于物欲就显得
境界太低，而应追求精神品位与
人生价值。衣食无忧后，山珍海
味与白菜萝卜平分秋色，珠光宝
气与简洁素朴难分高下，依各人
喜好与经济实力自行选择。但
孔子苏轼与张飞李逵不可同日
而语，把酒临风吟诗作词与高声
大嗓赌博酗酒高下立判。随着
年龄的增长，简单素朴成了越来
越多有品位的人的追求，即所谓

“ 返 璞 归 真 ”“ 绚 烂 之 极 归 于 平
淡”“人间有味是清欢”。

读书是我的最爱，书籍之于
我犹如旷野之于骏马、高空之于
雄鹰、大海之于蛟龙。个中况味，
同道之人当是感同身受；此中美
意，三言两语岂可言明道破？“此
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人生快
乐若此，夫复何求？

（作者单位：深圳高级中学）

人间有味是读书
黄元华

报眼态度

每一学期，学校都会征订相
关的教育、教学、人文、社科等类
别的报纸杂志，整齐地摆放在阅
览室静候教师们前来翻阅，可每
每让人失望的是，眼看学期结束，
那些报纸杂志依旧被束之高阁，
无人问津。

是征订的报纸杂志不符合教
师们教学的需求吗？不是，所有
刊物全都是各个学科最具有权威
性的，有极好的指导借鉴作用。
是阅读时间封闭吗？不是，学校
阅览室整天面向教师开放，可以
说是随到随读，而且环境布置也
较为温馨雅致。是教师们没时间
来读吗？也不是，学校课时量适
中，教师们整体工作量不是很重，
完全有时间来读书。

可为什么教师们就不读书
呢？结合实际工作，笔者以为教
师不读书的原因有这样几点：

第一，读书内驱力不足。教
师对自身职业的认同感不强，对
教育事业发展的趋势了解不够，
对教育愿景期望值不高。

第二，读书的压力不大。教
师不能清晰地感受到社会环境、
经济条件等变化对教师的新要
求，贪溺于教育工作的常规惯性，
进而就没有自身前行的动力。

第三，读书的环境不佳。教
师读书本是好事一件，却时常出
现一些怪现象。如有人对读书者
报以各种或明或暗的反对和讥
笑，觉得你格格不入；学校领导
认为教学成绩至尊，其他一概不
顾。

第四，教学研究不够。现实
教学中注重教学、轻视教研的现
象比比皆是，教研只是一种附属
或是添头，不能有效地汲取理论
知识和实践知识。

如此，读书被弱化无几，教师
对理论知识的渴求，对未来教育
的渴望被惯性化的常规教学阻
隔。教师成了能带出优秀学生的
教学能手，却忽略了其本身所承

担的教育功能和自我发展的需
求。

要突破读书困局，必须把握
住解决它的根源，通过一系列“组
合拳”，试着推动教师阅读工程，
让教师热爱读书。首先，由内而
外，逐层施压。增强职业认同
感，让读书成为教师的喜好。可
从这样四个方面来做尝试：一是
强化理想信念教育。教师要牢
记自己的职责使命，以“四有”标
准来要求自己。二是增强职业
成就感。通过学生学业、为人处
世等方面的进步，召回幸福感、
成就感。三是搭建平台对接现
实。将教育新理念、新方式引入
学校，开阔教师眼界，达到“教然
后知困”的目的。四是从外施
压。学校要制订校级层面的读
书计划，并细化至每一位教师，
做好审查、评定、激励工作，要让
教师自身带有紧迫感，将读书由
个人行为转化为教育行为、学校
行为。

其次，营造环境，以研促教。
在这一方面校长是关键因素，不
仅要看到眼前的利益，还要看到
未来的发展，从内心深处常怀敬
畏之心，把读书作为学校教学生
活的主旋律。还要积极创造读书
的条件，注重精神褒奖和物质激
励，形成读书的好气氛。

再其次，要想方设法将日常
的教学与读书相结合，日常的育人
与读书相结合，由学生读书倒逼教
师读书，实现师生共读、促读。另
外要挖掘教研的深度，不做虚的、
短平快的无效研究，要把握住教育
教学的主线，聚焦课堂，对准学生，
研究解决教育教学、学生管理、学
校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抓
住小问题做出大文章。

多读书，读好书，这不仅是对
学生的要求，教师更应“身先士
卒”、率先垂范。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独立评
论员）

启动教师读书的动力系统
苏小成

读思录

本报讯 （记者 张春铭）
“中孟文学对话”日前在位于北
京第三十五中学的鲁迅旧居举
行。本次对话围绕中国著名的文
学家、思想家、教育家鲁迅以及
孟加拉国著名的民族诗人、被誉
为“孟加拉人民的歌手”的卡
齐·纳兹鲁尔·伊斯拉姆的文
学创作进行比较，对中孟文学
作品互译及中孟语言教学等话
题展开了讨论。该活动由中国
国际广播电台孟加拉语部与中

华出版促进会共同举办。鲁迅
文化基金会、北京大学、中国
传媒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央党校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出
席了本次活动。

据悉，2017 年是“中孟友
好交流年”，本次活动也是“中
孟友好交流年”庆祝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中孟文学对话为“中
孟友好交流年”拉开序幕后，

“中孟友好交流年”的更多精彩
活动还将陆续开展。

“中孟文学对话”在京举行

本报讯（子依）“中华古籍保
护计划”开展十年来，大批教师、
专家、学者、非遗技艺传人参与到
古籍保护人才培养工作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培养了大量优秀人
才。近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在
京举办了“尊师重教，修学研艺
——敦煌遗书保护学艺传承活
动”。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为陈红
彦、杜伟生、李际宁、林世田、刘波
等专家颁发了证书，聘请其成为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人才培养工
作的培训教师。

在活动现场，非物质文化遗
产古籍修复项目传承人杜伟生
和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等专家
进行了敦煌遗书修复演示，不仅
让公众零距离体验了古籍修复
技艺，也使得古籍修复技艺揭开
其面纱，向世人展示了它特有的
魅力。同时，为配合此次活动，
现场还以展览的形式，通过大量
图片和实物向公众展示了国家
图书馆敦煌遗书精品，详细介绍
了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编目、整
理、修复、保护、出版及服务等工
作情况。

国图举办敦煌遗书保护学艺传承活动

语文教师小丛书（第一辑）简介

《诗境浅说》是近代知名学
者俞陛云为教育儿孙而精心编
写的诗学读物。

《词学十讲》，又名《倚声
学》，是当代词学大家龙榆生的
代表作。

《经典常谈》写于 1942 年，
出版于 1946 年，是朱自清先生
的代表作，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中
国传统文化经典的精髓。

《文字学ABC》是现代著名
文字学家、训诂学家胡朴安撰
写的文字学基础入门书。

《古书今读法》是近现代国
学家胡怀琛撰写的古书阅读方
法普及书。

丰子恺 绘 选自《丰子恺漫画古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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