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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书 点 亮 智 慧 阅 读 陪 伴 成 长

读书周刊

最新书事

王小波写过这样一句话：“一
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
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作为一
名普通教师，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而且，自认为拥有了诗意的世界。

一个教师，怎样才能拥有诗意
的世界呢？

一

诗意，首先来自对现实生活
努力建设、创造的勇气，去创造
一个不应注定被设置的现实。经
常有年轻教师对我说：“史老师，
你所在的学校人文环境一定非常
好，我也想到你的学校去，因为
我的学校、地域生态环境实在太
恶劣了！”对自己的现实生活不
满，想到一个满意的环境去开始
崭新的生活，这是人之常情，但
这其实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因为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令你满
意的现实生活环境。

做教师24年，我换过大大小小
6所学校，从乡村到城市，从北方到
南方，从公办到民办，没有一个环境
是非常美好的，美好都是存在于距
离中的。在中国，没有学校会不要
求教师满足其对分数的追求，没有
学校的家长群体会不要求教师让孩
子考好。因此，教师如果总想着：

“必须有一个理想的环境，我才能够
做一些理想的事情。”那么，你可能
永远做不了理想的事情。

现实生活中，你会遇到各种各
样令人抓狂的问题，如何在坚守自
己底线的基础上，得寸进寸，改变
你的现实生活，如何给自己营造一
个可以尽力施展才华的环境，如何
创 造 一 个 有 尊 严 有 乐 趣 的 生 活
——这才是一个成熟理性的人致
力于干的事。就像王小波笔下那
只特立独行的猪一样，若不想被别
人设置生活，你就要自己明白你想
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清楚如何实
现你的理想，就要有能力抵抗、捍
卫并且创造。人生短暂，只有一次
且不可逆，所以要负责任地过好现
实生活的每一天！

二

诗意，还来自对不可预知、不
可把控的生活的渴望，勇敢地迎接
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实现生命的
多样化。

一个人只活一生一世是不够
的，而人又只能活一生一世，那就
应让这一生多些变化。尽管变化
会带来很多不可预知、不可把控的
危险，但这种危险也会带来无限的
可能和梦想，让未来充满希望。在
变化中，我们不知道将来会身处何

方——这多么迷人！
就像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讲的那

样：“不要总是给自己画一条线——
我的人生到此就止步了，我高考没
考好我的人生就结束了，你的人生
没有那么轻而易举就结束。你不要
以为，你上了一个什么样的大学，你
的人生就定型了。老师现在在这里
给你们上课，我不认为我会永远在
这个教室里给你们上课，可能我不
会永远在这个学校，有一天，我还会
离开这里。因为有更美好的未来，
我可能还要去创造；因为没有尝试
过的生活，我可能还要去尝试。”

每届学生都会问，老师你是不
是要辞职啊？他们总认为，一个人
说这话的时候，肯定是要辞职了，
其实，不是要辞职才说这样的话，
这话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这
种人生态度就是，你要对不可预
知、不可把控的生活有一种渴望，
你要对蕴含无限可能的未来充满
期待，你要有随时去开创它的勇气
和信心，你要有激情，你要有梦想。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所追求
的一切，财富、学问、家庭、爱情、事
业等，其实，都是一种生命的激情，
这种生命的激情就是，证明我在活
着，我在认真地、努力地、勇敢地、
充满诗意地活着。一个活生生的
人应该有“一个人”的样子活下去，
而不是像待宰割的牲口一样，在发
臭的栏圈中屈辱地活下去。

正如获得普利兹克奖的建筑
师王澍在他的《造房子》一书中所
写的那样：“每一次，我都不只是做
一组建筑；每一次，我都是在建造
一个世界。我从不相信，这个世界
只有一个世界存在。”一个有诗意
的人，注定拥有更丰富的世界。

三

我是一个对新生事物感兴趣
的人。当一个新的东西或者一个
我不认识的东西展现在我面前时，
我不会抗拒排斥，而是保持开放喜
悦的心态，大胆了解，积极尝试。
有的东西，可能尝试一下，“好，够
了，我不感兴趣”，或者，“啊，什么
鬼，我可学不会！”，那就放下。而
有的东西可能很吸引我，会给我一
种找到一个新天地的惊喜，则跃身
其间，载沉载浮，不亦乐乎。

我 现 在 做 在 线 教 育 ，源 于
2009 年从互联网上了解到可汗学
院，始于 2013 年在沪江教育网上
开设的两节在线直播公开课，当时
感受非常好。其一是，我非常适合
在线直播，天生就该上网课！其二
是，在线教育前景无限广阔，其对
学 校 教 育 的 深 刻 影 响 将 很 快 显
现！想必我 2013 年毕业的学生

们，还能记得当他们教师节回校看
望老师时，在办公室里，我为他们
兴奋地描绘在线教育的美妙前景
时的激动和喜悦。

因此，我进入在线教育领域
是有备而来的，是我自己主动的
拥抱使然。而这个拥抱，对于我
来说，最重要的有两点：能力与
勇气。在线教育最大的特点就是
自由，它既给了教师自由，也给
了学生 （包括家长） 自由，它已
经并且还会对现在的教育的各个
环节——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
等教育、职业培训教育，产生非
常深远和巨大的影响。

从教 24 年来，我无数次问自
己：我是教什么的？我不是教阅读
的，也不是教写作文的，我是教书育
人的。我首先是一个教师，其次才
是一个语文教师，经典作品研读、日
常习作评点、国际佳片鉴赏⋯⋯所
有这些构成课程的元素，都是使人
成为人的手段，而不是目的。作为
一个教师，我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
目的地，都是人，都是为了我和学生
们共同成长为具有自由思想、独立
人格的和谐发展的人。

所以，无论是实体的课堂还是
在线教育，我开发的这些课程都是
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又面向人之
未来的生命成长课。我带着孩子
们，从小学开始，每周研读经典，共
同探讨生命成长中诸如自爱、感
恩、亲情、善良、挫折、勇气、责任等
关键词，如此延递，我们将一直学

习到大学；为了弥补那些现在已经
读到初中以上不适合学习“从小到
大”课程的孩子的缺憾，我还带领
中学生，与司马迁、王羲之、李白、
爱因斯坦、加缪、卡夫卡等古今中
外名家一起度过每个周末夜晚；父
母改变，孩子改变，今年暑假，我和
来自全国各地的家长们，共同探讨
如何陪孩子读书、如何发现孩子、
如何摆脱原生家庭的伤害等6个话
题。那一份份滚烫的家长作业，让
人过目难忘！

四

《教育：一场惊人的旅行》（史
金霞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是我
告别过去后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对
过去种种的一个总结，是对未来种
种的一个呼唤，是我生命成长历史
的横断面。

阅读此书，您将看到我作为一
个人、一个教师、一个妈妈、一个女
人，如何一步步走到如今。因此，
所有篇目都保留了写作的具体时
间，而且，全部保持当时写作的本
来面貌，不是出于敝帚自珍，而是
为了诚实地面对真实的自己。每
一个瞬间，都是构成我生命的历
史，不管它是卑微、懦弱、愤激、痛
苦、无助，还是喜乐、平和、阳光、勇
敢、坚定⋯⋯合在一起构成了我。
书的名字，与卡夫卡有关。

卡夫卡有一篇短篇遗作，写于
1922 年，于他去世后发表，被好友

命名为《动身》。全文如下：
我叫仆人把我的马从马圈里牵

出来。他没有听懂我的话。我便亲
自走进马圈，给马鞴上鞍，然后跨上
马。远方传来了号角声，我问仆人，
这是什么意思。他一无所知，也一
无所闻。在大门口，他拦住了我，问
道：“主人，你骑马上哪儿去？”“我不
知道。”我说，“我只想离开此地，只
想离开此地。经常地离开此地，只
有这样，才能达到我的目标。”“那么
你知道你的目标？”他问。“是的，”我
回答他，“我方才不是已经说了么：

‘离开此地’。这就是我的目标。”
“你还没有带上干粮呢。”他说。“我
不需要带什么干粮，”我说，“旅途漫
长得很，假如我一路上得不到任何
东西，我非饿死不可。干粮是救不
了我的。值得庆幸的是，这确确实
实是一次惊人的旅行。”

是的，我所追求的，正是卡夫
卡《动身》中所说的，由“不断离开”
而构成的“惊人的旅行”。

一般来说，人们喜欢追求成
功，不管在哪个领域，一定要成
功。而我却认为，一个人不该追求
成功，尤其不该追求把别人比下去
的成功。就像约翰·威廉斯的小说

《斯通纳》的主人公斯通纳一样，我
所追求的，是我曾经认真地、负责
任地、有情趣地生活过，是我这样
一个真实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曾经
真实地存在过。用王小波的话说，
我追求拥有诗意的世界。

（作者系独立教师，专栏作家）

教师教师，，怎样拥有诗意的世界怎样拥有诗意的世界
史金霞

“近水斋”里读古典

我刚参加工作时，住房条件极
其简陋。一所即将被撤并的乡村
中学里，一排建于上世纪 80 年代
初期的平房，就是我当时的宿舍。
到了雨天，室内四处滴水，墙用碎
麦草掺杂白石灰粉刷，处处剥落。
地面用红砖拼凑起来，阴暗潮湿的
拐角处，能看见砖缝中挣扎出来的
嫩草——这就是我的第一个书房。

书房门前有口水井，我把书房
称为“近水斋”。房里一桌、一椅、
一床。舍友蒋君热心地告诉我，学
校化学实验室里闲置着几个仪器
架子，可用来做书架，我们便一起
去找化学老师。化学老师爽快，说
学校多年不买化学试剂，架子也成
了摆设，我们便抬回一个充当书
架。我把书架里外清洁了一番，铺
上报纸，把书放进去，拉上玻璃门
——我的书终于有家了。

我的书主要是大学读过的杂
志和专业书。讲授古典文学的李
湛渠教授，上世纪 60 年代初毕业
于南京大学，治学严谨，学问扎实，
对古代文论颇有研究。我毕业时，
他刚好退休，便把专著《中国古代
文论浅探》《读〈文心雕龙札记〉》

《中国历代诗歌选释》和收藏的一
套 完 整 的《文 史 知 识》（1981—
1991）送给我。他说：“能把这一套

《文史知识》看完，你的古典文学功
底就非常扎实了。”楚辞研究专家
萧兵教授送给我一套他编辑的《活
页文史丛刊》，他呕心沥血翻译的

《楚辞全译》也送我珍藏，我十分感
动。还有我上学时买齐的《万象》
杂志，这套杂志让我对当代海内外
华语学术界有了初步的了解，使我
的阅读视野开阔起来。

那几年，我完成教学工作以
后，常常把自己关在“近水斋”，沉
浸在古典文学的世界里。李湛渠
教授推荐的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
史》让我如痴如醉，作者不仅有浪
漫飘逸的文笔，更兼史学的独特眼
光，这是我在“近水斋”时读到的最
好的文学史，至今我仍怀念那段自
在的读书时光。

翻新书柜藏名著

4 年后校舍翻建，那时我刚结
婚，分到两间宿舍，30平方米，一间
做厨房，一间卧室兼书房。原来的
仪器架已无法容纳更多的书，我决
定买个像样一点的书架。

当时乡村教师的工资很低，想

买个书架近乎奢侈。我常去市区
的“智者书店”，与书店的老板渐渐
熟悉起来。一次恰逢书店装潢，我
问老板能否把旧书柜转让两个给
我。老板开始不同意，软磨硬泡之
下，两个书柜最终以150元成交。

这两个书柜高两米，是书店常
见的敞开式书橱，没有玻璃门，拿书
非常方便。我和岳父把书柜重新修
缮了一下，用木塞把晃动的榫头固
定起来，再用铲刀把剥落的油漆铲
去，刮腻子，用砂纸打平，上漆，最后
找个地方阴干，就成了两个崭新的
书柜。我珍藏的文学名著就像眷鸟
回到了归巢，那种喜悦，自不待言。

《周作人自选文集》《莎士比亚全集》
《名家解读红楼梦系列》《萧红全
集》⋯⋯这些名著有的是我结婚时
志同道合的师友送给我的，有的是
我节衣缩食买回来的。

那时，我阅读的兴趣已从纯粹
的古典文学转向了现当代文学。
也是从那时起，我热衷于文学创
作，一方面检验这些年的阅读成
果，一方面想赚点稿费，用来购
书。我开始接近本市的文艺圈，向
本市、本省的报刊杂志投稿，与本
地的作家、诗人、副刊编辑结下了
友谊，特别是诗人赵恺给了我很多
鼓励，他是一位集学养、品格与性

情于一身的当代大家，他的诗歌深
深地影响着我。

新居偏爱语文人

2012 年 ，我 在 城 里 买 了 房
子。房子不大，小三室，有一间六
七平米的小书房。

我亲自参与设计这个书房。
沿西墙放进一张小床以后，只能紧
靠 东 墙 由 北 到 南 整 体 打 一 排 书
柜。上面并排四层木槅，直抵房
顶，下面是对开门橱柜。在飘窗和
书架转角处留下不到一米的转角
书桌，这样书架和床之间仅容过人
之隙。面对日渐增多的书籍，最后
不得不在床头上方的墙上打了一
个吊柜，虽然整个房间显得压抑，
但为了让藏书有容身之处，根本顾
不上设计的美观和布局的合理。

书房在变，我的阅读方向也在
变。近几年，我开始全身心地关注
语文教学。吴非、茅卫东、常生龙、
肖川等人的教育随笔，让我对教育
有了全新的认识，特别是吴非老师
深刻而犀利的文笔常给我带来心
灵的震颤。读王尚文、王荣生、潘
新和等人的语文理论专著，让我明
白了语文学科的严谨和厚重。余
映潮、黄厚江、曹勇军等人的阅读

和作文教学专著，常启迪我的思
维，让我在专业发展的路上越走越
远。语文出版社的《名家讲语文》、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集团的《教育家
成长丛书》、张蕾主编的《中国语文
人》等系列丛书都被我放在案头，
晚上睡觉前，随意抽出一位语文名
家的专著，就像和熟悉的老友面对
面交流，亲切温暖，获益无穷。阅
读他们的书籍，常给我无形的帮
助，潜移默化中改变我的思考深
度，加速我对语文学科的理解，提
升我的业务素养和教学技能。

2013、2014 年是我在网上买
书最疯狂的两年，几乎每周都买，家
里的书开始泛滥成灾，只好把车库
改成书房。我先把车库里可有可无
的东西统统清除出去，买来两个松
木书柜，之后把楼上散落在客厅、沙
发、卫生间、飘窗上的书归类整理，
全部搬进车库。我在车库靠近南窗
的地方安放了一张简易书桌、两把
椅子，这样，我又多了一个书房。

现在，两个书房的书已经塞满
了书架，我也很少买书。我深知，
书买不完，更读不完。其实，书与
书之间是相通的，今后的任务，就
是用时间和阅历把以前没读懂的
书读懂、读透，把阅读当成一种
诗意的生活方式，足矣。

书房里的人与事
唐伟

书海观潮

“做阅读推广，靠的是两分
情怀，八分热爱。”北京市海淀
区全民阅读指挥部动员组长苗
士赢身体力行，通过建立阅读
微信平台、扶植读书会等方
式，让越来越多的人爱上阅
读。北京阅读季联合十六区文
委开展全民阅读基层调研，日
前，记者随调研小组走进海淀
区，了解该区开展全民阅读以
来的情况。

在过去 5 年里，海淀区的
全民阅读投入经费最初仅作为
图书馆业务活动和中关村国际
青年艺术季的一个单元，无专
项经费，经逐年递增，今年的
资金投入达到513.755万元。

今年海淀区全民阅读工作
被打造成为全新的海淀文化“金
名片”。其中，与国家图书馆合
作开启的“图书漂流”项目极具
特色，精选具有海淀文化元素的
代表性书籍与历届文津奖获奖
图书，采用线上线下电子书与纸
质书同步推送的形式，在海淀区
内及京九铁路沿线城市开展图
书漂流活动。目前，十类书已在
海 淀 区 29 个 街 镇 进 行 漂 流 ，
700多人次受惠。

去年 7 月，坐落于海淀北部
温泉地区的海淀北部图书馆通
过服务外包、整体社会化运营的
方式对公众开放。这座设计现
代、服务设施完善的新型图书馆
以“一切为了读者，为了一切读
者”为服务理念，全年无休，开馆
以来，累计接待读者超过 90 万
人次。创立“青青育苗”“名家讲
坛”“品味国学”“三山五园”4 个
品牌活动，成为周边市民开阔眼
界、陶冶精神的好去处。

循着地标在行走中阅读。
作为海淀区全民阅读的亮点之
一，“海淀阅读地图”对海淀文
化地标进行了系统呈现，这张地
图以动景 VR 技术为基础，通过
场所快捷导航、阅读场所介绍、
阅读书籍推荐与在线阅读、地图
导航指引、场馆快捷检索、场馆
VR 漫游六大功能，为读者提供
全新的文化阅读体验和科技创
新体验，实现海淀区书店、图
书馆等文创场馆的互联互通，
实现阅读地图内容甄选、文化
场馆导航导览的虚拟现实服务，
为海淀区“全民阅读”提供了创
新型、互动型、体验型的全民阅
读服务。

全民阅读打造海淀文化“金名片”
——北京阅读季调研海淀区

本报记者 王珺

“任何途径的语言学习都不
应该脱离生活与社会，英语阅读
更是如此。”在近日举行的第三
届全国中小学英语阅读教学学
术研讨会上，来自加拿大西安大
略 大 学 的 凯 瑟 琳·希 伯 特

（Kathryn Hibbert）副 教 授 分
享了培养多元识读能力的重要
性，提出只有根植于社会生活的
阅读教育，才能真正帮助学生更
好地提高素养，适应社会，有助
于学生的未来发展。

此次研讨会由中国英语阅
读教育研究院、北京师范大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联合举
办，主题为“中小学英语阅读素
养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师范大
学的程晓堂和王蔷教授、英国华
威大学应用语言学中心的安娜·
品特（Annamaria Pinter）副教
授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来
自全国各地的 800 余名高校教
师、教研员和中小学英语教师聚
集一堂，深入探讨在阅读素养框
架下，英语阅读素养理论前沿及
其对教学实践的影响。

会上，程晓堂分析了阅读教
学中需要正确处理的关系，例
如：阅读的现实功能和教学功能
之间的关系、阅读教学与其他教

学的关系等，强调理解这些关
系，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阅
读教学，并指出在阅读教学中要
遵循意义优先的原则。安娜·品
特分析了小学 EFL 课堂上英语
读写能力教学中遇到的最紧迫
的问题。她强调阅读教学最终
还是要为学生服务，要让学生参
与，让他们的生命在课堂绽放。

本次大会针对中学和小学
分别设置了教学研讨、论文分
享、“文本解读与教学设计”专题
培训等分会场。专家们强调，阅
读课堂应当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把更多的课堂时间交予学生，同
时教师应当注重将阅读文本内
容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以增强语
言、文本、生活之间联系的紧密
性、真实性。

此外，王蔷教授和朱永新教
授分别代表中国英语阅读教育
研究院和新教育研究院新阅读
研究所共同启动了《中国中小学
英语阅读书目》研制项目书目征
集活动——“厉害了，我的英语
书”，该书目将包括学生书目和
教师书目两大部分，旨在为中小
学英语阅读教育提供指导和建
议，推动英语阅读教育的传播与
普及。

寻找提升英语阅读素养的新路径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本报讯 （伊湄） 近日，由外
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和中国英语
阅读教育研究院联合举办的“阳
光英语之夜”——“阳光英语分级
阅读”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系列
图书引进自新西兰温蒂·派伊出
版公司，由外研社出版，是一套
适合我国初高中学生的英语分级
读物，共包括6个级别108本读
物，旨在满足中学生发展英语阅
读能力的需求，解决符合中学生
认知发展需求及语言发展水平的
读物欠缺的问题。

该系列图书被列为我国教育
部重点课题“中国中小学生英语
分级阅读体系标准研制”的配套
实验用书，也是“中国英语阅读
教育研究院推荐中小学生英语分
级阅读图书”。与之配套的教师
用书由英语阅读教育专家和具有
丰富阅读教学经验的教研员及一
线教师编写。除读物和配套教师
用书外，“阳光英语”也是一个
集教学资源、教师发展、阅读活
动和赛事为一体的阅读服务体
系，是外研社阅读服务体系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阳光英语分级阅读”系列出版

本报讯 （子依） 掌阅科技
近日发布了两款 iReader 电子
书阅读器新品，分别是为用户提
供更深度阅读体验的 iReader
Ocean，以及为学生们准备的
iReader Light青少版。

作家唐欣恬在发布会现场
表示，女儿现在上小学二年级，
阅读量正在稳步增加，合适的内
容和视力保护功能都是家长所
看重的。iReader Light 青少
版内置的电子书包含儿童文学、
世界名著、社会人文、自然百科

等书目，分为 0—2 岁、3—6 岁、
7—10 岁、11—14 岁四档，并开
发了拼音文字混排技术、在国学
经典中加入几百个注释等多种
排版方式，以满足各年龄层读者
需求。另外，掌阅还采用了 E
ink 电子墨水屏，内置阅读灯，
随时随地为孩子补充光线。

“阅读是最重要的小事，不同
年龄、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需求，
我们将进一步把阅读器精细化、
个性化，服务所有阅读者。”掌阅
电子书阅读器负责人王刚说。

掌阅推出青少版电子阅读器

书人手记

我与书房

她不仅是我的老师
也是我的妈妈
她的生活犹如江河，不停地：
奔流——汇合——奔流

倘若她仅是我的老师
空缺的田野依旧遍地芬芳
奔腾的骏马披着血红影子
直击西沉的太阳

我仍然爱戴、追逐着她
像往常的周末晚上——
洗净水果，拉出座椅，摆上餐具。

（摘自蒋筱寒《我的老师》）蒋蒋筱寒筱寒 绘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