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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让梦想开花——我和“新
教育实验”》

李镇西/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42.《让十三亿人民享有更好更

公平的教育——十八大以来教育质
量提升的成就与经验》

田慧生、邓友超/主编 教育科
学出版社

43.《认知心理学：心智与脑》
［美］爱德华·E.史密斯、斯蒂

芬·M.科斯林/著 王乃弋、罗跃嘉
等/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44.《日本教育史研究论丛》（11
册）

朱文富 李文英/主编 河北
教育出版社

45.《如何爱孩子——现代教育
先驱科扎克的思想札记》

［波兰］雅努什·科扎克/著
林蔚昀/译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46.《善与美书简》
［俄］德·谢·利哈乔夫/著 谷

羽/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47.《师道匠心——特级教师给

学 生 、家 长 和 教 师 的 60 堂 公 开
课》

上海市特级教师联谊会、上海
教育杂志社/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
社

48.《十八年新生》
童喜喜/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49.《释放想象：教育、艺术与社

会变革》
［美］玛克辛·格林/著 郭芳/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50.《四界语文》
郭锋/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51.《苏霍姆林斯基评传》
孙孔懿/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52.《桃花鱼婆婆》
彭学军/文 马鹏浩/图 贵州

人民出版社
53.《田园牧歌——苏格兰小学

教育的生态与细节》
吴晓玲/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

术出版社
54.《图画书宝典》
［美］丹 尼 丝·I. 马 图 卡/著

王志庚/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55.《未来简史》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

著 林俊宏/译 中信出版集团
56.《喂养中国小皇帝:食物、儿

童和社会变迁》
景 军/主 编 钱 霖 亮 、李 胜/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7.《文章自在》
张大春/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
58.《我的老师顾随先生》
叶嘉莹/著 河北大学出版社
59.《我的阅读史》
洪子诚/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60.《乌龟一家去看海》
张宁/著 接力出版社
61.《午夜厨房》
［美］莫里斯·桑达克/著 任溶

溶/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62.《现代诗歌教育普及读本》
王宜振/编著 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出版社
63.《小青春》
秦文君/著 中国少年儿童出

版社
64.《小说课》
毕飞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90佳佳
（2）

《诗的八堂课

》

江弱水

著

商务印书馆

书不厚，硬
皮封面，拿在手
里觉得小巧玲
珑 ；封 面 以 灰
与黄的板块为主
设计，洁净雅致，不事
张扬；书名、作者、出版社甚至目
录等主要信息都放在封面了，一
览无余。如果不是出版社商务印
书馆和作者江弱水这两处吸引
我，放在书城架子上的这本 《诗
的八堂课》，很容易埋没在大张
旗鼓的腰封、阔大厚实的版面、
花里胡哨的书脊这类出版物中，
而被我轻松忽略。当我从书架上
抽出这本在时代之光照耀下显得
黯淡的书，打开书页进入文字，
却涌动起一种多年前青灯黄卷中
读孙犁 《文学短论》 的心情 （那
也是一本表面看起来小、薄、朴素
的书），产生一种《诗的八堂课》是

《文学短论》转世的错觉。
这不是一本壮丽之书，而是

一本探险之书。从柏拉图开始，

诗就已经成为艺术的代名词，所
以《诗的八堂课》不仅谈诗，也在
谈艺。但这本书没有海天海地，
而是话题集中，就是谈诗的发生
机制，谈诗的鉴赏，谈诗的主题。
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是诗歌，就是
江弱水的谈资。在最后一节“死
亡”里，他谈到了鲁迅，差一点要
进入鲁迅如何看待生死的大话
题，却又迅速回到《野草》的文本
探讨上，说自己的阅读感受是《野
草》“最适于做生死之辩”。读者
期待在书里获得什么？是知识的
堆砌，还是经验的累积？是等待
作者展示对世界的发现，还是和
作者同在一个思想频道获得共
情？民国文人叶灵凤转引过法国
作家布封的一句话：“阅读不啻是

一次灵魂的冒险。”在《诗的八堂
课》里，我们不会见到辽阔的世界
图景，但我们可以按着自己的心
跳，和江弱水一起进入文字世界，

探寻文字里的魂魄。
这不是一本厚重之书，而是

一本飞翔之书。狄德罗责问过：
为何人类生活越精致文明就越
缺少诗意？而卡尔维诺则说世
界在不断石化，所以要减少沉重
感，渴望飞翔到另外的时空中。

《诗的八堂课》里，“博弈”一节讲
的是诗的发生学，“滋味、声文和
肌理”三节分别从味觉、听觉和触
觉来谈诗的鉴赏论，“玄思、情色、
乡愁和死亡”四节讲述诗的主
题。话题显得轻松随意不学究，
各章节随手一搭就那么自由组合
在一起了。因为这是大学教授江
弱水给研究生上诗学课的讲稿，
在此基础上再整理加工而成，所
以骨子里就是导师在引领读者向

上提升。比如谈到诗歌的声音问
题，江教授说：“一首诗必须由一
些功能性的相对朴素的诗句铺
垫和过渡，到了特定时刻，声音
才开始华丽的表演。”一下子从
繁琐古板的学术中跳出来，娓娓
而谈中有种“灵魂导师”的功效，
点亮我们幽闭的知识盲区，上升
到明亮的智慧空间。

这不是一本征服之书，而
是一本安静之书。现在有很多
励志书，告诉我们应该如何面
对生活的挑战，去征服世界。

《诗的八堂课》 则让我们回归自
我，回归内心，寻找内心的诗
意、语言的诗意。江弱水曾学
诗于卞之琳先生，他将这种慧
根运用到学术上，显得感性理
性兼备。本书的起点是课堂，
出发点仅仅是从知识层面引导
学生走进知觉的层面，而按照
中国哲学的说法，知觉灵明需

要一种安静。比如他讲写作发
生学，就讲写作如博 （赌博）
弈 （下棋） 的个人发现，来辨
析灵感派与技艺派；谈到表达
时，他说：“诗的精神是在世界
黑夜中向着存在和语言突围，
语言是向着黑夜和空无的祈祷
与召唤。”这些句子带有冥想的
特质，像他所引用北宋张文潜
的那句“风雅鼓吹”一般，读
来十分明澈内敛。

王 鼎 钧 有 书 名 曰《作 文 七
巧》，我曾玩笑地问江教授，为什
么书名是“八”而不是“七”呢？正
在访学的江弱水教授从韩国回复
我：“一学期只有八堂课。”这就是
学者的回答，不加粉饰，像一个国
王。是的，蒙田说：“我一打开书
本，就好像走进自己的王国。”那
么，读此书如同走进惬意诚挚的
王国，春风骀荡；读此书如同走进
繁花盛开的花园，馨香扑面。

探险探险、、飞翔飞翔、、安静之书安静之书
浙江省诸暨市草塔中学 边建松

2007 年，曾
和池昌斌老师一起在温
州市品德学科研讨会上
执教公开课。池老师上的是《悲
愤的吼声》，一堂历史题材的品德
课。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听
他上完课后的震撼。那一堂课，
让我明显地感受到他的课比以前
更大气、更理性、更深刻。课堂
上，他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一段
历史，更是一种审视历史的思考
——历史，该如何铭记。我好奇：
这种课堂气质的变化从哪里来？

我总觉得，雪山与教育之间
其实有着某种灵魂般的关联。在
珠峰脚下，我感悟到教育所需要
的伟岸与大气。倘若一位教师能
像一座雪山那样矗立在天地之
间，他就会变得伟岸而从容不迫，
他的教学就会变得越发厚重、精
致、灵动、大气！

⋯⋯人生如课，像圣山一样
矗立，默默无语，无须证明。课能

如此，人能如此，这是我们教育人
一辈子不懈努力的境界！

多年后，当读到池老师在《另
一种可能》中写的这段文字时，我
了然，我是站在了一个历史的节
点上看着他走向教育的远方。

在这本书中，我反反复复地
读着池老师西行穿越藏区、登顶
雪山的经历。丽江的宁静缓慢，
雪山的伟岸大气，挑战极限的坚
忍意志，站在天地间的物我两忘，
一次一次打动着我。但是我也知
道，不仅仅是因为自然赋予了他
深邃的思考，更是因为他带着思
考走向了自然。

我明白，同样行于路上，不同
的是，我是游者，是旅者；而池老

师是行者，是思者。万事万物都
会引发他对教育的思考，对生命
的思考。正是因为带着思想上
路，他走过的路才会如此有意义。

我经常会跟我的学生谈起池
老师堪称传奇的经历：童年时大

山深处的独居，下山求学时格格
不入的惶恐，考师范时被否定的
挫败，毕业后山村庙堂执教的艰
苦⋯⋯到后来成为全国课堂教学
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成为浙江省
最年轻的特级教师，直至赴京任
教，成为全国著名的特级教师。
后来，我的学生竟然也成了《另一
种可能》的小读者。

那天，我在一位学生的作文
里看到这样一段文字：“逆风飞
翔，怕什么？逆风，不是可以飞得
更高吗？就像从大山深处走向北
京，闻名全国的特级教师池昌斌
老师一样，面对逆境，不抱怨，不
放弃，哪怕在最偏远的村小，饱受
冷遇，也执着于未来的梦想与希

望。他努力修炼，终于拥有了决
定自己命运的力量。我今天遇到
的困难又算什么？我也要让今天
的挫折，历练我明日飞翔的翅
膀。只要心中拥有梦想，未来一
切皆有可能！”

我承认，在看到这段文字的
刹那，我的眼眶有些湿润了：一个
优秀的教师，更重要的不就是播
种梦想吗？“另一种可能”打开了
池老师教育梦想的大门，不也打
开了孩子人生梦想的大门？教师
的思想与人格的魅力，对学生精
神成长的影响多么重要！

一个长期处于抱怨状态中的
教师，他的学生就会深受其害。
一个消极的教师，在他的脸上很
少能看到发自内心的真诚的微
笑，他也很少能蹲下来和孩子们
进行亲密无间的交流⋯⋯少一分
抱怨，多一分努力，自己成长的空
间就会越来越大，学生也将会在
我们积极乐观的教育影响下变得

阳光灿烂。
品味这文字背后的柔软，我

折服于池老师对每一颗童心的珍
视与引领，折服于他对每一个儿
童生命无界分的联结、体察与足
够的尊重、敬畏。

我的一位教育圈外的朋友看
完《另一种可能》后，深深感慨：对
于学生而言，教师的见识真的比
知识重要多了。作为一个老师，
他的见识广了，眼界宽了，境界高
了，思维活了，就会给学生带来无
尽的财富，就会在不经意间把他
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带给他
的学生，就会使他的学生学到许
多书本上、课堂中、校园里学习不
到的东西。这种来自自然、社会
的经历和源于心灵的潜移默化，
使学生的成长直接获益。池老师
的特别成长，不仅仅是给他自己
的专业成长提供了“另一种可
能”，也给所有他接触到的孩子的
成长，提供了“另一种可能”。

看见“另一种可能”
浙江省杭州天地实验小学 朱旭艳

《另一种可能

—
—

一个特级教师的跨界生长

》

池昌斌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首先得承认，我是被书名所
吸引拿起这本《尼尔！尼尔！橘
子皮！》的。这本书是夏山学校
创办人尼尔在年近 90 岁时写的
自传。书名源于学校的一个小
男孩给他起的绰号。我曾用英
文尝试念叨：Neil！Neil！Or-
ange peel! 果然很押韵呢！
脑补了一下——略带笨拙高大
的老头子在前面走着，后面跟着
一个神气活现的小孩，油嘴滑舌
地打趣着老师，老师竟然面带微
笑满意地继续走着。

世界还能更美好吗？
现实似乎并非如此，尼尔的

“坏处”就在于，让我这名在教育
实践场中打消乌托邦念头的人
又重燃希望。常听到一种声音：
读书凭什么是快乐的？学习凭
什么是快乐的？是呀，不凭什
么。对黑屋子的人最好的安慰
就是告诉他们：no，no，no，外面
并没有光！阅读是一场对话，我
在这位长者的生命叙事中看到
了作为教师的另一种可能。

在这本幽默又不乏思想性

的传记里，尼尔诚实地还原了自
己的一生，从一个学渣捣蛋鬼，
父母觉得毫无希望的家伙，到为
谋生所困，有点爱虚荣想改变自
己阶层命运的“上进青年”，一直
到慢慢开始发现、面对自己真正
想要信仰的东西——自由。这
样的坦诚在教育著作中实在稀
罕。确实，我们不习惯教育者是
一个普通而真实的人，他只能是

“圣人”。所以，在学生面前总是
一种紧绷着的形象，要控制，要
权威。但如果没有真实，教师与
学生如何能建立真正的关系？
教育的真又从何而来呢？

自 由 ，是 这 本 书 的 精 神 内
核。这个词并不新鲜，但尼尔让
我看见自由背后的教育意涵。
尼尔花很多笔墨描述他和 20 世

纪初伟大的精神分析学家赖希
的交往。心理学帮他看到自己
在成长中经历的内心恐惧，正是
这 些 恐 惧 激 发 了 他 的 人 生 探
索。恐惧！我从未从这样的角
度去理解过自己和学生。没有
恰切的人性观，又何来恰切的教

育观？尼尔认为，人们习惯“被
教育”，需要权威各方面的辅助，
无法自立，恐惧自由，因为自由
意味着承担责任、忍受孤独和保
有勇气。教育应当让学生学会
面对不确定生活的惧怕，勇敢前
行。成绩至上的教育目标框定
了日常教育模式和生态，未能走
进学生鲜活的灵魂深处去培养
他们面对真实生活的能力。在
人工智能时代，生而为人最重要
的主体性、创造性更需要自由的
土壤才能勃发。

夏 山 学 校 是 一 场 教 育 实
验。在那里，学习不是美德。尼
尔相信孩子拥有自我控制的自
由，只要不再把精力放在和成年
人争夺控制权的战场上，就会带
来惊喜。尼尔的创造性和智慧
打破了惯常的教育经验，我尤其

喜欢那个“把一先令当作爱的象
征送给偷窃孩子”的故事，“问
题”学生过了几个月彻底不上课
学习的自我疗愈期，就开始主动
学习。学习和喝水吃饭看云看
花一样，本来就是自然发生的。
不上课可能也是一种学习——

“学习体验和忍受无所事事”。
尼尔确是超前，他知晓只要活在
经验中，就在学习，成长。

我还想承认，这本书勾连出
了我成长的教育创伤，但我释然
了。这必须感谢尼尔——这是
他的书里没有明写，但从字里行
间都能感受到的“爱”。

一 个 自 由 的 人 ，从 自 由 出
发，最终会抵达何处？是爱。

尼尔描述了自己小时候受
到的惩罚，暴打，抽皮鞭，但他的
回忆却如同黑白照片，不再有强
烈的受害者色彩。也许是他得
到的心理治疗、自己的领悟，也
许是夏山学校的实践，让一
切的痛苦化成了滋养心灵
和人格的自由山林。

因着尼尔，我也想用一
段回忆来感谢一个人。我
不知道自己是否正行进在去往
爱的路途上，但他给了我自由的

出发。他是我的大学写作老师，
我的作业后面总有大段他的批
注和回应。不只我一个人，是全
班——他一定花了惊人的时间
批 阅 这 班 文 艺 青 年 的 幼 稚 习
作。很多的评语，我已记不清
了，但有一段话至今陪着我，在
生命的艰难时刻成为支撑我的
拐杖。他写道：“你将来成为作
家，我不意外，成为批评家，也不
奇怪。或者你什么也不成为，也
不要紧——我相信那时你已成
为你最想成为的人了。”

他是我生命中的尼尔，因他
给我的自由，我可以成为现在的
我。我也愿每个人都有幸遇到
他生命中的尼尔。

谁是你生命中的尼尔？
北京市第二中学 任敏

《尼尔

！尼尔

！橘子皮

！
》

［英

］A.S. 尼尔

著

沈湘秦

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