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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陶继新说说
●读书不是一时的事情，也不

单单为了教学，而是为了终身的幸
福。

●背诵几乎改变了我的人生，不
仅是改变了我的话语方式、思维走
向，还提升了我的思想境界，使我步
入到了一种心灵安适的境界之中。

●很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只
是在“器”的层面行走，教的是教
科书，看的是教参书，改的是教辅
题，没有走进高层次的阅读之境，
到头来，就只能是一个教书匠。

●每一个教师只有一次生命，
读书质量的高下优劣，往往决定着
其走向是幸福还是悲苦。

“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
膀。”

读书，自然有获取名利的功能，但读到
后来，便觉得比获得名利更重要的，是读书
会让自己活得更加明白。

讲述抗战初期冀中白洋淀地区抗日故事
的 《新儿女英雄传》，是我读的第一部小
说。稍后同学好友给我带来了节奏舒缓、文
笔细腻、意境隽美的外国文学 《牛虻》，一
种全新的文学表现样式进入我的视野。渐渐
地读出了味道，读出了意境，读上了瘾，尤
其是对那些走心的文字，不看，睡不着，看
了，更睡不着。自觉胸中天地小，书中乾坤
大。

“春江水暖鸭先知”，大学期间人年轻，
心气高，所谓胸怀锦绣、志寄高鸿，读书大
多听从师者，内容基本属于“形而上”范
畴，诸如文史哲和《傲慢与偏见》这些“高
冷”的文学经典。说实话，这些书籍读来生
僻，需要我们越过尘嚣浮华，沉淀内心，在
昏昏沉沉中等待一个故事的结束，渐渐进入
宿醉方醒的状态，觅得“理之全，论之彻”

“暗香浮动，疏影横斜”的雅趣。起初不解
先生用意，以为装点斯文。后经多年坚持，
始知其于作文处有点石成金之妙，于做人处
有行止而识羞耻之功。

诚然，任何“形而上”肯定无法脱离
“形而下”的基础，文学也不例外。记得我
当年阅读 《平凡的世界》《夜与昼》 时，就
是这样的昏天黑地。从晨曦到正午，从傍晚
到深夜，如痴如醉。不求腹有诗书气自华，
只是饥渴，只是快意。平实委婉而富有弹性
的语言，上可达风骨、情怀，扩展胸襟，提
高境界；下可知借物抒怀，培养情致，浪漫
有度，风格有体。

思接千载，心骛八极。阅读之光渗入，
给我们带回曾经的岁月，亦抹上一缕缕诗意
的光泽。

“我不能等你一年零一个月了，我也不
能等你到二十五岁了，但是我会等你一辈
子⋯⋯”“⋯⋯他的眼睛终于闭上了，而睫
毛下流出一滴殷红的眼泪。”这是 《山楂树
之恋》的结局，发生在“文革”后期那段贫
穷而包含理想时光的爱情故事。相信所有同
龄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感到“往事并不如烟”

“有我之境”的。《山楂树之恋》到手后，两
天两夜我沉浸在老三和静秋的故事中，畅游
在艾米魅惑恣悍、入心入肺的文字里几乎忘
记了全世界。掩卷沉思，对“文革”那段历
史的多年积疑，一朝而释。薄薄的手抄本不
仅培养了我的洞察力，而且拔高了我阅读的
品位。

阅读需要宁静，阅读又带来宁静。2012
年莫言和村上春树在诺贝尔文学奖擂台上

“打擂”。“打擂”见分晓后，日本自不必
说，即使中国本土，也有不少人倾向于村上
春树获奖。如此我花了半年时间来研读他的
作品，说实话，无论是 《挪威的森林》，还
是 《且听风吟》，均是悟道之作，基调轻
盈，其语言简如水，平流缓进，看之素然无
色，品之却齿颊生香，引人入胜，易于进入

“无我之境”，同时还医治了我的浮躁、浮
浅，以及日渐滋生的麻木，让我有了问题意
识、新的思想。

“书当快意读易尽。”与灵魂产生共鸣的
文字，虽然它们题材与体裁不同，但有一点
是共同的：这些作品里流淌着血液！徜徉在
这些文字里是一种身心修养，不仅增长智
慧，而且放大格局。

近年来，私人记忆与家族历史重现的书
籍不少，止庵的《惜别》是最为伤感的一本
小册子，虽然难免落入与时代共鸣的窠臼，
但母子之间的倚靠、心心相印的叙述令人垂
泪不止。

偶然翻到阿勒泰李娟的文字，心突然被
电到一般。她的写作，或适可而止，或一剑
封喉，或一泻而下，对于那些深谙小说技
巧，但生活日渐匮乏、靠新闻资讯来支撑写
作的作家来说，是一种无言的批评和劝诫。
她笔下的世界，生意盎然，很小很小，又很
大很大。

我曾两度走访过新疆，北疆之行印象尤
为美好，常常梦想着再度踏上那片土地。

《我的阿勒泰》 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我实现了
梦想。读着读着，进入一种“忘我之境”，
我莫名产生一丝忧伤，这是 《我的阿勒泰》
的魅力，也是阅读的魅力。“夜来一笑寒灯
下，始是金丹换骨时。”阅过李娟的文字，
我顿悟，作文不走心，文心自失，仅求皮相
之华，自然落入俗套。

上晓达济天下之理，下知独修其身之
德。朱利安·赫胥黎说过：人们读了托尔斯
泰的 《战争与和平》，就不再是原来的人
了。开卷有益，经典加持人生。从外入者不
是家珍，从内发者，方谓真慧。经典禁得住
回味、耐得住咂摸。流量时代，书林新叶催
陈叶，有的书，眼中了了，心下匆匆，略加
浏览就行；而有的书，可以细细品味，读一
生一世。读书的最高境界，不是学知识，而
是要发现自己、发现良知。

（作者系湖北省英山县实验中学教师）

要读一要读一些和灵魂些和灵魂
产生共产生共鸣的文字鸣的文字

段伟

读书是教师生命成长的必需

记者：您曾经说，读书对于教师
来说是生命成长的必需，为什么？

陶继新：教师应是文化人，文
化的要义，就是以文化人，如果经
典文化内化到教师的心里，外化出
来的就是一道绚丽的风景，它可以
改变教师的话语方式、思维走向、生
命状态和幸福指数。

要想真正地拥有文化，读书是必
由之路。因为教师之教，很多时候是
以语言为载体的。其语言的优劣，会
让教师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师者
形象，也会“于无声处”影响着学生的
生命样态。有的教师出口成章，自然
而然，让学生如沐春风，并会在这种
优质的语言洗礼中，让自己的语言逐
渐变得优美。有的教师说起话来词
不达意，甚至比较粗俗，这无异于向
学生不断地投放语言垃圾。

教师的成长与学生的发展，不但
需要优质的语言，也需要高尚的人
格。而真正的好书，之所以具有撼动
人心的力量，正是真善美的精神魅
力。比如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冉·
阿让坚忍不拔的毅力、真诚善良的品
质等荡涤着我们的心灵，照亮着我们
的生命。教师长期徜徉在好书的海洋
里，人格会不断升华，心灵会不断净
化。而教师境界的高下，又直接影响
着学生的人格走向。从这个意义上
说，读书是教师生命成长的必需。

记者：真正的幸福，更多体现
在心灵的愉悦与自我价值的实现
上。教师如何通过阅读为自己的精
神世界搭建殿堂，从而实现自我价
值，收获幸福的教育人生？

陶继新：要想达到这一境界，阅
读就要升华到审美的境界。开始阅
读的时候，有的教师也许会说工作太
忙，无暇读书；或者认为阅读古代经
典太难，没有兴趣。可是，当决不放
弃地阅读相当一段时间后，就会形成
习惯，如同吃饭睡觉一样自然。而继
续走过一段较长的阅读之路后，便再
也难以割舍。这些年来，我就有这种
感受。每天将近一个小时的经典诵
读，让我在天天聆听着智者的教诲
时，有了一种其乐无穷的感觉；而每
天两个多小时的阅读或视听世界文
学名著等，常常让我忘记日月之运
行，时光之流逝，有一种“登山则情满
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妙不可言
的快感。于是，我体会到了孔子之言
的奥妙：“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有专家说，这里的

“知”，主要是从求知方面来说的，
“好”则有道德的意义，而“乐”则
有了审美的意义。

有了审美的况味，阅读就会乐此
不疲。当天天徜徉于阅读天地的时
候，教师的教学，就会别具风采。因
为通过阅读的滋养，能够渐渐地构建
起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拥有超越常
人的思想与智慧。备起课来，也会更
加轻松自如。越是如此，就越有时间
读书。如此良性循环，其“备课”就不
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备课，所有的阅读
都成了其备课的有力支持。恰如苏
霍姆林斯基所说：“每天不间断地读
书，跟书籍结下终身的友谊，就是一
种真正的备课。”如此幸福的“备课”，
收获的不只是学生的喜爱拥戴、教学
的轻松高效，还有自我价值的实现以
及愉悦的心境与幸福的生命。

记者：有人说您是“传统文化
的布道者”，您自己也说过，“经典
相伴，幸福一生”，读经典与人生幸
福有什么直接关联？

陶继新：有人说我是“传统文
化的布道者”，这是对我的鼓励。我
确实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情有独
钟，而且在与经典为伴中，享受到
了人生的幸福。

经典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
的哲理。读之愈多，悟之愈深。比如
人们在面对成败、顺逆、得失的时候，
往往会有情绪的变化。当持续不断
地诵读经典之后，就会拥有一种宠辱
不惊的胸怀。它会让你感到，大自然
有风和日丽，也有暴风骤雨，这就是
其本然的样态。天天风和日丽，或者

天天暴风骤雨，绝非大自然的本来面
目。人生亦然，有成功，也会有失败；
有顺境，也会有逆境；有得，也会有
失。成败、顺逆、得失，同样构成了人
生的自然。懂得这个道理之后，在取
得成功的时候，就不会得意忘形；遭
遇挫折的时候，也不会垂头丧气。

我对孔子仰慕之至，真的如颜渊
所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
前，忽焉在后。”他的很多话语，都成
了我的生命铭记，并指引着我不断前
行。比如他说：“无欲速，无见小利；
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目
前，快速成名成家者并不鲜见，可是，
这样的人又有多少经得起时光冲洗，
大浪淘沙。当流星划过，泯然而逝
后，其名何在？其人何在？所以，还
是牢牢记住孔子的教导，为生命积淀
能量。有的人在银行里储蓄存款，我
一直在储蓄文化，我想通过文化升值
来实现自己生命的裂变。有了文化
的积淀，再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就会
变得相对轻松。

读书要取法乎上阅读经典

记者：有的教师读了很多书，但
总觉得没有多大长进，您认为这是什
么原因？怎样通过阅读增长才干，提
升自我？

陶继新：当今出版图书之多，可
谓汗牛充栋，但其质量优劣却大有区
别。如果长期阅读思想与文化品位
低下的图书，不但不会有所收益，甚
至会在无意中被其伤害。所以，我主
张取法乎上的阅读，因为取法乎上，
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我
们阅读大师的作品，很难达到他们的
境界，却有可能步入中等层次；如果
阅读中等层次的作品，则可能在下乘
的怪圈里徘徊。遗憾的是，目前有的
教师多在“中”甚至“下”的阅读世界
里游逛，所以，尽管“读了很多书，但

总觉得没有多大长进”。
近年来，我采访了很多名师，他

们几乎都是好书阅读者，尤其是那些
极有造诣的名师，更是一直与经典为
伍。他们徜徉于经典的海洋里，持续
用大师的思想与智慧滋养着自己的
生命，于是，他们就有了一般教师所
没有的人生境界和灵动语系。他们
的教学，在举重若轻中，独具特色而
又异常美妙；而学生，则在“风景这边
独好”的学习中，情不自禁地游进了
精神享受的河流里，且在不知不觉
中，叩开了高效学习的大门。

有的教师惊诧于名师驾轻就熟
的课堂教学艺术，却没有揭开这外
显的精彩背后的神秘面纱。其实，
没有日积月累的经典阅读，哪有出
奇制胜的教学效果？试图在短时间
内阅读十几本名著，就想在名师的
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这无异于痴
人说梦。只有几十年如一日地阅读
经典，并读而诵之，才能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生命蜕变。

因此，只有取法乎上且持之以
恒地阅读经典，才能让教师们“通
过阅读增长才干，提升自我”，实现
生命的飞跃。

记者：我们谈到阅读，大多数
人认为是与语文教师关系更为紧
密，您认为其他学科教师除了阅读
自己的专业用书外，还应该阅读些
什么？怎样阅读？

陶继新：其实，不只是语文教师，
任何一个学科的教师都需要读书。
因为读书是可以丰盈教师生命的，同
时，读书也可以让所有学科教师呈现
出儒者的风范。曾国藩写给儿子的
家信中有这样一段话：“人之气质，由
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
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
可以变换骨相。”即使品德高尚者，也
需要用文化来“变其气质”。孔子说：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教师，不但需
要内在的人格品质，也需要外在的君
子形象。一个文质彬彬的教师，会让

学生不由自主地“择其善者而从之”。
我采访过不少语文学科之外的

名师，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师，没有
一个不是饱读诗书者。他们除了阅
读教育名著，大多还读了很多教育
之外的高品位的书。大诗人陆游对
其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
外。”那些从表面上看似与教学无关
的书，其实都与教育教学有着内在
的生命链接。

比如我在采访数学特级教师华
应龙的时候，他就谈到他读了很多大
师的作品，许多还是具有很大难度的
哲学著述。为什么要读这些表面上
看来与数学风马牛不相及的书呢？
他认为，这些书是为生命打底色的
书。这些大师的书蕴含着生命的哲
理与智慧，读这样的书，就如同听大
师的生命点化与智慧开示。大师的
精神与智慧，也会渐渐地嵌入你的灵
魂，活跃于你的大脑之中，彰显于你
的课堂教学之上。这种智慧也为华
应龙平时的数学教学注入神奇的能
量，从而让他的课在不经意间闪烁出
智慧的光芒。很多人惊诧华应龙的
课，是不是早就精心预设好，他认为，
其实更多时候，是灵感突然降临，才
让其教学有了出奇制胜之妙。

那么，怎样阅读这些高品位的
书呢？

一是“读书百遍，其义自见”。
上世纪 80 年代我初读李泽厚先生的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近代思
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美
的历程》 等哲学与美学著作，开始
感觉有些吃力，但我没有放弃，而
是一遍一遍地读。后来，不但读懂
了，还读出了韵味。

二是先要读透一本经典。比如
我读《论语》，始于 1983 年我在曲阜
师范教学的时候。学校与孔庙相邻，
每天夕阳西下，只要没有特殊事情，
我都要到孔庙里走一走。当时就想，
我应当追寻孔子的足迹，学习他的哲
学思想与教育思想。承载孔子思想

最佳的载体是《论语》，我开始阅读
《论语》，可是，读了两遍之后，尽管对
其中的不少字词意义有了初步了解，
可仍感觉孔子的思想依然是“飘在天
边的云”。后来我调到山东教育社工
作，又继续阅读了两遍，孔子的思想
在我的大脑中还是呈现着“惚兮恍
兮”的形态。此后，我便开始背诵。
此外，我又把朱熹的《论语集注》、钱
穆的《论语新解》、李泽厚的《论语今
读》、张居正的《论语别裁》、杨伯峻的

《论语译注》等各读了十多遍，有的还
作了记录。这样，才基本走进了《论
语》思想及其语系。而读懂了《论
语》，再读《大学》《中庸》《孟子》《荀
子》《学记》等其他经典的时候，就感
到相对轻松。朱熹的《朱子读书法》
对此有着详细的论述。曾国藩也有

“一书不尽，不读新书”之说，尽管有
些绝对，但却对我们研读古代经典，
有着很大的启示。

三是精读世界名著。世界经典
文学名著，不能走马观花地读，而
是要一心一意地精读。读得多了，
就会让你在喧嚣的当下，始终拥有
一颗澄明的心，并在与学生生命相
遇的时候，给他们以特殊的心理慰
藉。同时，大师们的语言也会让自
己的语言渐渐变得诗化与美妙起
来。这样，教学的时候，自己也常
常会因为脱口而出、妙语连珠而欣
慰不已，学生则会享受来自师者的
妙语佳音。于是，不管是教，还是
学，都会像自由遨游于大海之中的
鱼儿一样悠哉游哉，幸福不已。

写作需要长期的阅读积累

记者：很多教师不愿写作，甚至
惧怕写作，认为写文章是件苦差事。
据说您也经历过这个阶段，您是怎么
走出写作困境，渐入写作佳境的？您
怎样看待阅读与写作两者间的关系？

陶继新：是的，我也曾被写作
困扰过。不但写得慢，而且写不
好。写一篇五六千字的文章，大多
要用七八天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
还常常搞得筋疲力尽、心力交瘁。
写作如此之苦之慢，读书的时间自
然就少之又少了，于是走进了一个
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

其实，我知道之所以日复一日
地陷入这个怪圈而无法突围，是因
为自己的文化功力不足。之后，我
下定决心，为读书留出了更多的时
间，有时数日甚至一两个月只读不
写。当再拿起笔来的时候，发现自
己写得快了一些，质量也提升了。

这让我感到惊喜，同时又为诵
读多分了一杯羹，于是我将背诵经
典提上了议程。日复一日不断地从
大师的书中汲取哲学思想与语言精
华，渐渐发现自己的作品有时也会
闪耀出理性的光华，并有了比较优
美的文字表述。

可是，仅仅诵读还是不够。因为
读书与写作，在逻辑上构成的是必要
条件关系，即有之则未必然，无之则
必不然。如果没有丰饶的教育实践，
即使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与美轮美
奂的语言，也难以让佳作纷涌迭出。
因此，在近十年来，我一年至少有一
百多天行走在教育一线，在课堂听课
评课，采访教育局局长、校长、教师、
学生、家长等，并通过电脑打字记录
下来。同时，写作之前不看他们提供
的文字材料，用自己的语言和思想进
行写作。因此我所写的所有文字，毫
不夸张地说全部姓“陶”。

其实，我是一个“困而学之”
者，只不过在这方面下的功夫比一
般人大得多罢了。几十年如一日地
奔赴全国各地学校采访，几十年如
一日地将采访的内容写成文章，以
至每年的除夕及春节，我都是在办
公室里享受着写作的愉悦。不管外
面多么喧嚣，丝毫打断不了我的写
作思路。如果没有这十几年的笨功
夫，就不会有今天的陶继新。

写作需要长年累月的储备，而不
是急用现学。当你写作时，早已在你
大脑里的储备就会极其迅速地作出
反应，让你惊叹其何以如此神妙！于
是，我的十指便条件反射般地在键盘
上飞快地敲击，随即，一连串的文字
沛然而出，让我兴奋不已地享受这人
世间的美妙。此之谓“功夫教育学”
也。“功到自然成”不只是一个写作的
规则，也是一个自然的规则。试图在
写作上走捷径者，到后来只能是“反
误了卿卿性命”。而人生，又何尝不
是如此呢？

陶继新:用阅读积蓄生命能量
本报记者 梁杰

报眼态度

“读享四月”特别策划③

陶继新，教育学者，山东教育社原总
编辑。曾荣获中国教育报2005年度推动
读书十大人物、第四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年度人物卓越贡献奖。他以孔子的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座右
铭，持之以恒而又取法乎上地诵读经典，
行走于大江南北为教师等开办读书讲座，
出版了《做幸福的教师》等专著50余本。

在接受记者采访前，陶继新刚
刚出差回到济南，身体欠佳，然而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他依然思如泉涌，
妙语连珠，引经据典，信手拈来。记
者不禁暗自赞叹他四溢的才华、满
腹的经纶。

其实记者早已认识陶继新，但真
正了解他还是在近几年间。因为做
读书周刊的缘故，记者经常会收到他
寄来的新书，也时常阅读其中的文
字。从他的新作《做幸福的教师》中，
我更加了解到今天的陶继新是怎样

“炼成”的，也揭开了他能有如此高产
高质的新书不断问世之谜。

记者以为谜底有二：首先是阅
读经典。他自己总结说：“经典相
伴，幸福一生。”陶继新从 49 岁开

始背诵《论语》等古代经典，并持
之以恒，从未间断。在持续不断的
诵读中，他从一位“知之者”变为

“ 好 之 者 ”， 进 而 成 长 为 “ 乐 之
者”，阅读对他来说有了审美的况
味。阅读经典在他身上发生了奇妙
的化学反应，他从一个被动的“诵
读者”转化为一个主动的“审美
人”，并乐此不疲，日日徜徉于经
典诵读中，陶醉在“登山则情满于
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妙不可言
的快感中。而这种阅读经典带来的
快感是没有经历过长年累月阅读积
淀的人难以体会到的。

其次是持续不断地写作。陶继
新也曾经历过被写作困扰的阶段，
甚至有时被写作搞得精疲力竭、心

力交瘁。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因
为阅读不够而陷入写作困境的。于
是他便开启了阅读经典之旅，不断
地从大师的书中汲取哲学思想和语
言精华，慢慢地发现自己的写作不
时也会闪耀出理性的光华，并有了
比较优美的文字表述。“读书破万
卷，下笔如有神。”长期的阅读储备，
让他的写作如有神助，当写作需要
时，它们就会自然地从指间涌出，一
连串的优美文字沛然而出，让他兴
奋不已地享受这人世间的美妙。

在取法乎上、持之以恒的经典
诵读中，他找到了人生的幸福；在
笔耕不辍、日积月累的写作中，他
提升了自我，实现了生命的裂变。
这，就是陶继新给我们的启示。

生命是如何实现裂变的
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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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春意好，读书正当时。近
日，记者采访了在经典阅读、教师
阅读等方面颇有心得的陶继新老
师，他结合自己几十年来在经典诵
读中的独特感悟，就教师阅读与生
命成长、教师阅读与人生幸福、教
师阅读与教学相长等内容进行了精
彩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