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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教师与书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俗称教师为“教书先生”不无道理。
做教师的教书、爱书、看书、买书、
写书、藏书，便有了对书房的企盼。
我便是一个一直有着书房情结的农村
教师。余秋雨说得好：“一个文人的
其他生活环境、日用器物都比不上书
房能传达他的心理风貌。”其实，书
房不只是个人的精神巢穴、生活禅
床，我的书房梦实现的过程又何尝不
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见证和
温暖记忆。

1950年3月，新中国诞生的礼炮
刚刚响过，13 足岁的我就参加了中
国人民解放军。因为有初中半年的文
化水平，还居然在部队当上了“文化
教员”，为战士“扫盲”。后来，因病
转业到地方，当了一名小学教师。从
此，我一直在绍兴县农村小学教语
文。当时，宿舍就在学校里，校舍又
多是祠堂庵庙，能有一个铺位就相当
不错了。在无法奢求书房的生存环境
里，我在床边的桌子上，用包上纸的
砖头作柱，上搁一块木板，便是我心
仪的书架。以后我又用废弃的木条、
木板，钉了个更像样的书架，似乎就
是“升级版”了。

1962 年我结婚了，有了一个单
人寝室和一个旧的四层书架，能把所
有的书都排列起来，真是不胜欣喜。
我一直为初师两年的学历而自惭，就
逐年购得了自以为是大学中文系的一
些教材，抓紧自学。没有别的目的，
我只想成为一个优秀教师。于是，一
些教育梦想的种子也悄悄地融进了书
本中的字里行间，只等阳光一照耀就
能发芽。然而，好景不长，“文化大
革命”开始了，领导要我们把所谓

“封、资、修”的书统统上缴一律封
存。这样，剩下的书不上 20 本，“书
房梦”也就成了奢望。

个人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民族的
命运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十一届三中
全会引领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
代，我的那些被封存的书回来了，书
架劫后重生也更添风姿。我这个背负
所谓“智育第一”“业务挂帅”“白专
道路”的反动知识分子，从被批判挨
整的地位变成了分管教学的钱清区校
副校长，之后，还兼任了浙江省小学
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省九年义务
教育小学语文教材编委会副主编等。
在提高小学教育普及率的战斗中，如
何提升当时以民办教师为主的师资队

伍素质，成为当务之急。我便从抓
“教材教法过关”入手，让教师懂得
“教什么”（教材） 和“怎么教”（教
法）。我的书架可派上了大用场，翻
检小学各科教材教法研究的藏书，找
寻有效而又简捷、好听而又实用的讲
课思路。晨晓深夜、青灯长卷，我忙
碌在书架之前和案桌之上。

1983 年，好不容易分到了 40 平
方米左右的一处住房。虽然居住条件
有了极大的改善，但一家五口住在一
起，自然不可能有独立的书房。所幸
这住宅有一个向北的后阳台，我便装
窗封闭，勉强放下了一个书架和一张
小小的写字台。我为终于有了可以独
处的书房而欣喜万分！出于文人的积
习，便想给书房起个名，坐在包装箱
上，我忽然想到陶渊明在 《归去来兮
辞》 中的一句话：“倚南窗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室小仅能容膝易于
安身足矣，便欣然命名“容膝斋”，
自己书写后刻在一方木板上，挂于书
架上方，真有说不出的得意。在步入
市场经济不免世事纷扰、人心浮躁的
岁月里，人们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精
神家园。精神家园不在大小而在有
无，有“容膝斋”可供目耕心织、起
早熬夜，余愿已足，夫复何求。

以后，子女长大立业，家居人口
越来越少，而住房却越来越大。盛世
重才，我有幸成为特级教师，市、县
的专业拔尖人才。独立的、真正的书
房不但有了，而且越来越像样。我的
好几本专著都以“容膝斋”为封面背
景，引起了一位远方朋友的质疑：如
此气派的书房，简直有点儿豪华，为
什么还称“容膝斋”？确实，生活变
了，条件好了，物态的“容膝斋”已
成过去，但心灵的“容膝斋”却不可
抛弃。因为，室仅容膝而足以安贫乐
业的精神，已成为我的生命定格。著
名作家何满子先生曾经说过：“人心
之不同各如其面，折兑一下，也可说
文人之不同，各如其书斋。”在早已
是不仅“容膝”的宽敞明亮的书房
里，我一直得以自勉的是永远的“容
膝”精神。退休以后，我接受绍兴县
教师进修学校、绍兴市教师进修学
校、鲁迅小学、义乌市艺术学校等的聘
请，出任顾问、名师研修班导师等，依
然守望着事关国家荣辱、民族兴衰的
教育，这是我的毕生信念。退休给我
以更开阔的空间：或耕耘桃李，以老马
识途的体验，启迪培养一茬又一茬的

年轻夫子；或文海放舟，以长年之积
淀，梳理成一篇又一篇的经验，一本
又一本的论著，展示生命独有的才情
去驾驭风帆，驶达曾经魂牵梦绕的理
想港湾。退休后的 25 年里，我为绍
兴县培养的名师达 110 余名，其中已
有十来人成了特级教师或中学高级教
师；为市名师班所带的结业学员也多
达 300 余人；我先后在 7 所学校任顾
问；正式出版的专著已达 172 本，在省
级以上报刊发表的研究文章有 1500
余篇⋯⋯2009 年初我被评选为“2008
感动柯桥——绍兴县最具影响力人
物”，获得“教育功臣”称号，在殊荣面
前不胜惶恐。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小学语文
教师，生活并未特别垂青于我。我能
收获从事语文教学实践、研究的无限
乐趣，源于我播种了对中国语文教育
事业的不灭的信念。我之所以能够拥
有这样的信念，又源于我把握了语文
教师专业成长之道，而且有了一方养
育之地——书房“容膝斋”。这样，
也就有了我的个性化“耕耘”方式，
即教师的“舌耕”（上课）、“目耕”

（读书） 和“笔耕”（写作），三者并
举，互补互促，自然会相得益彰，其
乐融融而不已。

戏称教师为“三耕族”，可谓名
符其实。当教师，主业自然是课堂上
的“舌耕”不断，但要“舌耕”卓有
成效，谈何容易，最要紧的当数以

“目耕”养足底气，认真读书，博览
广识，方有学问；又要以“笔耕”反
思教学，记录经验，抒发胸臆，遂成
师道。如果说语文教学是一枝欣欣向
荣的花木，那么，“舌耕”是它的

“本”，“目耕”是它的“根”，而“笔
耕 ” 则 是 开 出 的 “ 花 ” 和 结 出 的

“果”。这都离不开“书房”这一方
沃土。有人因此认定了教师专业之
劳累，但有人却据此品味出教师工
作之优雅；当然，也有人借此体会
到 教 师 生 涯 之 快 乐 。 坐 拥 “ 容 膝
斋”，无冕亦称王！我对“三耕族”
这一雅号，非常得意，欣喜之余，
便以唐代诗人刘禹锡的名作 《陋室
铭》 为范，仿写了三段杜撰文字，
为“三耕族”作三铭，与教育界同
仁共享，尤其要寄意于雄姿英发、
后来居上的广大年轻夫子，希望在
这里体悟语文专业成长之真谛。

“舌耕”铭
位不在高，启蒙为尊；酬不在

丰，百年树人。斯是教坛，担当神
圣。学而不显厌，诲人不知倦。专业
本朝阳，一心为明天。可以诉宏志，
抒才情。去利禄之争斗，除名位之浮
沉。师生如挚友，童心养天年。在下
云：何累之有！

“目耕”铭
知不在高，多读养心；身不在

富，有书就成。斯是教业，博识为
本。目织亿万里，神交五千年。哲思
纸上得，学识读中生。可以会先圣，
交今贤。无邪说之乱耳，少蝇利之熏
心。后生得呵护，薪火赖承传。在下
云：何劳之有！

“笔耕”铭
才不在高，有勤则灵；识不在

玄，有诚就行。斯是斗室，唯我独
耕。笔驰云霄上，脚踏大地行。一句
三思得，乐从心底生。可以品韵味，
抒性情。无是非之乱耳，少应酬之劳

顿。胸臆得宣泄，精神获飞升。在下
云：何苦之有！

语文教师像蚂蚁一样劳作，但可
以如蝴蝶一般生活。在“容膝斋”我
信奉“舌耕”“目耕”“笔耕”并举，
为“舌耕”准备讲稿，在“目耕”中
熏陶书香，以“笔耕”叙事抒情，恰
如“金风玉露一相逢”，“无光云影共
徘徊”。

抚今思昔，我的命运和情感选
择，似乎一直和我的“书房梦”“教
育梦”一并起起落落地游走在大时代
的躁动与机遇之中，见证着我 60 多年
语文教育生命之旅的发展历程。从个
人的有梦到圆梦，从“书房梦”“教育
梦”“名师梦”的播种到在阳光雨露下
发芽拔节、开花结果，从国家的和平崛
起到和谐社会⋯⋯似乎都可归于一个
普世的话题，只是向善的人性使然。

（作者系语文特级教师）

梦圆“容膝斋”
周一贯

1968 年，我高中毕业后因高考已
停止只能回家乡参加劳动。到 1969
年，我这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回乡知识
青年”当了中学教师，之后，我就料定
自己这辈子只能在校园里默默耕耘，是
不可能“大有作为”了。然而，因为读
书却使我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

说来也怪，既不是生在官宦之家，
也不是长在书香门第，出身于贫苦农民
家庭的我，却从懂事起就同书籍结下了
不解之缘。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在课外
时间里阅读过诸如 《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牛虻》《青春之歌》《红岩》《红旗
谱》《林海雪原》 等书。因为经常阅读
文学名著，当时自己的写作水平得到了
不断提高，所写的作文常被语文老师当
作“范文”在课堂上宣读。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因中外文学名著都被打入“另册”，文
学出版社全被取消，直到 1971 年，在
长达五六年的时间里，偌大的中国没有
产生一部文学作品，所以我也无书可
读。在那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爱读书的
我就“饥不择食”地读过诸如《虹南作战
史》《征途》《牛田洋》《西沙之战》等书。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上要赡养
老父老母，下要供儿子念书的情况下，
同为中学教师的妻子为了给我买书，总
是节衣缩食地安排家庭生活。星期天我
俩上街，最先去的地方都是新华书店，
她每次必定要按照我的挑选给我买一大
捆子书。久而久之，我见她一件像样的
衣服也不买，把除了安排必要的家庭生
活后剩下的“余钱”都用来给我买书
了，就对她说：“书咱不买了。你也应
该买几件像样的衣服穿了。年轻的时候
要是不穿点儿赶时髦的衣服，等再过几
年上了年纪，就想穿也不能穿了。”可
她却说：“漂亮不漂亮不在穿啥衣服。
当老师的要是穿得花里胡哨的，咋给学
生上课？虽说我这个数学教师不懂文
学，但我却知道杜甫的两句诗，就是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你不多读
书，是很难‘下笔如有神’的。再说
了，咱买的书，我也看啊！”作为丈
夫，面对着家中书架上妻子年复一年给
我买回的书籍，我为有这样的好妻子感
到十二分的骄傲。

就这样，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我
开始了自己喜欢的边读书边从事文学创
作的“事业”。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到 1983 年 10 月，我终于在报纸上首次
发表了文学作品，此后就“一发而不可
收”，时至今日，我已经在包括 《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
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 等全国 190
多家报刊上发表了 900 多万字的诗文，
并出版了 《报刊登载亦成书》《公开发
表的党史文章汇集》 和 《语文百科知识
汇集》 三部著作，还被黑龙江省作家协
会吸收为会员。

读书不但使我成了作家，而且还给
我的生活带来了乐趣。那就是自从所写
的诗文不断被报刊发表后，就“步”郁
达夫先生的“后尘”，也开始“出卖文
章为买书”了。我之所以专用“稿费”
来买书，这不能不说是自己把“出卖文
章”和“买书”作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激
励了，因为不读书，就汲取不到知识，
就无法开阔视野，谈何写文章？反过
来，一个人之所以能写出文章，如果不
多读书，这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用多
读书所获得的才智去写文章，用写文章

“挣”来的钱再去买书，这种乐趣是不
读书又写不出来文章的人根本无法体会
的。而且，这对于一个喜欢读书又要养
家糊口的普通中学教师来讲，无疑是锦
上添花。

虽然多年来我一直是“出卖文章为
买书”，而且已经“买”回了一屋子
书，使我家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
屋”，但“卖”也好，“买”也罢，我向
来都是把其限定在业余时间里进行的，
因为我的职业是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
的神圣任务是育人成才，是任何时候也
不能“误人子弟”的。所幸的是因为书
读多了，因此在课堂上谈古论今、引经
据典、举一反三时能更加游刃有余，这
真可谓是“一举两得”。正因为这样，
我才一直以“出卖文章为买书”为乐，
并乐此不疲。

现在，我这个中学教师虽然已经退
休十年多了，但是仍在边读书边写作。
我之所以到了晚年还手不释卷，是因为
回头纵观自己的经历，使我深切地感
到，读书是可以改变人生的，就是说，
我这个中学退休教师如果不多读书，是
不可能成为作家的。

（作者系中学退休教师）

读书使我读书使我
成了作家成了作家

王树人

“殷健灵的拿手好戏是写成长
中的少年的心灵世界，而其中少女
的 心 灵 世 界 占 据 她 文 字 的 大 部
分。”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
说，在写少女心灵世界方面，中国
儿童文学界大概没有几个人能与殷
健灵比肩，这也是她对中国儿童文
学的特殊贡献。在近日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举办的 《殷健灵儿童文
学精装典藏文集》 新书发布会上，
曹文轩这样评价殷健灵。他认为少
女的心灵世界，曾是中国文学、中
国儿童文学所没有能够光顾的世
界，而那片天地很大，是殷健灵等
人发现了这片天地，并用文学的光
芒将其照亮。

殷健灵是一位用心灵写作的儿
童文学作家，其作品曾获得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
学奖、冰心图书奖大奖、2015 年
度“中国好书”、中国台湾“好书
大家读”最佳少年儿童读物奖等奖
项。她擅长挖掘儿童的心灵世界，
被誉为“儿童成长的摆渡人”，其
创作直面真实而饱含深情，以细腻
优美的语言、睿智豁达的文字带领
儿童跨越成长的大山。在她的心目
中，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大致有四个
标准：清浅而深刻，快乐不浅薄，
伤感却温暖，真实不残忍。殷健
灵说：“我要做的儿童文学就是陪
伴和引领孩子走进这样一个充满
鲜花、绿树、沼泽、荆棘，有着
珍贵、美好的白天，同样也有着
黑夜的世界和人生，然后我们让
这些孩子在文学的引领和陪伴中
认识这一切，去体会五味杂陈的
世界和色彩斑驳的世界，同时又
能 够 跳 脱 出 苦 恼 、 绝 望 以 及 黑
暗，但同时还有着对这个世界、
对人的喜欢。我们这些儿童文学
写作者，在做的是一种心灵和灵
魂的救赎和升华。”

“如果把儿童文学的创作按读
者的年龄段描述成一座高山的话，
山脚下的是低幼年龄段的孩子，半
山腰大约是学龄段的孩子，到了山
顶则是青春期的孩子。殷健灵则擅
长在‘山顶上’写作，书写青少年
的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社长刘国辉介绍说，传统的儿童文
学是写“半山腰”和“山脚下”

的，对大部分人来说是“上山容易
下山难”，然而殷健灵却是“上山
如鱼得水，下山健步如飞”。即便
是在“山顶上”，她也不偏安一
隅，而是开辟新视域，比如这套书
里的 《野芒坡》，就是一部历史题
材小说，写出来之后也是让读者眼
前一亮。

据刘国辉介绍，《殷健灵儿童
文学精装典藏文集》 精选了殷健灵
的代表作、获奖作品 15 部，邀请
知名插画师绘制插画，从用纸、印
制到装帧全部精心设计，力求全面
提升殷健灵作品的形式和质量，使
其与内容相得益彰，更好地满足小
读者们的阅读和审美需求。“好的
作品是‘秀外慧中’的，殷健灵的
作品应当和她笔下可爱的女孩子一
样优雅美丽。”刘国辉说，孩子的
阅读和审美能力是需要培养和引导
的，我们不仅要为他们提供品质上
乘的内容，还要让形式与内容兼
美，引导孩子从小感受美、体味
美，对审美有追求。

据了解，《殷健灵儿童文学精
装典藏文集》 是殷健灵迄今为止
创作成果的一次最全面的展示，
精选了她的代表作、获奖作品以
及市场表现良好的作品,也是殷健
灵首套精装典藏文集。该文集按
主题分为五个系列，分别为小小
童年系列、心灵成长系列、时光
倒流系列、青春摆渡系列和暖心
亲情系列。

殷健灵殷健灵 探索成长中的心灵世界探索成长中的心灵世界
本报记者 梁杰

《教育规律读本》出版座
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教育规律研讨会暨 《教育
规律读本》 出版座谈会日前在商务印书
馆召开。研讨会由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学会、商务印书馆主办，中国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学会会员部、研究生教育学
专业委员会承办。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原会
长、《教育规律读本》 编委会主任赵沁平
介绍了编写本书的初衷和过程。“按教育
规律办教育”已成为社会共识，但教育
规律有哪些基本内容，目前学界尚未形
成共识。《教育规律读本》 的编写就是尝
试对教育规律进行系统性挖掘和梳理，
以期引起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并逐步形
成共识。围绕人才培养、立德树人、教
育规律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等重要内容，
山东大学党委书记郭新立、北京语言大
学原党委书记李宇明和厦门大学原副校
长邬大光分别作了主题报告。在互动研
讨环节，与会专家就育人目标、教育规
律及 《教育规律读本》 一书的出版等进
行了热烈讨论。专家们认为，中国历史
和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论述和思想是
极其丰富的，也包含了非常独特的价
值。深耕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历史与文
化沃土，并赋予其时代的新意，当是如
今教育学者肩负的历史责任。推进教育
现代化，应当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
规律，不仅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
规律有更深刻的认识，也需要广大群众
对教育规律有更清晰的了解。

（实习生 周杨）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助学生全面成长

本报讯 在新高考背景下，如何进
行选科、学业规划及生涯规划？近日，
由新东方大愚文化、新东方优能中学联

合主办的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新书
发布会在北京举办，主题为“关注中学
生全面成长”。

该书编者是新东方优能中学。学习
方面，班级课程研发了 VPS 进步可视化
教学理念，对每一进步等级严格定义，
让学生真正了解自己对所学知识的掌握
等级，明确下一等级的学习目标。发布
会上，新东方优能中学图书项目负责人
陈彬解读了生涯教育的不同说法，让大
家能有所辨别；新东方教师陶然讲述了
高中生在生涯规划中的误区，他认为，
要教会孩子做规划，将选择的主动权交
到学生手里，才能让他们尽早为了自己
的目标去努力。本书的特邀编委、“学霸
妈”张瑶则分享了在陪伴女儿学习与成
长过程中的经验。她建议家长：不盲
目、不逃避、不功利、不后悔，“人生不
会因为一次选择而成功或失败，更多是
机遇、环境和个人选择之间的一种随机
性博弈后的综合效应，所以更重要的是
保持旺盛的学习欲望和终身学习的坚定
信念”。 （李明）

中小学生悦读乐写征文在
京颁奖

本报讯 首届“春华杯”中小学生
悦读乐写征文近日在北京颁奖。征文活
动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国际交流
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主办，首
都师范大学首师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北
青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承办，北京
中小学校阅读联盟等协办。

本次征文活动得到北京各区学校积
极响应，共有 171 所中小学、41029 人
参与，成功调动学校、家长和孩子们积
极投入阅读与写作，彰显“书香中国·
北京阅读季·北京儿童阅读周”的品牌
价值。首都师范大学乐智阅读项目组组
长李佳健表示，各中小学校的积极参与
点燃了全民阅读的激情，使更多人体会
到阅读的乐趣。 （刘霄）

最新书事 书海观潮

书·人 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本文作者在书房

﹃
容膝斋

﹄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