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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几个月前，在日趋严重的晕眩困
扰之中，打开连中国老师的《语文课
III》，一眼望去，只觉得万紫千红，美
不胜收，却无法认真仔细地赏读，多
少次打开又遗憾地放下。近来情况
略有好转，便不断抓住晕眩暂时退却
的间歇，如愿以偿地读完了整本书，
总算真正体验到了书中所引苏子美
读《汉书》每有会心处便“满饮一大
白”的情景，我不能饮，却真的进入了
如醉如痴的境界。让我迷恋的远不
仅仅是它极富诗意的表达，而主要是
连中国老师关于语文课的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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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语文课打了一辈子交道，深

深感觉到语文课改革创新之不易，在
纷至沓来让人眼花缭乱的那些新名
称、新花样面前，我甚至觉得我们的
语文课还是保守一点儿好，至少比较
稳妥一点儿。连中国老师的这本书
扎根于语文课真谛的追寻，而且站在
了全新的人学——心学的高度上，所
探索的是语文课最核心的意义和价
值。且看他在“引子”中提纲挈领的
一段话：

我真实的体验是经由阅读与写
作，无论教师还是学生，越是真实地
走向、走进或遇见内在的“自我”，才
能越充分地脱离惯常中的那个“自
我”，这样的一种“走出”，既是对既有

“自我”的否定与背叛，更是对崭新
“自我”进一步的寻求、塑造、深化。
这样一种“走出”，越是频繁、持久，越
是深刻、彻底，这个“自我”就越是丰
富与深广，我们也才能越来越深入地
去影响别人，改变现实，乃至改变整
个世界。

毫不夸张地说，这于我是照亮，
是点燃！在一次访谈里，我曾以“把
人当成人，使人成为人”来概括“人
文”的内涵。可语文课如何来体现、
实践？我虽然试图并且作过阐释，却
始终没有达到连中国老师这样的高
度、深度和广度。“走出”，不是走出语
文或课文，而是走出自我，是对原本
自我的否定，对崭新自我的建设，这
才是语文课的真谛所在！我觉得，只
有在阅读中“走出”自我，才能真正跨
越技术、技巧的层面，跨越工具的层
面、分数的层面；而且，特别重要的
是，也只有这样的“走出”，才能真正
懂得技术、熟练自如地掌握技巧，经
得起任何真正的考试！这是真正的、
地 道 的 人 文 ，也 才 真 正 同 时 是 语

文！——容许我在这里岔开说几句，
连中国老师讲语文课，从不回避考
试、分数，而就是义不容辞、理所当然
地讲，这也是他讲语文课的鲜明特色
之一。

可以说，这整本书都在讲语文课
“走出”的道理，我这篇短文姑且举几
个我印象特深的例子，说一点儿我自
己的心得。

“走出”有时是指走出“日常说教
的范围”。有一次，他去听课：林海音

《城南旧事》的节选——《爸爸的花儿
落了》。“随着文字的展开，我觉得自
己在现实生活里的那些僵硬与浅薄、
那些固化的‘壳’，渐渐开始融化、消
逝”，他走出了原来的自己。他说如
果把“题旨窄化在日常说教的范围之
内”，我们就不可能“走出”自己。我
以前这种“假阅读”太多了，浪费了我
太多的时间。例如，我年轻时总是把
小说给看“死”了，把小说里的人物看

“扁”了。例如契诃夫的《一个文官的
死》，文官自然是同情的对象——记得
我当年所读的版本，“文官”作“小公
务员”，“小公务员”似乎更能博得读
者的同情，那将军自然是憎恨的对
象，正如题目所示，这个小公务员的
死无疑是这篇小说的焦点，而同样明
显的是，他死于那个将军的粗暴冷
酷。在当时看来，这一望而知，并且
毋庸置疑：难道这个可怜的小公务员
不是被将军骂死的吗？白纸黑字，一
清二楚！但这一观点只是漂浮于文
本某些片段字面意思所得出的结
果。如果能够“走出”自己僵硬与浅
薄、固化的“壳”，我就有可能真正“走
出”自己，走向一个新的高度。试想，
将军当初对待这位文官的态度几乎
无可挑剔：文官第一次向他道歉，他
说：“没关系，没关系⋯⋯”第二次，他
说：“哎，您好好坐着，劳驾！让我听
戏！”第三次，他说：“哎，够了⋯⋯我
已经忘了，您却说个没完！”他的愤
怒、粗暴是被文官一步一步激出来逼
出来的。对于文官的死，实际上将军
不负主要责任，甚至没有责任，绝对
不是罪魁祸首；而文官自己也只是不
该后来把打一个喷嚏当作罪错一而
再、再而三不停地道歉，以致终于弄
得对方不可忍受为止。不过几乎可
以肯定的是他死于过度的惊吓。就
此而言，将军当然难脱干系，但不是
真凶。那么究竟是谁吓死了他？至
此，新的思想高地几乎已经就在眼
前，只需再向前迈出一步。我们原本
这样总是缩在固有的旧“壳”中走不
出来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不胜枚举。
阅读，不应该是为旧我增加注脚，而
必须为“走出”铺路。我们的语文课
难道不应该在引导破“壳”而出这方
面狠下功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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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中国老师在书里提出了“真

读”这个极富启发性的概念，与“考
读”“装读”“骗读”“摆读”“炫读”相
对，其间的区别他做了全面、深刻的
论述，我且举出一两点来简略地介绍
一下。真读是要“坠落其间”，不是只
远眺一叶舟在前行，而是要自己“出
没风波里”，即身处书中，入情入境，
在其字里行间挣扎、浮沉。例如金圣
叹读《水浒传》里武松大闹飞云浦，他

自己却先进入了如此这般的自我想
象之中：

方其授意公人,而复遣两徒弟往
帮之也,岂不尝殷勤致问:“尔有刀
否?”两人应言:“有刀。”即又殷勤致
问:“尔刀好否?”两人应言:“好刀。”则
又殷勤致问:“是新磨刀否?”两人应
言:“是新磨刀。”复又殷勤致问:“尔刀
杀得武松一个否?”两人应言:“再加十
四五个亦杀得,岂止武松一个供得此
刀。”当斯时,莫不自谓此刀跨而往,掣
而出,飞而起,劈而落,武松之头断,武
松之血洒,武松之命绝,武松之冤拔,于
是拭之,视之,插之,悬之,归更传观之,
叹美之,摩挲之,沥酒祭之。

这当然是《水浒传》里怎么也找
不到的情节，但金圣叹是“真读”，他
在所读之书的字里行间想象出了蒋
门神必欲置武松于死地的决心，他的
狠毒以及想象公人下手时给他带来
心理上的快感，无不在“殷勤致问”以
及“当斯时”情景的揣摩中表现得淋
漓尽致。虽不是作品里的情节、文
字，却是施耐庵笔下所可能有的。作
为“真读”的读者，他由此“走进”了蒋
门神的心理深处，“走进”了施耐庵，
同时也“走出”了旧的自我，发现了新
的自己，用连中国老师的话来说，就是

“在利用作品更新了自己的生命”。他
引用罗曼·罗兰的话来说明阅读至关
重要的本质：“从来没有人为了读书而
读书，只有在书中读自己，在书中发现
自己，或检查自己。”无论是发现还是
检查，实际上都是在更新自己的生
命。不知能不能这样说，在连中国老
师看来，语文课就是生命建设课！上
语文课，教师是在培养“心灵的后裔”

（书中所引方东美先生语）。
我觉得，书中有一点不得不应该

加以特别强调的是，连中国老师认为
“没有语言的切实体认，我们的思考
难以真正前行”。他说“语言的品味，
是思考得以深入最重要的基础”。这
个“最”字，万万不宜轻看浅看，否则

“走出”就无从谈起，因为语言是“走
出”必由之路啊！天虽清澈高远，但
上天得有路；地虽辽阔厚重，但下地
得有门；语言就是上天的路、入地的
门。鲁迅的《药》可能有不少人并没
有注意到下面两段文字中“恍然大悟

似的”与“恍然大悟”的区别，连中国
老师注意到了，并举此为例: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
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
然大悟地说。

显然，花白胡子其实是拿不太准
的，并没有“恍然大悟”，他的恍然大悟
是在别人都恍然大悟之后的好像恍然
大悟，跟着“恍然大悟”而已，和二十多
岁的年轻人不同，因而作者加了“似
的”二字。我想说明的是，花白胡子的

“似的”，比较而言，他其实比别的自以
为真正大悟者不那么“麻木而昏庸、愚
昧而无知”，虽然差别只有一点点而
已；而不是更“麻木而昏庸、愚昧而无
知”。这似乎牵涉到小说里对“二十多
岁的人”的评价。为了说明问题，不得
不引得稍微完整一点儿：

“包好，包好！”康大叔瞥了小栓
一眼，仍然回过脸，对众人说，“夏三
爷真是乖角儿，要是他不先告官，连
他 满 门 抄 斩 。 现 在 怎 样 ？ 银
子！——这小东西也真不成东西！
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

“阿呀，那还了得。”坐在后排的一
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

“你要晓得红眼睛阿义是去盘盘
底细的，他却和他攀谈了。他说：这大
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你想：这是人
话么？红眼睛原知道他家里只有一个
老娘，可是没有料到他竟会这么穷，榨
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
要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

“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一
定够他受用了。”壁角的驼背忽然高
兴起来。

“他这贱骨头打不怕，还要说可
怜可怜哩。”

花白胡子的人说：“打了这种东
西，有什么可怜呢？”

康大叔显出看他不上的样子，冷
笑着说：“你没有听清我的话；看他神
气，是说阿义可怜哩！”

听着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
滞；话也停顿了。小栓已经吃完饭，
吃得满头流汗，头上都冒出蒸气来。

“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发
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

然大悟地说。
对于“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

反”，最先作出强烈反应的是这个“二
十多岁的人”；对于夏瑜之“疯”，花白
胡子用了“简直”，可见并未完全肯
定；作出完全肯定判断的还是这个

“二十多岁的人”！人们不是常说希
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吗，可这个年轻
人却似乎睡得最沉。记得二十多年
前我还在中学教书时有一次在课堂
上讲到这里，几乎哽咽，我说鲁迅先
生写到这里时，心里该是多么沉重多
么痛苦啊！

3
连中国老师说：“每年，我都在新

入学的高一学生身上嗅到浓重的简
单应试的气息。”因此，他提出了“孩
子们应该知晓并珍爱的十条课堂宣
言”——

一、我们不是知识的容器，我们
是思想者！二、我们追求分数，但更
珍爱我们自身！三、我们听课是为了
越来越聪明，而不是为了越来越笨！
四、我们热爱学习，因为我们坚信它
是真正改变我们生命质地的伟大力
量！五、我们热爱课堂，因为我们热
爱世间一切的伟大与卓异！六、我们
热爱人类高贵的思想，热爱丰满而闪
耀着万丈光芒的心灵！七、我们不仅
要上学，我们更要受教育，要做富于
修养的大大的人！八、我们渴求发
展，我们希望自身高贵、优美且丰
富！九、我们敬爱文字，因为我们敬
爱文字背后站着的那些富有价值的
生命！十、我们感受、领悟、生成，我
们要用自己的声音说出自我生命中
独特的有价值的发现！

我不惜笔墨地把这十条全都引
了出来，因为我认为这不但是孩子们
应该知晓并且珍爱的，也是我这个年
过八十的老头应该知晓并且值得珍
爱的；它们不但关乎课堂，而且也是
我们为人、治学的座右铭，因此我觉
得对我们的同行朋友也会有很高的
参考价值。

从这十条，我才开始领悟连中国
老师所说的语文课的“骄傲”。

（作者系语文教育专家、浙江师
范大学教授）

“走出”：语文课的真谛与骄傲
——从一本书说开去

王尚文

封面·话题
居家读书·抗疫书单

黑塞这本《园圃之乐》适合放在家中随手
可及的任何地方，一有空闲，你便可以翻开
它。比如我，走进阳台发现，几天前做菜时切
下的那截带缨子的白萝卜，泡在水里几天竟
然开花了。当时的惊喜与愉悦，我想与老黑
塞一同分享，于是再次重读这本温润的小书。

《园圃之乐》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
国作家赫尔曼·黑塞描写园圃之趣与乐的诗
文合集，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回忆录、书信
等四十多篇（组），书中还穿插了黑塞在花园
耕作的照片、黑塞手绘的园圃和植物水彩画，
以及他人绘制的同类题材作品。

黑塞为植物咏叹：“园中每棵树都是我的
朋友。”也在与植物的共处中，获得生命的领
悟：“家乡不在此处或彼处，而是在你自己心
中，此外别无他所。”相信每个读到这本书的
人，都能找到令自己心有戚戚焉的描述。这
本书有不同的版本，不同的译者都由衷地表
达了对这部作品的喜爱。中央编译版的译者
韩耀成少年时便有一个“园丁梦”，他把翻译

《园圃之乐》作为自己的圆梦之旅。
黑塞生逢天下多事、杀伐不已的动荡年

代，其代表作 《在轮下》《荒原狼》《玻璃球
游戏》 等，反映的大多是克服内心危机的精
神探索，田园劳作带给他的则是内心的平静
与慰藉。因此，这些写花草树木的文字，表
达的实则是对自然万物的敬畏、对人生悲欣
的体认。

《云》
[日]山村暮鸟 著 小满 绘

美空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迷恋着天上的云，就看到了这本叫作
《云》 的美好的书。这个叫山村暮鸟的日本
人这样写云，“小丘上/老人/和孩子/呆呆/
看着云”；他又这样写：“云也又如我/如我
一样/全然无措/因为这太宽太宽的/没有涯
际的天⋯⋯”

我是第一次听说山村暮鸟的名字，看书
的译后记，了解到他是日本明治大正时期的
诗人、儿童文学作家，是与童谣诗人金子美铃
一样“被埋没的天才”、纯粹的写作者。他的
诗风从年轻时追求先锋、热衷技巧到历经沧
桑后渐趋平和，《云》收录的123首诗，是其晚
期创作的“日常朴素之歌”。

这样的诗“乍一看谁都作得出，却也只有
你才能作”，日本文艺评论家津川公治曾对山
村暮鸟如此说。他认为，解读《云》的关键点
是“童心”“幼稚”“单纯”。我从这些单纯的句
子中读出了禅意。

不是吗？这样的春日正适合读这样的诗
句——“满满的/春啊/就连小小的河川/也溢
出来/溢出来”“春日的/乡下的大河/眺望之
喜悦/让那欢喜/舒缓的云一般/明朗地/不倦
地流去”⋯⋯

《武夷梦寻》

叶悬冰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初识叶悬冰是因看到她的微信公众号上
一篇写野花的清丽文字，之后她成为我们的
作者。后来得知，她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传承人叶
启桐的女儿。

难怪她总爱写武夷山，写茶园，写茶山小
径的青苔⋯⋯她的文字如清风，徐徐吹来，又
如饮一杯清茶，清雅中有来自千山万壑的芬
芳。读她的新书《武夷梦寻》就是这样的感
觉。她写作为故乡的武夷山，写武夷山的花、
武夷山的茶，在她的笔下，武夷山的山水花
草，看似清雅平淡，就如茶叶泡开，“没有惊
喜，亦没有不平”；平淡背后，却经得起回味，
犹如武夷岩茶里的水仙。

《生别离：陪伴母亲日记》
聂晓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母亲入住的老年公寓从大年初二开始全
封闭管理，至今已有两个月没有见到她，有时
候隐隐担心：再见面时，母亲不会不认识我们
了吧？俗称老年痴呆的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
与衰老相关，以认知功能下降为特征的渐进
性脑退行性疾病，最初的表现是记忆力减退、
词不达意、思维混乱。因为母亲的缘故，我格
外关注这类题材的图书。

《生别离：陪伴母亲日记》是一部个人视
角的陪伴护理日记，作者记录了 14 年间

（2001 年到 2015 年） 自己陪伴患阿尔茨海
默病的母亲从“病，来了”到去世的经历，
其中对患者病症的记录、病程的跟踪，以及
疾病给家人生活带来的影响，描述得细致、
生动，令人一时捧腹，一时又潸然。读这本
书时，我用笔做了很多标记，感慨于作者由
陪伴病人而生发的对生命、对衰老、对死亡
的体悟。每个人都有母亲，每个人也都会
老，所以这份个体化的记录便有了普遍性的
意义。听说导演王超计划以这本日记为蓝
本，拍摄一部阿尔茨海默病题材的电影，这
是很令人期待的。

《园圃之乐》

[德]赫尔曼·黑塞 著

韩耀成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荐读者:王珺 （本刊编辑）

书海观潮

春光明媚好读书，随着疫情的
日趋平稳，全国各地的阅读活动也
逐渐展开。近日，由中国全民阅读
媒体联盟主办的 2020 年度“书香中
国万里行”活动在线启动。

作为 2020 年度“书香中国万里
行”系列活动之一，重庆市“百本好
书送你读”活动于 3 月 26 日正式启
动，每月向广大市民推荐 10 本好
书，并以纸质书、电子书、有声书等
形式供广大读者免费阅读。

此次活动由重庆市委宣传部指
导，重庆市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重
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以及重
庆市教育委员会共同主办，邀请了
包括作家、图书馆馆长、大中小学校
长、科技专家、热心读者等在内的50
余人组成荐书联盟，每月根据阅读
推荐主题要求，综合各类图书榜单
和重庆市内图书馆的借阅榜单，从
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历史人文、科

普新知识等方面，推荐出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展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关注世界前沿科技、贴近民
生生活、反映世间百态、体现人文关
怀、推崇高品质生活等特点的 10 本
图书，并于每月最后一周公布。

首期推荐送读的 10 本图书包
括《中华上下五千年》《三体》《月亮
和六便士》《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
与思维的大变革》《孩子们的诗》
等。此外，主办方还将举办“年度阅
读嘉年华”，在每年年底集中开展年
度十大好书、十佳书评、优秀荐书
人、书香校园等评选活动，开展阅读
达人、阅读之星、红岩少年等竞赛，
让全民阅读活动进入千家万户。

据了解，自疫情暴发以来，中国
全民阅读媒体联盟联合全国新闻出
版业同行，借助网络媒体平台共同
为全民抗疫出力，面向普通居民推
出了朗读版《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疫情社区服务心理技巧 50 问》，
面向全国高校师生推出了“在线选
书用书免费数字内容平台服务”，面
向中小学生推出了电子版《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学生防护读本》，
面向诗词爱好者推出了电子书专辑

“带你走进诗词的海洋”⋯⋯还特邀
柳斌杰、朱永新、何建明、聂震宁等
专家学者，以笔谈的方式参加网上

“红沙发”高端访谈，向读者分享他
们“以读攻‘毒’齐抗疫，足不出户好
读书”的经验与方法。

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常务副
理事长李忠表示，2020 年度“书
香中国万里行”系列活动前期将利
用互联网进行在线采访、全媒体报
道各地阅读活动的进展，营造浓厚
阅读氛围，迎接“4·23 世界读书日”
的到来，其后还将适时恢复为线下
实地采访报道，持续为全民阅读鼓
与呼。

春光明媚好读书
——2020年度“书香中国万里行”活动在线启动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春已来，花已开，书香更比花香

浓。抗疫期间，读书成了许多人的
选择。你了解阅读的历史吗？教
育经典著作有哪些正确的打开方
式 ？ 阅 读 如 何 转 化 为“ 生 产
力”？⋯⋯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
书十大人物将带你走进阅读的深
处，去探索这些和读书有关的有
趣问题。本次在线课程由中国教育
报、商务印书馆联合推出，每晚
8:00 在中国教育报好老师 APP 和
涵芬APP同时播出。

4月2日（周四）
朱永新：在阅读与写作中成长
4月3日（周五）
冷玉斌：跟随曼古埃尔探访阅

读的历史——从《阅读史》说开去
4月4日（周六）
周群：跨领域阅读，将语文课引

向开阔地
4月5日（周日）
杨叶：在电影中挖掘读与写的

宝藏

4月6日（周一）
史建筑：如何引导学生进行基

于标准的阅读
4月7日（周二）
邱磊：教育经典著作的打开方式
4月8日（周三）
卫功立：《教育漫谈》——教师

书单中不能缺少的一本书
4月9日（周四）
曹勇军：新的阅读环境下，工具

书绝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
4月10日（周五）
祝荣泉：教师如何将阅读转化为

“生产力”——故事思维与教学产出
4月11日（周六）
王维审：当 阅 读 成 为 你 的 生

活方式，在哪里都有诗和远方

走进阅读深处

“推动读书十大人物”的10堂公益读书课上线

本文作者王尚文先生本文作者王尚文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