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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给老师的读书会”系列⑨

曾经做过同治、光绪两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
写过一副对联：“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
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我是在哪里见到这副
对联的，早已记不得了，但对联的内容却让我过
目难忘。

这“第一件好事”好在哪里？按说这个问题
早已让前人说尽了，今人似乎不必再费口舌了，
然而好像又未必如此，不然怎么会仍有数不清的
人还在说着读书之好、读书之美、读书之乐这类
话题呢？那么我也来凑凑热闹，从自以为另辟蹊
径的角度说说这“第一件好事”。

就教师职业而言，读书的好处恐怕就在于一
个“通”字。

其一，读专业书籍，可以让教师在自己任教
的学科内上下前后、古今中外贯“通”。

有人说，自己教的是某某课程，一本教材就
那么一点儿内容，更何况已经教了很多遍，完全
可以说驾轻就熟了。非也，非也！我以为，每一
门学科都是汪洋大海，我们所教授的那一本教材
只不过是其中的一朵浪花而已。只见“浪花”，
不见“大海”，显然是不足堪当教学重任的。以
语文学科为例，教材中选用的文章、诗词等，且
不论内容如何，单就文体样式而言，哪一个不是
纵贯古今连通中外，譬如诗词，教材中选取的几
首诗词，至多只能算是“举例”，教师讲授诗
词，总要知道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吧，
总要知道《诗经》以及诗词的流变吧，总要知道
世界著名诗人的名篇名作吧，单就诗歌这一项也
足以使教师穷经皓首了，更遑论其他。所以，一
些名师总是说“用一辈子来备课”，实在是真切
体会。相比之下，那些一本讲稿（现在是一个U
盘）用N年的教师不能不说有些可怜可悲可叹可
气了。

还有一些年轻教师，主观愿望总想把课上
好，变着法地调整教学思路、改进教学方法、营
造课堂气氛，但由于被教材捆住了手脚，教学过
程中不敢不能“越教材半步”，更做不到旁征博
引，启人深思。何故？最直接的原因即为学科知
识没有贯通也。

其二，读文史科技类书籍，可以让教师打破
学科壁垒，把自己任教的学科和相邻学科打

“通”。
我们在嘲讽一个人某一方面的知识能力薄弱

时经常说，“你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吧？”“你
的历史是化学老师教的吧？”其实严格说起来，
这些话是有问题的。尤其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各
科之间是相通的。“语文是数学老师教的”固然
不是一种理想状态，但这句话给了我另外一个启
发：如果教语文的也懂一些数学、物理、化学、
历史、地理等，那么这个老师教语文的时候是不
是会更加得心应手？事实上在中小学里，能教好
几门学科的老师大有人在。一个例子是，许多政
治课教师都是从语文、历史等学科改行过来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弘一法师李叔同曾受聘于浙江
两级师范学校，既教音乐，也教图画。不仅如
此，他在美术、诗词、戏曲、篆刻、金石、书
法、教育、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等方面
也颇有造诣，几乎是“无所不能”。无论他教什
么学科，学生都认为他是“最好的”。因此，李
叔同深受学生敬重与他通晓并能优秀地胜任多科
教学是有着直接关系的。

诚然，“术业有专攻”是不错的，但作为普
通教师，李叔同的多能多科融通，的确值得我们
学习和借鉴。现在是信息时代，知识爆炸性增
长，再也难以产生李叔同那样几乎“无所不能”
的教师，但他的博学多识、底蕴深厚，应该成为
我们“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榜样。

其三，读经典的教育理论书籍，可以让教师
提高专业素养和理论水平，从而在教学研究之路
上走得畅“通”。

教师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一位实践者，同时
也应该成为一位研究者。纵观名师的成功样态，
无一例外都是从实践中走出来，通过教育教学研
究成长起来的。详察他们的成长历程，由于自身
情况、所处地域以及机遇处境等方面的不同，因
而又呈现出千姿百态、丰富多样的成长方式。但
有一点可以说是高度相似甚至是完全相同的，即
他们都经历了如饥似渴地多读精读教育经典名著
的过程。

没有读过教育经典名著而取得丰硕教科研成
果，与没有殚精竭虑地浸淫在教育教学领域的研
究中而成为真正名师的，都是不可想象、不可思
议的“怪现状”。

教科研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正如马克
思所指出的那样：“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
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
达到光辉的顶点。”需要说明的是，教科研不是
体力活，只是“不畏劳苦”地使蛮力显然是不行
的。教科研是一项富有创造性的，需要调动教师
全部积累、全部智慧的艰苦劳动。正如在黑暗中
行走需要光亮一样，在教科研“陡峭山路攀登”
不仅需要体能、经验以及技巧、装备，更需要力
量的源泉、信念的支撑和方向的指引。我们当然
可以说，所有这一切，都在教师的情感中，在教
师的实践中；但是我们也应该深知，没有理论指
导的行动是盲目的。因此，经典的教育理论书籍
不可不读。只有把经典的教育理论读通了，我们
才能够自信地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换言
之，只有在教育理论的引领下，我们在教学研究
的道路上才能走得更加畅“通”。

当然，教师读书的好处是说不尽的。我之所
以强调三个“通”，无非是因为它们与教师职业
的关系更加密切罢了。

（作者系职业教育工作者）

教师读书重在“通”
刘景忠

在我看来，费孝通先生的《乡土
中国》是一把钥匙，一把打开理解中
国乡土社会的钥匙。之所以会有比
较深刻的阅读体会，缘于中国教育
报组织的共读活动，领读使阅读有
了方向，而共读使阅读不再孤单。

这本书还是一扇窗，一扇回望过
去的窗，让人透过文字去咂摸那一份
不独属于我，也属于所有从乡土社会
中走出来的人们的共同滋味。

小时候的我，同费先生书中所
写到的大部分中国人一样，生活在
一个民风淳朴、服膺于礼治秩序的
小山村中。我的祖辈中虽也有外地
迁来的，但是他们都只是从一块土
地迁到另一块土地，“也都是很忠
实地守着这直接向土里去讨生活的
传统”（费孝通《乡土中国》）。后
来，我离开家乡来到杭州工作且定
居。其时父母并不能算作老人，可
是每次来杭州，他们总是住不习
惯，虽则杭州的
生活比在老家便
捷许多。他们不
习惯的理由有许

多，包括没有朋友、不熟悉环境
等，有些理由在当时的我看来甚至
是可笑的，比如买不到老家的那种
菜，或者没有那个味。

在阅读费先生的文字之前，我
总以为父母的不适应是环境的陌生
造成的，时间长了就好了。但是费
先生的文字让我开始试着理解他们
的“不习惯”。这个不习惯与新环
境的好坏无关，而是因为他们离开
了生养他们的土地，离开了他们所
熟识的地方社群。正如费先生所说
的那样：“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
是黏着在土地上的。”离开了乡下
老屋，住进了高楼，老人们总觉得
不接地气，少点儿精气神，就像植物
离开了土地会枯萎一样。离开了一
直精心伺候的土地，那些“乡下人”
已有的长期累积的劳动经验，在新

的环境中失去了发挥的空间，他们
便有些茫然无措了。离开了由地缘
或血缘所组成的地方社群，周围的
人显得那样陌生，原有的礼治秩序
被打破，处处依靠法律或规章制度
来约束自己与周围人群的关系，这
样的生活环境非但是陌生的，而且
是冷漠的。单是以上这些原因，就
会让离开了土地的“乡下人”，特别
是乡下来的老人们感到无所适从。

其实，这些“乡下人”的“特质”
岂止是表现在那些乡下老农的身
上，它已经渗透在每一个与农业生
产相依相存的人的血液中。自从开
始了现代化进程后，许许多多的乡
下人进了城，住进了高楼。在这些
人中间，有多少人喜欢在阳台楼顶
种一些蔬菜花草呢？实在没有多余
的空间，哪怕在窗台上置一个小盒
子插几头大蒜也是好的。曾有一段
时间，网络上的农场游戏几令全民
疯狂，其实这个游戏并不复杂，也

不刺激，可就是令人无比着迷，究
其原因，我想这与每个人血液中的
土地情结是不无关联的。中国历史
上曾有多少人想弃官归隐，想回归
田园，他们是在梦想重回土地的怀
抱，重新获得滋养生命的能量。就
像古希腊神话中海神波塞冬和大地
母神盖亚的儿子安泰一样，只要身
体不离开大地，他就拥有无穷的力
量，永远无法被打败。《乱世佳
人》中，斯佳丽面对着荒芜破败的
塔拉庄园，紧紧地抓起一把泥土捧
在胸前，那一刻，她从土地中获得
了力量与希望，她有了坚持下去的
信心。土地，是农业的根。

费先生的文字如同一根线，把
这些在我脑海里散乱存放着的点滴
思考穿成一串珠子。这样的文字有
点石成金的效用，变不解为理解，
将散乱归为有序。其实，一本好
书，不仅在于让人知道了什么，更
在于让人开始思考，并有所领悟。

《乡土中国》一书帮我破除了我和上
一辈之间的迷障，同时也让我更清楚
地认识自己，在回望过去中审视现
实，思索未来：当我们以及我们的后
代逐渐远离土地，离开血缘和地缘组
成的地方社群，人与人之间不再靠感
情与礼治维护秩序时，我们将会走向
何方？我们会不会处于一个渐趋冷漠
的社会？我们将如何温暖自己及他
人？离开了土地，我们还能再像祖先
一样，寻到一个地方安放自己的身体
与灵魂吗？

这样的担忧，不是我的杞人忧天，
也不是我故作大惊小怪，费先生在字
里行间也表达了一种隐忧。近日读到
沈从文先生《〈长河〉题记》中的几句
话，更感到了一份痛心：“最明显的事，
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
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
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
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汪曾祺《沈
从文的寂寞》）

费先生的《乡土中国》一书，虽不
甚长，却值得每一个中国人细细品
读。

（作者系小学教师、闫学特级教师
工作室成员）

从土地中获得力量与希望
吴诗清

共读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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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先生的这本书，以文化的视
角、凝练的语言、透彻的洞察，描摹出中
国乡土社会的基本特征及背后的文化底
蕴、内生机理，如此厚重，又如此宏阔。
当我们读到其中的某些篇章，如《乡土本
色》《文字下乡》《血缘和地缘》等，眼前
会闪现出很多面影，遥远而又熟悉，那是
我们的乡亲，世世代代劳作在黄土地上，
向泥土讨生活，种下庄稼，种下瓜菜，养
育着儿女。老一辈的乡亲，大多不识字，
所以“文字下乡”看似很有必要，却没有
改变他们的“愚”，因为历世不移的乡土
性基层社会自有其内在的自洽逻辑。比
如，费孝通先生谈到的“无讼”“长老统
治”“无为政治”等，都从不同的维度解
析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权力结构，让我们从

“从来如此”的懵懂中，逐渐产生了“原
来如此”的些许感悟。虽然时代的洪流损
蚀冲洗着这片乡土，但那些渗透到我们血
脉之中的特质，却没有根本改变，而这也
是我们民族的根脉。

在阅读中，看见自己。所谓“落叶归

根”，所谓“月是故乡明”，抑或是“每逢
佳节倍思亲”，这种对故土的执着回望，在
费孝通先生的《血缘和地缘》《差序格局》等
章节中可以得到解释。虽然我们会为了梦
想，为了谋生，离开亲人，离开祖辈生活的这
片乡土，但我们知道，那些被唤醒的温暖记
忆往往都打上了乡土的烙印，有时是一方乡
音，有时是一种习俗，有时仅仅是一种食物，
都会让我们内心深处荡起涟漪，让我们在喧
嚣、奔忙的世界中沉静、缓慢下来，看到自己
本来的样子。网友“薄荷”老师曾提到家
乡的榨油作坊：“每到油菜籽丰收季节，每
家每户将收割回来的油菜籽挑选干净，晒
干，然后成群结队地送到油坊去榨油。油
坊附近方圆一里多，总是弥漫着菜籽油的
香味，我一直记得那是家乡的味道……”这
装在大缸里的清亮飘香的菜籽油，早已经被
摆在超市货架上的琳琅满目的食用油代替；
那故乡油坊里庞大的木制榨油机，也早已成
为古董；榨油工人用木锤重力撞击木床时发
出的声响，也渐行渐远，直到淹没在现代工
业机器的轰鸣中。

看见我的乡土，我的中国

在如此开阔、丰饶的共读中，我更加坚定
了一直以来我对教师阅读的一个观点：教师
绝对不能只读“教育书”。长期以来，一谈到
教师阅读，很多人自然会想到教育理论、学科
教学知识等方面的书籍，以为与教育无关的
其他书籍就不值得花费时间去阅读。其实，
这是对教师阅读的严重误解。教师阅读不应
该囿于单纯的教育教学领域，而应该指向完
善自己的知识结构。除了要阅读教育教学理
论与学科知识等书籍，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板块，那就是“人文阅读”。哪怕我们教的是
数学、物理等理科，都不能忽略对人文书籍的
涉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更开阔的背
景下去看待教育，看待学科教学，从而养成深
刻的洞察能力和准确的判断能力，获得突破
教育教学瓶颈的有效策略；也只有这样，我们
在课堂上才能跟学生建立起高质量的对话，
我们不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的匠人，而是
可以与学生建立起心灵沟通的师者和同伴。

《乡土中国》正是一本这样的书，正如网
友“乐水”老师所说：“很多人以为和平时教育
工作无关，比不上有关教育教学的书籍实用，
真惋惜！狭隘的教育视野，影响了教育的长
期发展，看不清教育困境现象背后的深层问
题。”这位老师的话道出了开阔阅读的重要意
义。这样的共读，也让我们再一次确认了阅
读经典的意义和价值。经典书籍有一种强大
的功能，就是它总能让读者遇见真实的自己，
放下戒备，放下一切不必要的遮掩，时空也变
得无比透明。

在共读这本书的日子里，当我阅读老师
们的读书感受，常常会被文字中流淌的真情
而深深打动。有一位老师读到《乡土中国》中
关于“桑梓情谊、落叶归根”等文字时，联想到
自己祖辈的身世，情动深处，不禁泪湿眼眶，
而我亦心潮澎湃，情不能已。的确，这本书引

发了我们无限的情感共鸣。这本书成书于上世
纪40年代，世事变迁，白云苍狗，但它依然有这
样的能量，能够拨动我们心灵深处的情感之弦。
同时，阅读经典让我们占据了一个制高点，树立
了一个参照系，经典书籍所呈现的时空的跨越
性、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造性和无限的解读
性，培养了我们阅读的眼光，提升了我们鉴赏的
水平，同时让我们的思维实现了进阶。因此，经
典阅读对读者来说无异于一种全面多维、丰富立
体的学术训练。在与老师们交流时，很多老师提
出，以往在阅读其他关于乡土文化、民族发展历
史等方面的书籍时所产生的困惑，在阅读《乡土
中国》时，竟豁然洞开，迎刃而解。的确，无遮蔽
的透彻与深刻的洞察，既是这类经典书籍本身的
面貌，也是它带给读者的绵延裨益。

这样的共读，还让全国各地的教师突破了时
空阻隔，共建了研究与对话的场域。疫情未结，
又值暑期，共读一本书，让我们找到了精神的故
乡和心灵的栖息之地。虽然我们处于不同的地
域，成长环境、教育基础也有所不同，但共读这本
书，却将我们心灵相通，血脉相连。有一位老师
谈到书中的很多论述都能让她从农村生活的经
历中寻找到具象的例证。当她读到费孝通先生
论述的文化在个人的今昔之间以及社会的世代
之间的筑通桥梁作用时，就想起了小时候在每一
个晴朗的夏夜，全家人一起在院子里乘凉的情
景：看着满天的星斗，长辈们不厌其烦地给小孩
子讲着牛郎织女、嫦娥奔月、吴刚伐桂的故事，讲
着各种奇闻异事。而这种类似的记忆，也同样出
现在许多共读老师的文字中，成为我们共同的童
年记忆、文化记忆，也成为我们共同的生命根
脉。我想，正是这样的代代传承，铸就了中华民
族厚实繁茂的文化根基与坚韧不拔的精神气
质。而这，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贡献。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海
曙小学校长）

教师绝对不能只读“教育书”

1

如果说费孝通先生在上世纪40年代
写作的这本书，描画、透视了乡土中国
的文化产生机理，那么我们今天再来阅
读这本书，就会发现这本书似乎是一面
镜子，让我们可以看到乡土中国的现在
和未来。

在《乡土重建》这一部分，费孝通先
生谈到了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问题，探讨
了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道路，以及中国乡
土工业复兴的前提和基础，感叹“只要我
们有一个为中国人民生活打算的政府，这

金饭碗绝不会长久埋在土里的”。网友“云
心波影”老师有感而发，认为现在不论是农
村的道路和居住环境，还是国家对农民的补
贴以及乡村各种经济形态的发展，都让农民
的生活有了无限的希望。他还谈到了自己的
所见所闻：“新农村建设整修了村里的道
路，三爷逢人便说，看我们这里也有平坦宽
阔的道路，拐角处还有个小花园哩，幸福感
溢于言表。”我想这是对现代乡土中国最真
实、最美好的反映，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加美
好而充满希望的未来。

看见过去，看见现在和未来2

““看见看见””乡土乡土 寻找生命根脉寻找生命根脉
——《乡土中国》21天共读之旅

闫学

暑期用21天时间，与全国各地的老师共读了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乡土中
国》。暑热难当，每天录制、发布领读音频，每天阅读老师们的读书笔记，无论是
对领读者还是对共读者，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何况这本书年代比较久远，内容似
乎也不够“现代”。但非常欣慰，我们不但读完了这本书，而且深深地感受到阅读
这本书在当下的意义。正如我在每日领读音频的开头，都会跟老师们分享这样一句
话：“阅读这本书，走进‘乡土中国’，走进生于斯、长于斯的这片土地，重新认识
或开始认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是我们的亲人，我们的祖辈，也是我们
生命的根。”我认为，这正是阅读费孝通先生这本书对我们当下每一个读者的意
义。阅读老师们每天发布的读书笔记，我不止一次地被打动，因为在阅读中我们开
始用以往不曾有过的视角去“看见”——

读家观点

扫描二维码
收看“给老师的读书会”

视
觉
中
国

供
图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