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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太大？太艰深？有意义？

一份理想主义书单引发的热议

■

本报记者 王珺

标点专题，病句专题，词语专题，阅读

专题，高考卷……对于高中生而言，这样

的作业尽管可能令人不快，但由于其与考

试内容具有高相关度，所以当它以不容分

说的姿态成为“正常”的寒假作业，在人们

看来也就成了无比正常的事。

倒是这样的作业让人吃惊———

电影观赏单元分普通级和发烧级：

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生命伦理大

作 《蓝》， 日本导演黑泽明的 《罗生门》，

美国导演大卫·里恩的 《日瓦戈医生》，

中国韩杰导演、 展现后现代中国农村景

象的 《Hello！ 树先生》 ……

书籍推荐部分，除了经典散文，还有

乌托邦分类下的老子《道德经》、 柏拉图

《理想国》， 反乌托邦分类下的汉娜·阿伦

特《极权主义的起源》，以及帕斯卡《思想

录》、司马迁《史记》，等等。

在刚刚过去的寒假， 杭州外国语学校

（以下简称杭外）这份包括100多本书、20部

深度电影在内的“高一语文寒假作业书单”

在微博上被转发上千次，引来网友围观。

众议

网友cosice： “一上高中整个气氛就

变成了你要学习， 你要高考， 其他一切

都等高考后再说。”

网名为瑄禾的秦皇岛初三学生：

“我们这里的图书馆太小了， 好多书都借

不到。 再说我们一天十个小时上课， 一

点空闲也没有。”

国际关系硕士生李子：“我们那时候

老师开出的书单大都文学、 文艺气息浓

厚，现在加入了社会学、政治学的入门

书籍，这是进步。 ”

冰天雪地小丸子：“如果是真的，我

对这个语文组深表敬佩。 ”

……

艳羡者赞：“这样的作业太幸福

了。 ”怀疑者则担心“高一学生是否看得

懂”。 经常对学校语文发表意见的《收

获》杂志副编审叶开大叹“惭愧”，坦承

“颇有一些我没读过”。

曾与王尚文先生一起主编《现代语

文》（初中读本）的诗人西渡看到这份书

单，第一反应是“太理想化了”。“就我对

目前中学生阅读情况的了解，书单中推

荐的书籍和电影都太深了，量也太大。 ”

叶开认为， 杭外的教师是有理想

的，很值得尊重。 但这种广泛的涉猎，可

能会导致学生贪多而无法消化。

对于这种疑问，杭外有学生在网上

回应：“学校并未要求学生一定要在某

一时段内读完这些书，而是从书单中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读，认真阅读后在思考

的基础上写出阅读报告。 唯一的要求就

是要有自己的视角和思考。 ”

杭外高中语文教研组长倪江介绍

说，学校曾作过阅读调查，两周至一个

月时间读一本书是学生的平均速度。

高一（5）班女生楼丽婷这个寒假读

了北岛的《青灯》、《午夜之门》，乔治·奥

威尔的《动物庄园》，刘瑜的《民主的细

节》。“自选的《精神分析引论》和《荣格

自传》还没有读完。 ”她说。

质疑

对于能否读懂的质疑，网名为“阿

城风流倜傥”的学生说：“我们从初一开始

就有类似的书单，每周都要作好书推荐和

时政评论，上课的时候也会讲。 所以，按照

我们的理解力还是能看懂一部分的，看不

懂的可以去查资料。 ”

楼丽婷的看法是， 读书更像一次精

神流浪， 每个人对同一本书、 同一句话

的理解都会不尽相同， 因此她不觉得读

者可以完全读“懂” 作者希望传达的东

西。 “就如毛姆所说， 我们活在这世界

上只能通过一些没有共同价值的符号来

交流， 因此所有交流都是不确定且模糊

的。 但是无疑， 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中

得到一些新的东西。 况且， 我们有很好

的老师可以交流。 所以， 害怕读不懂并

不能成为拒绝阅读的理由。”

对于这份颇具专业水准的书单出现

在杭外， 浙江绍兴稽山中学教师蔡朝阳

感到正常。 他说： “杭外可谓国内不多

的能接续当年南开中学、 春晖中学等名

校遗风的学校之一。” 加之生源和教师水

准都相当优秀， 所以倪江也认为， 这份

书单不宜简单复制。

“这个书单基于我们对本校情况的了

解：杭外是一所非常开放、自由、宽容，也

非常具有实验性的学校。 ”倪江说。 无疑，

从一份书单可窥见一个学校教师的兴趣

和水平。 对网友有关“文青”、“小资”之类

的评价，倪江觉得“也许是个褒奖”，因为

这恰恰概括了杭外特立独行的气质。

关于所选作品是否偏难， 倪江说，在

北大参加国培项目培训时他曾经讨教过

温儒敏教授，问中学生是否可以阅读“元

典”，温教授给予了肯定的回答。 这给了杭

外语文组教师很大的信心。 从中学课程改

革后的教材看，语文阅读的体系发生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用老的课程眼光审视现

在的阅读，当然会觉得陌生”。 倪江特别强

调多元化取向，他说，推荐书单最容易导

致阅读专制，强迫性的阅读和语言自由习

得的本质相违背， 也违背新课程理念，因

此，书单在经典、元典的基础上，要面向多

元，考虑到学生不同的兴趣、爱好、思想层

次等，才可能得到学生的配合。 多元化书

单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多元化视角，平等

对待不同的思想体系，避免偏狭，形成宽

容、尊重异见的现代公民品质。 所以，杭外

这份书单涉猎范围之广令人咂舌。

回归

对于这份书单引起媒体关注， 倪江

说：“我们只是在做常态的工作， 语文教

学原本就应该是这样的。 什么时候媒体

不把这个当新闻， 也许那时的语文教学

才真正回到了它应该有的状态。 ”蔡朝阳

说得更直接，杭外书单引发热议，显然照

见的是教育现状的匮乏。 但同时，他也反

对那种将责任全部推给体制的说法，他

认为那同样是一种不负责任， 是批评者

为自身的懒惰找借口。 他认为，教师尤其

是语文教师，更应该像电影《死亡诗社》

中的基廷老师那样， 带领思维活跃的年

轻人去寻求生命的真谛。

事实上， 有“麻辣教师” 之称的蔡

朝阳十几年前刚当老师时， 因自己“单

纯地认为阅读是一件好事”， 而想把读书

这桩好事告诉学生， 便有了被他称为1.0

版的书单。 随后的这些年， 随着阅读视

野的开阔、 思想的成熟， 他的书单依时

间对象的不同而不断修订， 至今已升级

为2.0版乃至3.0版。

学生应试负担太重、时间太少，怎么

办？ 对于中学生普遍阅读量太少的现状，

西渡认为，要让学生读最好的书，最经典

的书，读了一辈子管用的书。“如果我开书

单，中国书《论语》、《老子》、《庄子》，再加

一本诗选、一本散文选足矣。 后面两种当

然要选好，目前的选本恐怕都不适合。 外

国书，我选《圣经》、《荷马史诗》为必读，其

他我看都可以让学生自选。 ”

同时，他也强调，读这点书当然不够。

“我的意思是必读书目要少， 其他的书要

从学生的兴趣特长出发， 让学生自主选

择。 天下好书何其多，读不完，也没有必要

读完。 但很多书是相通的，读一可以知十。

要给学生的兴趣和兴奋点留有空间，根据

每个学生自身的情况来选书。 ”

开学后，杭外高一语文组的老师们用

了两周多时间批阅学生的阅读感悟和学

术报告。“整个年级450名学生，工作量不

可谓不大。 但是我们每位老师都非常愉快

地批改这些作业，大概是因为这是我们想

要的作业，同时，这也是和孩子们进行深

入交流的机会。 许多独到的观点和精辟的

论述，常常让我们兴奋不已。 ”即使现在说

起来，倪江仍难掩兴奋。

对于思想成长期的学生，阅读，就像

是一个孩子推开虚掩的人类文明之门蹑

手蹑脚地窥探，带着好奇，还有点慌张。 楼

丽婷说：“流连在杭外不小的图书馆里，总

是深感个人的渺小与无知，甚至感到惶恐

愧疚。 无论是文史哲还是数理化，所有的

文明都是我所崇敬的。 ”

如果每个孩子对人类文明都怀抱如

此敬畏， 如果每所学校都有以培养现代

公民为旨归的适合学生的书单，该多好！

（“杭外书单”相关报道见第十版）

杭外的书目不可照搬，但引导学

生自由阅读的精神却值得效仿

放下抱怨 捧起书卷

■

蔡朝阳

在统一高考的高中教育体制下， 杭州外国

语学校多少是个异数。 据我所知，独立精神与自

由思想一直是杭外的可贵传统，因此，每个杭外

学子的记忆里都有不同的、或长或短的书单。 曾

是杭外语文教师的郭初阳， 多年来也一直在给

学生做阅读书目的推荐， 尽管在具体操作上有

所不同，但精神核心是一致的。 因为在杭外，这

是教学常态。 或许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

什么杭外的毕业生普遍与众不同。

有人认为， 只有杭外才可能出现这样的寒

假作业。 因为无论从生源、师资、学校教育传统

等各方面， 杭外都是一个特例， 并不具有普遍

性。 一定程度上我认同这样的判断，但我觉得，

我们必须这样去理解：不是这个书单太高深，而

是目前的教育普遍忽视了中学阶段孩子们可贵

的钻研精神、潜在的思考力和创造力。 从个人的

生命历程看，十七八岁正是思维最活跃、最具有

可塑性的时期， 若不能接触人类文明史中最为

精华的部分，对其一生都将是巨大的憾事。

对于多数应试语境下的师生而言， 不应止

于抱怨或批判， 而应思考我们普通中学的教师

能不能拿出勇气和智慧， 寻求突破应试教育的

空间和契机。 自由阅读当然不是教育的全部要

义，但这确实是练习自由思考的最好方式之一，

因而，课外阅读是向教育原生态的大胆回归。 选

择题海战术来应对考试，对于多数师生而言，是

最经济最保险的方式， 但同时也是最没有想象

力的方式。 我并非怪罪这些老师和孩子，毕竟，

某种程度上，教育是一种投资，他们不得不将注

意力放到主流的评价尺度之上。

但作为教师，我们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边

而无能为力”，唯有使自己变得更强悍，更充满

智慧，才能抵抗制度性的破坏力，保全自己正常

的天性。 教师作为成年人，作为掌握课堂话语权

的人， 较那些尚未成年的学生来说， 无疑是强

者。 如果教师不能有所作为、以身担当，那么学

生的力量何来？ 因此，带领学生阅读、思考、写

作，既是教师的自救，也是对教育的一种负责。

事实上，杭外的这份书单并非空谷足音。 就

在刚刚过去的寒假， 苏州星海实验中学的史金

霞老师也给他们学校的高二学生制订了一份推

荐书单， 其中有孙隆基的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

构》、 黄仁宇的 《万历十五年》、 杨显惠的《夹边

沟纪事》和《定西孤儿院纪事》、苏小和的《我们怎

样阅读中国》、江勇振的《舍我其谁：胡适（第一

部）》……我们要看到的是，星海实验中学面临

的高考压力比杭外更大，那么，为什么他们竟然

也可以呢？ 杭外的书目不可照搬是实情，但引导

学生自由阅读的精神却可以效仿并广泛流传。

我经常感慨，能遇上爱阅读的老师的孩子们是有

福的，因为思想之光必由他们亲手去开启。

据我所知， 不单单杭外， 不单单史金霞老

师，还有很多学校、很多老师，也在做类似的工

作，只是没有成为新闻事件而已。 浙江桐乡凤鸣

中学的吕栋和他的同事苦李、邮差，多年来一直

默默带领孩子们利用课外时间读书看电影。 我

看到过孩子们写的影评，颇有思想的锋芒。 湖北

仙桃中学的梁卫星与苏祖祥两位老师， 他们在

指导学生阅读方面，也一直在不懈地努力。 这些

老师在中学阶段对学生施加的影响， 必将在学

生日后的发展中得以显现。

我们必须修正一些观念。 通常在一部分家

长、老师眼里，所谓阅读，无非是“读闲书”。 在应

试体制之下，“读闲书” 往往被看作与学习无关

甚至矛盾的事情。 这真是大谬不然。 因为，从事

实来看， 即便单纯应对考试， 多读书也是有益

的。 爱读书的孩子不但写作上高人一筹，应试的

技巧也不会差到哪儿去。

一个单纯应试的学生， 和一个较喜欢思考

而明一定事理的学生， 前者的抗击打能力更弱

一些，而后者在抵御制度性的摧毁时，常有惊人

能量的爆发。 写《我的奋斗》的罗永浩便是一例。

明事理的孩子，会找到一条调和的路径。 而

单纯应试的孩子， 多只能在消极厌学中苦挨岁

月。 一种俗见的观点，总觉得自由思想和高考高

分是相矛盾的。 其实不然，一个有自己想法的孩

子，他往往能将两者统一起来。 读课外书，勤于

思考，有助于开启孩子的智慧，智慧之门一旦打

开，他会形成一种平衡感，懂得协调自己，高考

便也不在话下。

当然， 这是功利性眼光之下对读书的一种

解读。 每次我以这样的方式说服学生多读书时，

总觉得很无奈。 因为阅读本身，已经是一件美妙

的事情。 “诸般色彩尽化为

/

声音和气味

/

叮叮当

当响个不停

/

妙如奏乐……”奥地利诗人里尔克

如此吟唱阅读的快意。

面对阅读的美好， 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逃避

好书的诱惑呢？

蔡朝阳，浙江绍兴稽山中学教师，2010年度

入选《时代周报》“影响时代进程100人”。 著有

《阅读抵抗荒诞》等。

阅读不能承受“应试”之重？

一位高中生的苦恼

■

杨梦涵

在难得的寒假闲暇， 我忽然惊觉

已很久没读过一本完整的书、 写过一

篇像样的文章了。

这是从何时起的？ 然而， 我的记

忆模糊了。

我的脑海已经被“高考” 填满

了， 时间也被“习题大全” 之类强占

了。 时常握在手中的， 不再是 《诗

经》 或 《宽容》 或 《梦的解析》， 而

是一沓沓的练习簿和卷子； 洋洋洒

洒落在纸张上的文字， 也不是随着

斑驳的阳光偶然闯入内心的朦胧思

绪， 而是写到乏力的试题答案。

连寒假也被作业填满了， 我只能

翻翻有限的书页， 看着躺在手中的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不自觉也有

种将要散于空气中的无力感。

我在遗忘对文字、 对书本的热爱。

犹记得高一语文课学古诗 《孔雀东南

飞》 的场景。 被称为“古今第一首长

诗” 的它自然字数不少。 当语文老师

发出“不考所以不必背” 的告知后，在

座的同学长吁一口气，拍着胸脯一副劫

后余生的轻松快意，感叹着“太好了”、

“吓死我了”。

然而， 我只觉苦涩蔓延在身体的

各个角落。 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一切

取舍都因考试范围而定。 这就是我们

的理想： 学好知识， 考个高分， 上好

大学， 找好工作。 在我们班的一次主

题班会上， 每一个人被要求写出自己的

理想， 然后将其贴在“理想墙” 上。 只

见贴满墙壁的基本上都是同一种句

式———我要考上XXXX大学。

“你现在怎么怎么样， 今后才能怎么

怎么样”， 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教诲。 当

阅读的有限书本是为了应对考试， 当写

作文有了固定的套路， 当一篇文章只有

唯一的理解， 我们学到的似乎全是“有

用” 的东西， 而思维却变得愈发“单

纯”， 不会思考什么文化的内涵， 更不会

探寻个人对于民族、 国家的责任。

我无数次庆幸自己体验过阅读的魅

力。 读书时， 我会思索文字背后的情感，

从一开始的不解到后来的共鸣。 这种转

变我并不能说清楚， 就好似原来一直有

一团云雾遮在眼前， 我只能模模糊糊瞥

见一个轮廓。 然后某一天， 那雾散开了，

我看到的令我惊艳。 譬如那一夜， 我望

着窗外， 灯火辉煌的城市近在咫尺， 心

中不禁盈满了感动。 那是因为我读到了

这样的诗句：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

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我想象着

灯火温暖处微笑着的人们， 想象着他们

的幸福， 我自己也感到快乐。

然而，这样的时刻太少。 老师被升学

率追赶，学生被做不完的习题追赶，我们

都被分数追得喘不过气来。 只有放弃阅

读，埋首题海，仿佛才离“有希望”的未来

近一点。 但内心总会响起另外一个声音，

总会对自由阅读的生活心怀向往……

（作者系北京交大附中高二学生）

因编辑这一期的读书周刊， 最近结识了几位热爱读书

并在阅读方面颇有心得的语文教师。 头天晚上还在读 《颠

狂与谨守》， 第二天便从友人处寻得这本书的作者郭初阳老

师的电话。 电话那头， 他用儒雅的南方口音谈他的书， 谈

和他一样喜欢“带一本书去课堂” 的语文老师们。 通过他，

我与杭州外国语学校的倪江老师展开了“隔空对话”； 进而

又联系了网名“阿啃” 的绍兴教师蔡朝阳为读书周刊写稿。

而蔡老师在文章中又将苏州的史金霞老师、 湖北仙桃的梁

卫星、 苏祖祥等老师推荐给我。 本来我已是史金霞老师新

浪微博的粉丝， 关注她的新书 《不拘一格教语文》 已有一

段时间， 这样一来， 仿佛距离又近了许多。

因为对书的迷恋， 因为想把“读书这么好的事” 告诉

更多的人， 我们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同一个地方， 这便是我

们的读书周刊。 希望从这里出发， 越来越多的人走进书的世

界、 体验读的魅力， 并欣欣然将这种美好的感受加以传播。

里尔克在诗中写道： “对我来说书意味什么？ 风翻林叶；

而我通晓风的文字， 有时候还轻轻复颂” ……跟随他吟唱的

节律， 让我们开始读吧。

（王珺）

“鸡皮疙瘩·百变闯关大探

险系列” 让阅读成为历险

接力出版社日前引进出版了

R.L.

斯坦

新作 “鸡皮疙瘩·百变闯关大探险系列”。 这

套书的不同之处在于， 读者可以选择不同的

阅读路径， 由一个故事导引出二十几种不

同的结局， 使阅读本身变成一种冒险 ： 每

个故事都以第二人称写成 ， 故事中的你需

要做一些有趣的谜题或选择题 。 书的页脚

会提示你去读并不相连的一页 ， 或者给你

至少两个选择， 选择不同的情节， 就得去不

同的页码接着读。 如果选择错误， 故事中的

你将面临可怕的命运， 但你总可以回头重新

开始。 这种故事编排的方式借鉴了

20

世纪

70

至

80

年 代 西 方 广 受 欢 迎 的 游 戏 书

（

Gamebook

） 的形式。 （白夜）

《石油大棋局： 下一个目

标中国》 再揭石油阴谋

谁能想到， 石油源自地球恐龙遗骸是个

天大的谎言， 石油行将枯竭是个巨大的阴

谋？ 地球石油蕴藏很可能取之不竭。 美国著

名经济学家、 地缘政治学家威廉·恩道尔的

《石油大棋局： 下一个目标中国》 近日由中

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 该书揭露了国际石

油巨头精心编制 “石油枯竭论 ” 的最终目

的， 提出石油源自地球深处的无机物质， 并

且储量丰富， 可能取之不竭的观点。 为这一

颠覆性的结论提供有力佐证的， 是苏联科学

家花费

40

年时间在传统理论上不可能找到

石油的地方找出了石油。 （同里）

苗族史诗 《亚鲁王》

抢救口头文学遗产

苗族英雄史诗 《亚鲁王 》 出版成果发

布会最近在京举行。 《亚鲁王 》 是苗族历

史上第一部长篇英雄史诗 ， 是当代文学史

上的新发现 ， 其文化价值堪比藏族史诗

《格萨尔王传》、 蒙古族史诗 《江格尔》、 柯

尔克孜族史诗 《玛纳斯 》。 它的发现和出

版， 改写了苗族没有长篇英雄史诗的历史，

是当代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抢救的重大成果。

该书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编， 共二

册， 分为史诗部分 （汉苗对照）、 图版部分。

（高华程）

候机大厅， 一名读 《四库全书》 的男子。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2号航站楼

“人与书”

摄影征集

你在读书。 我在读正在读书的

你。 人与书， 构成这个世界的风景

之一。 无论在城市， 还是在乡村，

总有一种姿势令人陶醉， 那便是阅

读。 请用镜头捕捉读书姿态， 记录

不同场所， 不同的人读不同的书时，

呈现的神情、 姿态以及相映衬的背

景。 我们相信， 因选取角度的不同，

必将建构出无比丰富的画面。

镜头里， 你在读书； 镜头外，

我在读正在读书的你。 诚邀读者举

起相机， 搜寻日常生活中人书交互

的场景， 通过独特视角聚焦书与人。

来稿请发： readingbar@163.com，

邮件主题注明“人与书”。 期待您的

参与！

———本版编辑启

·聚焦“杭外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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