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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杭州外国语学校引发热议的书单， 我们关注到学生阅读的话题； 从这份 “傲慢”

作业的背后， 我们看到了开放、 自由、 宽容的杭外在引领学生阅读方面进行的不懈探索

和创新。 他们在多元文化背景下进行课程体系的构建， 其独具特色的嵌入式 “新经典”

阅读课程给人颇多启示。 我们相信， 在各地学校都有如他们一样的探索者。 欢迎读者对

本期报道给予回应， 既可以就杭外的做法进行反馈， 也可以分享各自的新鲜尝试。 来稿

请发：

readingbar@163.com

， 邮件主题请注明 “阅读主张”。 期待您的参与！

———本版编辑

蒙田，最好的导师

■

钟杭洁

福楼拜曾这样写信安慰一个心情阴郁的

朋友：“你问我读什么书好， 读蒙田吧……他

会使你平静……”

在我看来， 蒙田的随笔自有一种清新的

风格。 或许有人并不了解蒙田，甚至还有人根

本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但你一定知道钱钟书笔

下的“婚姻如围墙”，其实这个说法最早来自于

蒙田。 这位法国作家虽然文笔出众，但行文却

不讲究辞藻和润色。他和许多写长篇小说的作

家一样，认为如果对得失斤斤计较的话，便会

成为天赋的绊脚石。 使得天赋有如“找不到宽

阔河口的汹涌河水”一样，白白流逝。也许正是

因为他这种无拘无束、自然随性的个性，才使

文章的字里行间褪尽了学究气，读起来令人倍

感亲切。 有人甚至觉得从思想感情来看，蒙田

是16世纪不折不扣的“现代人”。

在读这本随笔集的时候，我一直在想，是

不是很多法国作家都喜欢谈论和上帝有关的

东西。因为蒙田如此，纪德更是如此。纪德在

《日记》中这样写过：“起床。上帝是最无需久

等的。一起床便立即感到生命在奔流。”对纪

德来说，上帝是一种“无限的存在”，对上帝的

爱即是一种职责。 而在蒙田心中， 上帝是全

知、全能、全善的，暂且称它为“三全”吧。但在

逻辑上这却并不成立。 因为假如他故意容许

恶，那么他就不是全善的，否则便是他不知道

或无法阻止恶。上帝是否是“三全”的，我难以

说服自己，但却记得曾在H.G.威尔斯的小说

《时间机器》中看到过一个“乌托邦”的世界：

没有工作，人皆永生，一切都可以轻易取得。

而与之相对的则是神话中的西西弗斯。 加缪

说：“达到那个高度的努力， 足以让一个人的

心充实。必须设想，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虽然

感觉很不可思议，但我却觉得自己能够理解。

也许奥古斯丁说得没错：“上帝是最高的善。

因此，他不会容许任何恶存在于他的作品中，

除非他是如此的全能、如此的全善，以至于可

以从恶中产生善。”

将“三全”的问题搁一边，但上帝又为什

么会存在呢？1939年版的电影《绿野仙踪》中

有这样一个小片段： 守门人说没有人见到过

伟大的通灵师奥斯，即使是他自己。于是多萝

西倍感困惑：既然如此，那么你怎么知道他存

在呢？也许上帝并不存在，但是“如果上帝不

存在，我们就得虚构他”。这是伏尔泰的原话。

在这几百年间， 蒙田作品中的内涵被后

人从不同的层面加以转化和吸收，对欧洲的思

想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你一定也能

在其他作家的作品中，找到蒙田闪光的思想碎

片。所以我想说：“读蒙田吧，他能给你启发。”

他是世间最好的导师，只要你用心去感受文字

那头他想要传达给我们的东西，那么“不论在

哪一条道路上信步走去，一定到处都有着值得

你看、 值得你听， 或值得你感动的事物”。

（本栏目文章三位作者均为杭外高一学生）

《青灯》：永恒的过渡

■

谢凌

生活只是生和死的过渡

,

而漂泊却

是出发与回归的过渡。 ———题记

以前读余秋雨的 《我等不到了》，

只是觉得文字这东西竟能最朴实无华

地堆砌起人的一生， 其中多少寂寞风雨。

余秋雨是在写自己， 虚虚实实之中似乎

有意在为自己写下清爽的一笔， 而北岛

则在回忆旁人， 回忆那些他路过的风景。

他以一个诗人的灵魂在看在听， 却无意

看到、 听到真实。

北岛在 《青灯》 一书中无论回忆起

哪一位故人， 都好像是对人生和死亡的

又一次探讨。 那些充满智慧的学者教授，

哪一个不是在平淡中走向了如酒般的薄

暮？ 哪怕人生经历了多少起承转合， 在

活着的这张网中辗转了多少年头。 他说

“一个人行走的范围就是他的世界”， 又

或许一个人走过的每一条路都成了他的

世界。 他的孤独不仅仅来自于他的内心，

他作为诗人强烈而笃定的漂泊感， 来自

他路过的每一处风景， 每一段人生。

他说“满天星斗连成一片， 璀璨迷

离， 看来总得有最后一次， 否则人生更

轻更贱”。 我不禁想， 这林林总总的最后

一次对于一个流浪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也许永远的漂泊是注定的， 但永远的生

存却毫无意义。 也许正应了他的那句，

马识途， 人却迷了路。 而他不悲不喜，

仍提携着中文这个大行李， 漂泊在中国

之外。

就算他回到了中国， 又如何说是结

束了漂泊？ 他的起点早已不在， 故乡如

今只是他心中的一个影子。 总算明白为

何 《今天》 断不可以翻译成“today”，

每一天都可以被称作“今天"，时间一长今

天就失去了被回忆的意义，而只有某一个

时刻可以永远停驻在历史的风尘中，一如

灯火摇晃的青灯，孤独的诗人追随着灯火

靠岸，但他们的使命和固有的诗人情怀却

终究注定那船的轨迹依旧是继续飘泊，因

为岸已然不在了，他们要回归的地方已然

轰塌， 自出发的那一刻起， 他们的内心

深处就失去了回归的意义。

迫使他启程的也许是时间对于他心

中那个故乡无情的摧毁， 他要停靠的港

湾抛弃了这名游子， 最终却看到， 是他

内心握着的木浆早已抛弃了这不算故乡

的故乡。 于是乡愁演变成了岁月中被狠

狠嵌入灵魂的鸿沟。

纵有再多青灯被悠然点起， 这位诗

人恐怕也只会越来越孤独。

《狗镇》：至善则恶

■

楼丽婷

“情深不寿，强极则辱”是众人深谙

之理。情到浓处，愈甜蜜愈纠缠，这甜蜜

变成蚀骨的鸦片，要如何戒得掉？于是，

世间之人，除了轻狂的少年，无不如履

薄冰，爱得小心翼翼。凡事过犹不及，那

么，作为中国传统伦理中最原始也最重

要的存在，善是否亦有限度?

电影《狗镇》播放进程中最让我纠

结的， 不是Grace辛苦工作时人们的不

屑一顾和理所应当；不是曾经和颜悦色，

简单淳朴的村民转眼变成吃人不吐骨头

的老虎；不是明知是误会，依旧为了保全

自己的面子和利益的人是非不分， 颠倒

黑白； 不是信誓旦旦地说爱的人可以为

了所谓的著作将一切都当做实验。 人性

的恶，我们已经见得太多，它似乎是一个

不可见底的黑洞，将一切匪夷所思、触目

惊心收纳其中。 影片中真正的恶， 在于

Grace的极善。 即使面对了生不如死的

种种尊严的践踏， 曾经坚持人性淳朴的

信仰的崩塌，众叛亲离。在黑社会老大的父

亲来到之际， 她不似我们以为的会血刃曾

经欺凌过她的狗镇的人们， 甚至坚持要留

在狗镇，她在苦苦坚持的究竟是什么，我不

禁疑惑。 想是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会揪

心，甚至于对Grace的善恨铁不成钢，不是

因为其他，而是我们相信恶有恶报，人需要

为自己的恶付出代价， 否则人民公意和道

德将被打破，人类社会似乎无法再存在。即

使最终，Grace的一声命令， 狗镇成了一片

火海，Tom被Grace亲手枪决，他们经历灭

顶之灾的原因也并非他们对她一人的恶，

并非建立在报仇的基础之上，而是Grace认

为，如若不将他们消灭，狗镇将一直存在，

人性的恶将会一直存在。

Grace，作为宽容与恩惠的化身，她无

限度的善与忍耐在一定程度上纵容了狗

镇村民无限度的恶。性善亦是恶。Grace列

举她父亲的缺点是arrogant（傲慢），却不

想她父亲反驳说她才是真正的arrogant

（傲慢），最大的傲慢。我有很久的不解，总

算猜得几分真相。 从一开始的任劳任怨，

坚持别人是正确的，到最终为了消灭人性

的恶而下杀手。她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高

度，一个世人无法触碰的高度，来审判，宽

容世人的恶，如同耶稣为了拯救世人而甘

愿自己被钉于十字架上，鲜血淋淋，她承

受了所有难以承受的欺虐。她在最后的演

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狗镇人们的误

会、欺骗、虐待、践踏，企图来感化所有人，

然而，是她太天真了。人，怎么可能轻易接

受审判， 接受并承认自己如此不堪的罪

恶。她将自己当做审判者，救赎者，这似乎

就是神的化身。博爱的极端，翻成淡漠。

“基督教的绝对宽容超越了善恶，是

神才能达到的境界，而面对人间真实的善

恶区分，这种不现实的理想却无法承担正

义的要求。”旁观者看来，善又有什么错。

Grace的善， 只是让她自己如同狗一般地

被人欺凌， 最终的代价是整个狗镇的灭

亡。她的善，并没有什么错，只是她不能要

求每个人都如同她一样的善，否则，这就

不仅仅是天真，而是arrogant（傲慢），人性

中最大的恶。她将自己抬高，无限宽容是

最大的高傲，不屑才会不计较。常人叫嚣

着公平公正，因为他们将对方视为平等。

至善则恶，人行于世，诸多不易。

（《狗镇 》［丹麦 ］ 拉斯·冯·提尔导

演，“

Dogma95

电影”标志人物的杰出作品）

“傲慢”作业的背后

由一份书单引出的对话

读书周刊

： 有教师认为杭州外国语

学校 （以下简称 “杭外） 的推荐书单是

一份 “傲慢的作业”， 是将教师的趣味强

加给学生。 您怎么看这种评价？

倪江：

这可能与有些教师对杭外不

甚了解有关。 “傲慢” 一词我理解为教

师将一些不适合学生读的书给学生读了，

如果大家有印象， 美国中学生也有一个

阅读书目， 其中有 《理想国》 和 《共产

党宣言》， 是不是他们的书单也比较傲慢

呢？ 我的学生中这次寒假也有读了 《理

想国》 的， 我不认为我们的学生比美国

的学生差， 他们同样有非常卓越的见解，

比如对“哲学王” 治理模式的理解， 对

“乌托邦” 的社会理想等， 他们提出了很

多自己的观点。 不够成熟， 不够学术，

却是他们人生历程中第一次思考类似的

问题， 这就是阅读给一个人带来的影响。

推荐书单当然有教师的意图在， 而且在

提倡“嵌入式” 课程前提下， 在课外阅

读与必修教材的融合上， 需要教师有一

个完整的课程概念。 例如我们上 《我与

地坛》， 是全文上的而不仅仅上课内节选

部分， 学生通过阅读全文得到的生命哲

理体验， 远胜过单纯读教科书上的课文。

在上 《林黛玉进贾府》 时， 我们补充了

“宝黛爱情” 校本课程， 通过节选完整地

呈现了这条主线中的最精彩段落。 这种

嵌入完全是深思熟虑的。 推荐书单虽然

不可能直接“嵌入” 课程， 但是其理念

是相通的， 例如通过史铁生的 《我与地

坛》， 学生对生命哲学产生了强烈的探求

渴望， 于是我们有了 《病隙碎笔》、 《查

拉斯图拉如是说》、 《人性的， 太人性

的》、 《西西弗斯的神话》 等书的推荐。

读书周刊： 如何定位教师在指导学

生读书方面的角色？

倪江：

教师在推荐阅读书单时应是

一个课程建设者， 这并不是说教师是专

制者的角色。 事实上， 杭外的书单是一

个汰选的过程， 会根据学生的反馈进行

调整。 例如 《世界是平的》、 《民主的细

节》、 《退步集》 等， 都是学生阅读在

先， 然后逐步纳入到书单中的。

读书周刊

： 目前有一种观点认为语

文能力可以通过大量训练的 “短平快”方

式获得，您是如何认识的？ 熟悉的人大都

称赞“杭外学生”具有批判精神和思辨能

力，这是否与学校的读书传统有关？

倪江：

显然， 前一种观点是短视的、

不科学的， 它导致的结果常常是学生对

语言的厌恶和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淡

漠。 而终身的语文能力肯定不能靠应试

培养的。 我们的语文教育有一个基本理

念： 回归语文教学的本质。 语言的学习

有其内在规律， 没有语言的接触、 语言

的浸泡、 语言的折腾， 要想让学生在语

文上有什么长进， 是非常困难的。 作为

初高中六年一贯制的全国１３所外国语学

校之一， 自20世纪末到本世纪初， 我们就

一直在积极探索语文教学的本质规律， 试

图形成独具个性的语文教学模式。 我们认

为“读写结合” 是提升语文基本素养的最

好方法， 在这个进程中， 初中、 高中先后

开展了语文教学改革， 在新课改推进之前

就已经尝试了“读写课”、 “分层课”、

“选修课” 等课程样式。 每周都有课外阅

读课， 学生在课上交流阅读体会、 读书札

记、 读书报告， 而作为课外阅读的一部

分， 推荐书单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课外

阅读逐渐被应试教育侵蚀、 分数至上甚

嚣尘上的时候， 我们引导学生阅读了大

量的课外书籍， 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得

到了很大的提升。 现在， 在引导学生阅

读方面除了坚持阅读经典书籍之外， 还

逐步强化了阅读的前瞻性、 多元化、 课

程化的特点。 在回答人类的重大母题，

触及当下人类的核心价值体系和心灵结

构等层面， 我们所推荐的经典书籍具有

足够强大的原创性和辐射力。

读书周刊

： 您把半途而废的阅读比

作 “一场草草结束的战争”， 为什么这样

说？ 在方法论的层次上， 有什么样的具

体指导？

倪江：

杭外的课外阅读是系统工程，

这体现在我们无论在哪个年级工作， 都

会自觉地去建构课外阅读系统； 我们比

较提倡专著的阅读， 而不是拼盘式的阅

读， 理由是拼盘式阅读读出来的是拼盘

式的思想。 我们认为真正的思想体系蕴

含于学者、 作家的专著里， 许多大部头

的书不可能一蹴而就； 还有就是纳入课

程体系后， 课外阅读不再是可有可无的，

而是成为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课外阅

读伴随着必修课走， 本身也可以开设选

修课， 这样可以确保学生在一个时间段

里进行持续性的阅读。 草率的阅读是客

观存在的现象， 教师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对学生加以指导： （１） 将课外阅读材

料纳入教学设计， 使学生在课堂上深入

探讨有关问题。 例如在上 《十八岁出门

远行》 时， 我们介绍了西方现代主义文

学、 荒诞派文学， 并将一些著名论断放

置在教学过程中， 这些论断本身就是课

外书籍中最核心的部分。 （２） 读书札

记反馈： 在批阅读书札记时， 教师作为

一个思想者介入学生的思考， 一般不评

点笔法和文字， 而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思

想、 情感的交流上。 教师经常在批阅中

相机推荐书籍、 介绍观点， 与学生的思

考相互碰撞。 （３） 精选优秀的学生作

品进行交流。 （４） 课外交流： 学生来

到语文教师办公室探讨“存在的意义”、

“自由意志”、 “决定论” 等是非常常见

的景象。 （5） 专题交流课， 针对课外阅

读中的普遍问题或感兴趣的篇目， 打破

教学计划， 嵌入相关的课程。 例如学生阅读

卡佛的小说， 对极简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

于是教师开设年级大课， 对卡佛的代表作与

学生一起进行评析研讨等。

读书周刊

： 是否可以这样说， 在读书

这件事上， 杭外的教师可以自由舞蹈， 酣畅

淋漓地与学生共享读书的乐趣？

倪江：

杭外的应试压力并不小。 几年来

高考重点率始终在９３％以上， 这个数据本

身就是压力。 只是我们对高考的理解与一些

学校的差异在于， 他们关注训练过程， 我们

关注语文素养这个源头， 他们可能更关注大

题量训练， 我们则希望“水到渠成”。 即使对

高三学生， 我们仍然强调阅读是一个自然的

过程。例如高三备课组正在做的事情，就是每

周安排学生开展指向比较明确的课外阅读，

写阅读感悟（而不是简单做题），提高学生的

基本阅读能力和感悟能力， 我们认为只有在

这个基础上，做习题才是真正有效的。杭外有

２０％的学生可以通过保送直升大学， 但是

现在大学对学生的笔试应试能力仍然有非常

严格的要求， 要应对保送生测试和自主招生

测试，语文又是考试主要科目，非要有扎实的

语文素养不可。如果说杭外教师可以“自由舞

蹈”，那是因为杭外的文化传统一向崇尚“宽

容大气，兼容并包”，校领导对学科规划、教学

模式的探索持开放和宽容态度。 教师在课程

自主性上有非常高的自由度。 杭外教师的购

书量和阅读量是惊人的，没有持续的阅读，没

有对阅读市场的关注，教师置身于阅读之外，

学生自然也容易封闭、保守。

读书周刊

： 在鼓励学生读书方面您对

其他学校有什么建议？

倪江：

首先， 没有课外阅读， 就没有语

文教育， 我想这个提法应该为广大语文人认

同。 其次， 读书最重要的是价值建构， 因

此， 推荐学生读什么， 需要教师进行深入探

讨和长期摸索。 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价值建

构， 但也有普适的价值， 例如现代中学生的

公民意识、 批判意识等， 只有价值引领才能

够将阅读统摄起来， 形成学生的阅读内驱力

和终生阅读的习惯。 第三， 将课外书和课程

相隔绝，只会让课外书成为真正的“闲书”。纳

入课程的课外阅读才能最大限度地推进课外

阅读的品质。 第四，没有不爱读书的孩子，将

应试与阅读对立起来，只会走向万劫不复。在

整个社会将“闲书”妖魔化的今天，语文教师

应承担起“驱魔”的重任。第五，鼓励学生读书

的最好方法，是教师先爱上书，没有爱书的教

师，就没有爱书的学生。学生从教师身上受到

的读书精神的濡染， 是任何一节所谓的指导

课都不可能达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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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田随笔集》 （法 ） 蒙田 著 ，

潘丽珍 等译 译林出版社

王珺 （本报记者）

倪江 （杭州外国语学校高中语文教研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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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散文

（中国）北岛《午夜之门》《青灯》等

（中国香港）梁文道《常识》

（中国）朱大可《记忆的红皮书》

（中国台湾）龙应台《目送》

（中国）陈平原《北大精神及其他》

（中国）季羡林《牛棚杂忆》

（中国）史铁生《病隙碎笔》

（中国）巴金《随想录》

（中国）汪曾祺《蒲桥集》

（美国）爱默生《爱默生散文选》

（英国）弗朗西斯·培根《培根论人生》

（日本）川端康成《花未眠》

（中国）周国平《周国平散文》

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乌托邦：

（中国）老子《道德经》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

（英）莫尔《乌托邦》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

反乌托邦：

（英）阿道斯·伦纳德·赫胥黎小说

《美丽新世界》

（英）乔治·奥威尔小说《

１９８４

》

（英）乔治·奥威尔小说《动物庄园》

（俄）尤金·扎米亚金小说《我们》

（捷克）哈耶克论著《通往奴役之路》

（英）威廉·戈尔丁小说《蝇王》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纪实小说

《古拉格群岛》（上下）

（德）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

生命哲学

（中国）老子《道德经》

（中国）庄子《庄子》

（德）叔本华《叔本华论生命悲剧哲学》

（德）尼采《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人性的，太人性的》

（法）帕斯卡《思想录》

（法）蒙田《蒙田随笔集》

自由精神

（英）约翰·密尔《自由论》

（美）林达美国系列《历史深处的忧虑》

《我也有一个梦想》《总统是靠不住的》

《如彗星划过夜空》等

（中国）刘瑜《民主的细节》

（中国）王小波《沉默的大多数》

《我的精神家园》等

（中国）熊培云《思想国》《自由在高处》

（中国台湾）龙应台《请用文明来说服我》

《野火集》《美丽的权利》等

（中国）傅国涌《百年梦寻》

（中国）蔡定剑《民主是一种现代生活》

风骚传统

（中国）余冠英《诗经选注》

（中国）程俊英《诗经注析》（与蒋见元合注）

《诗经译注》

（加拿大）叶嘉莹《唐宋词十七讲》

《迦陵说词讲稿》等

（中国）苏缨、毛晓雯《唐诗的唯美主义》

（中国）安意如《人生若只如初见》

（中国）苏缨、毛晓雯、夏如意

《纳兰容若词传》

文史精华

（汉）司马迁《史记》或

《楚汉风云录：史记精华》

（唐）吴兢《贞观政要》

（美）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中国）张鸣《摇晃的中国》

（中国台湾）柏杨《中国人史纲》

《丑陋的中国人》

（美）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国）辜鸿铭《中国人精神》

（中国）吕思勉《中国通史》

（美）威廉·

Ｌ

·夏伊勒《第三共和国的崩溃》

艺术美学

（中国）王国维《人间词话》

（中国）宗白华《美学散步》

（中国）王小慧《我的视觉日记》

（中国）程青松、黄鸥《我的摄影机不撒谎》

（俄）安德烈·塔可夫斯基《雕刻时光》

（中国台湾）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

（中国）陈丹青《荒废集》《退步集》

（中国）北岛、李陀《七十年代》

（中国）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

（英）戴维·洛奇《小说艺术》

（意）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

（美）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

政治经济

（英）亚当·斯密《国富论》

（中国）孙隆基《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德）马克思

《

１８４４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美）托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

（捷）哈耶克《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法）波伏娃《第二性》

（法）加缪《反抗者》

（中国）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汪丁丁《串接的叙事》《海的寓言》等

宗教伦理

《圣经》选读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中国）南怀瑾《金刚经说什么》

（中国）南怀瑾《论语别裁》

（中国）尚荣译注《坛经》

（中国）庄子《庄子》

（英）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索甲仁波切《西藏生死书》

（中国）刘小枫《沉重的肉身》《拯救与逍遥》

《拣尽寒枝》《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等

（奥地利）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

推荐电影清单：（略）

对话人：

阅读主张

我爱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