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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木春

十 本 书

一

如果有人问，少年时代最痛的记忆是
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说：饥饿——没饭
吃，还有没书读的饥饿。

上世纪70年代的闽南农村，书籍绝对
是奢侈品。略识文字后，我所能接触到的
读物，除了干巴巴的课本，便只有小人
书。我几乎天天往村里的理发店跑，希望
店里突然又冒出一本新的小人书——那
时的理发店为了稳住顾客，隔三差五放上
一两本新的小人书。理发店，就成了我人
生中第一家图书馆。

一次，大堂哥不知从哪里借来厚厚的
小说《剑》，并异想天开要抄下它。他买了
白纸，招呼二堂哥和邻居阿福，分头干了
起来，有的切纸，有的抄写——抄写是轮
流的。那时我刚读三四年级，写字难看，
连抄写的资格都没有，只好去切纸。夏日
的午间，切完纸，我就望着屋外的田野和
天空发呆，惆怅无比。

书是没抄成了，并且最终也没机会读
一页这本《剑》（据堂哥说，是写打仗的，惊
险极了），但我却第一次感受到了书的美
好与神圣。

父亲虽为乡镇干部，但只有小学毕业
的他基本不看书报。家里并非无书，一大
麻袋呢。但全是文革时代的出版物，封面
一律白底红字，诸如《列宁选集》《论资产
阶级全面专政》之类。一天，偷翻父亲的
箱子，从箱底扒出一本发黄的书，兴奋极
了。打开一看是《水浒传》，然而是下册，
又是繁体竖排，我根本看不懂。躲在阴暗
的阁楼上，我差点哭了。

我读到第一本书是小学五年级时。那
时，父亲“为人民服务”的挎包里有一本《三
侠五义》。我曾经翻过，文字有点障碍，但
勉强读得懂。父亲对我的举动似乎并不反
对。那些日子，我放学后坐在家门口的青
石板上盼父亲回来。父亲骑着自行车经过
曲折的小巷，在凹凸不平的石板路上碰出
的噼里啪啦声响，是我一生中最动听的旋
律。这本书，使我至今对侠义小说和电影
产生痴迷，也为我的性格涂上某种底色。

初中在县城上学，获取书的途径就多
了。我和同村同学从县城文化馆借了不
少古代小说，有《明英烈》《说岳》《封神演
义》《杨家将》等。不久，邻村一位英俊小
伙子为追求我二姐，常来我家。二姐对他
爱理不理的，他只好和我待在一起。知道
我喜欢读小说，便为我弄来一本《说唐》。
印象很深的是，他还用很潇洒的钢笔字抄
了小说中秦琼的四句诗：“一日离家一日
深，犹如孤鸟宿寒林。纵然此地风光好，
还有思乡一片心。”我也喜欢这几句，有事
没事就在纸上练字，至今不忘。可惜，他
与我二姐终无缘，从此杳如黄鹤。每次看
到《说唐》之类的旧书，我还常想起这个小
伙子，他仿佛是从《隋唐演义》的瓦岗寨里
走出来又转速回去的好汉。

初中以前胡乱读过的这些旧小说，为
我打下了文字基础，也给我阴暗的少年时
代带来了一点光亮。这唯一的光亮，今天
回首又多了一层夕阳般的暖色。

二

著名翻译家杨苡在接受采访时说，她
十四五岁时读了巴金的《家》，影响一生。
杨苡生于 1919年，比我早出生半个世纪。
有趣的是，我的一生也是因《家》而改
变的。

上了高中，我学习成绩差，对未来迷
茫又绝望。每天上学下课，灵魂空荡荡
的，像片枯叶。

高一时，父亲调到距离家不远的县委
党校。一次，我随父亲到党校的小图书
馆，里面大量的大学学报令我丝毫不感兴
趣。突然，在一排排杂志和书籍中间，一
本名为《秋》的书像一道闪电划过眼前。
我说，想看这本书。父亲拿过书，大概审
查了一下，说：“是巴金啊，好。看完马上
还回来。”我吃惊于小学毕业的父亲居然

知道巴金。我把《秋》看完，才从《后记》里
明白，《秋》是“激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前面还有《家》《春》。书还给父亲后，不知
为什么，我再也不敢向他提出借书要求。
那时，父亲刚重病住院回来，每周要我替
他到单位值一次夜班，我监守自盗，爬过
小图书馆的天窗，拿了书，开门而出。看
毕，又将书悄悄放回。

夏夜，家中的小天井。我挑灯读巴金
的《家》。读到鸣凤跳湖了，我情难自禁，放
声大哭。大概哭声吵醒了祖母，她走出来
问什么事，见我一语不发，摇摇头返身回
房。这是我第一次为文字而痛哭。《家》为
我灌注一股神奇的力，瞬间催熟了我的心
灵。我觉得不能一辈子活在这桑叶般大小
的村子里，外面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像觉慧
一样离开家，走向“陌生的人群”和“陌生的
世界”。这简单的想法在我年少无知的内
心一次次激发出无穷的能量。

从此，我开始走向书店，每次都是倾囊
而出。高中时，读过的书籍印象很深的还
有《茶花女》《安娜·卡列尼娜》。读《茶花
女》，当女主人公玛格丽特临终前呼唤情人
名字时，我流泪了；读《安娜·卡列尼娜》，当
安娜失魂落魄地走向呼啸而来的火车时，
我也流泪了。我还寄钱到出版社或杂志社
邮购书籍，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那套外
国散文是我最喜欢的，直到我上大学和工
作多年后，还不时汇款邮购这套书。

高中是我与书结缘最密切的一个阶
段。书籍改变了我的命运。没有《家》的
唤醒，我极可能一辈子都窝在小乡村，当
个瓦匠或木匠。说不定，我还会铤而走
险，拐入另一条可怕的道路。

三

“每一分钟，每一个在无意中说出来的
字眼，每一个无心的流盼，每一个深刻或者
戏谑的想法，每一次心脏觉察不到的搏动，
一如杨树的飞絮或者夜间映在水洼中的星
光——无不都是一粒粒金粉……”

“这位老清扫工的金玫瑰是用于祝福
苏珊娜幸福的，而我们的创作则是用于美
化大地，用于号召人们为幸福、欢乐和自
由而进行斗争，用于开阔人们的心灵，用
于使理智的力量战胜黑暗，并像不落的太
阳一般光华四射。”

上世纪80年代末的某个下午。大学中
文系二年级课堂。潘新和，我的写作老师，
似乎用了整节课，边介绍边朗读一篇题为

《珍贵的尘土》的文章。潘老师年龄 30出
头，温和儒雅，说话声音软软的，慢条斯理。
有个同学的作文把他刻画成“汉奸”，他竟然
当范文念。当我们笑得炸开了锅时，他不恼
不羞，还表扬写得精彩，号召大家借鉴。我
一向不喜欢他那带着甜腻味的嗓音，然而这
天，我被他的朗读震慑住了。他的嗓音如此
适合这篇文章。他念得非常投入，一边赞叹
着。当时我对这文章的内涵并不领会，只是
感动于一个温暖的故事——

一名叫夏米的巴黎清扫工，在参加墨
西哥战争期间，受团长所托，带着团长女儿
苏珊娜回法国。途中，夏米无微不至地照
顾苏珊娜，还为她讲述一个“金玫瑰”的故
事：谁家有了金玫瑰，就一定有福。回到巴
黎，夏米把苏珊娜交给了她的姑母。之后，
夏米干各种卑微的职业，最后成了巴黎的
清扫工。多年后的一天凌晨，他与已经出
落成大姑娘的苏珊娜在大桥边邂逅，此时
的苏珊娜刚被情人抛弃，正痛不欲生。夏
米留她在破屋里住了几天。后来，苏珊娜
与情人重归于好。临走前，夏米提醒苏珊
娜，将来能给她“金玫瑰”的绝不会是这个
花花公子。苏珊娜走后，夏米决定为她打
造一朵金玫瑰。他开始收集首饰作坊的尘
土，从中筛出一点点金粉，多年后积累了一
块小金锭。当金玫瑰终于锻造好，夏米准
备将其送给苏珊娜时，苏珊娜已离开了法
国。夏米在孤独中辞世。

从此我记住了这篇叫《珍贵的尘土》
的文章，以及这本书——《金玫瑰》。

不久，我在《散文》杂志的封底发现了

《金玫瑰》一书的出版消息，便汇款到出版
社。拿到书，才知道作者的名字——帕乌
斯托夫斯基。我第一时间读完《珍贵的尘
土》，感情依然与写作课堂上一样炽热。
在上世纪80年代末，那个激情燃烧殆尽后
苦闷到底的大学时代，善良的夏米精心锻
造出的金玫瑰，仿佛一双光明的手掌，抹
去了我心头的阴霾。

大学毕业后最初两年，我住在农村老
家，早上骑自行车到校，傍晚回家。每月
的薄薪不足 200元，刚及温饱。在寂寥的
乡下，什么娱乐也没有，百无聊赖之际，偶
尔翻翻大学里带回的几百本书。而最能
引发我美好冲动的还是《金玫瑰》。书里
其他的文章也读过，总顶不上《珍贵的尘
土》一文给我的感觉深切。《珍贵的尘土》
的本意在于谈创作经验，难怪写作老师会
在课堂上隆重地推介。可我，读出的是人
性的高贵与坚韧。是的，苦难固然能扭曲
人性，但也有一部分人性，在与苦难的较
量中愈挫愈美，就像寒夜的星星，黑沉沉
的天空更衬其光辉。

后来，结婚，生子，买房，评职称……
一连串琐碎的生活。世俗的尘土日渐将
我掩埋。我和许多人一样沉入现实的追
逐中，浑浑噩噩，日复一日。《金玫瑰》被我
遗忘了，跟其他的书籍一起，长久地寂寞
地趴在书架上。

直到10年前，由于种种因缘，我的人生
出现了另一个拐点，我开始阅读，思考，重新
追寻那迷失的自己。《金玫瑰》又被我翻开
了。“金玫瑰”重新发出光芒，我从《珍贵的尘
土》中找到了生活的理由，从清扫工夏米的
身上，发现了卑微的教书职业的意义——在
无数的尘土中也可以锻造出金玫瑰。

终于，在某一天，我也学着当年的写作老
师，在课堂上为学生朗读《珍贵的尘土》……

四

因为《家》和《金玫瑰》的影响，我得出
结论：一个人在年轻时，如能遇上一位好
老师，或者读到一本好书，他的一生几乎
注定是幸运的。我所谓的好老师和好书
籍，是那种能在精神上引导人找寻人生方
向的老师和书籍。基于此，为高中生朗读
文章、向他们推荐好书甚至师生共读一本
书，成为我课堂上很重要的一部分，不管
别人对我的教学持有什么看法。我日益
坚信书籍的力量——它是学生学好语文
的基础，更是青少年发现世界、发现自我
的一扇窗口，是引导他们走向真善美、追
求幸福未来的一盏盏明灯。

这些年，我推荐的书以及与学生共读
的书太多了，印象最深的除了帕乌斯托夫
斯基的《金玫瑰》、余华的《活着》，就是鲍
许·兰迪《最后的演讲》。

2009年的深冬，我坐在高三晚自习的
教室里，几乎一口气看完鲍许·兰迪的书

《最后的演讲》，在扉页写下：“如果我错过
这本小书，将是多么遗憾呀。”

身患绝症、仅剩3至6个月生命的大学
教授兰迪，面对死亡，不怨天尤人，而是心存
感激，积极乐观，继续传播梦想。他在临终
前一个多月做了一场震撼人心的演讲，让几
亿人通过网络分享他梦想的实现过程。兰
迪说：“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度过人生，上天
自然会眷顾你，你的梦想自然会实现。”即使
无法圆梦，这种向往也会起积极作用，引领
人超越苦难，活得精彩，活出意义。

读完书，我巡视讲台下正紧张学习的
学生。这班文科生，初中底子非常薄弱，可
依然拼搏着。他们疲惫的脸容让人怜惜。
作为语文老师，我除了讲好每堂课、鼓励他
们坚持下去，似乎还该为他们做点什么
——无论为了眼前的高考，还是为了长远
的将来。突然，我想到手边的书：为什么我
不能让他们写写自己的梦想呢？不行，距
离高考仅几个月了，还“做梦”，是否太迟？
会不会浪费时间？不，不会，有梦想就有动
力，况且梦想不仅为了高考，就像兰迪说的

“梦想引领人的一生”，刚好趁寒假，让每人
做个梦吧。我终于说服了自己。

两个星期后，也是寒假前讲评试卷的
最后几天，我带着 6本《最后的演讲》来到
教室，对学生说：“前阶段我刚读完这本书，
被作者感动了……寒假有10来天，希望同
学们轮流阅读这本小书，也可以观看书中
附的英文演讲光盘，然后每人写下自己的
梦想，发到我的邮箱里。毕业前，我会把你
们的梦想集中起来，装订成册，给大家做纪
念。记住，不要怕别人嘲笑你的异想天开，
只管做你心中的梦。做梦，写下梦，这就是
我布置给你们最后的高中寒假作业。”

我陆续收到学生写来的梦想。我一
篇篇看，一一回复。

寒假一结束，距离高考就剩 3 个多
月。每周，我利用课前的时间段，在屏幕
上展示学生的梦想，逐篇朗读。有时读一
篇，有时读两至三篇。朗读的过程，对我
是一种享受。这些梦想带给我美好的回
忆和向往，而学生们也在分享别人梦想
时，获得启迪与力量。

当我读完全部“梦想”，高考已迫在眉
睫。我让学生们给这部《我的梦想》集取
名。他们呈上自拟的题目。其中魏桂林的
题目“盛夏·花开”获得全班同学的认可，魏
桂林解释命名理由是：这个盛夏我们将毕
业，而我们的梦想永远像花儿一样开放。

我打印出每篇文章，然后就轮到我写
自己的梦想了。此时我却迟疑着。我不是
承诺也写一篇“我的梦想”吗？难道我没梦
想吗？当然有梦想……可不知为什么，我
最终没有写下。我只写了一篇短序：

飞吧，梦想

手捧这叠梦想，仿佛捧着满怀抱跃跃
欲翔的彩蝶。他们年轻的翅膀一遍遍灼
热我的心。

维特根斯坦说：“你不能建造云彩。这
就是你梦想的未来绝不会实现的原因。”

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鼓励我们去“建造
云彩”，去做梦。

梦，是上帝赐予每个生命的权利与奇
迹。年轻人，不管你将来在哪里，也不管
你身处何等境遇，都不忘义无反顾地做
梦吧。

梦，会带你飞得更高，活得更有尊严，
更有意义。

愿我能和你们一起，让灵魂超出尘
土，穿越时光，迎着阳光彩虹，飞得高高。

高考后几个月，学生柯霁阳告诉我，
她把《盛夏·花开》的小册子带去大学，同
窗惊叹不已，她还不时拿出书来翻翻。学
生李鸿敏则提议他的大学同班同学，每人
写一个“我的梦想”，并准备结集。我突然
想起兰迪在书中的话：“能够实现童年梦
想是件令人兴奋的事，但是，随着年龄的
增长，你会发现帮助别人实现理想是件更
有意义的事。”我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快乐
而有意义的事——我把一盏盏灯传递到
一批年轻人手中。

《红楼梦》
曹雪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年7月版

《容忍与自由》
胡适 著 潘光哲 编

法律出版社 2011年6月版

《乡土中国》
费孝通 著

北京出版社 2011年2月版

《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
钱穆 著

九州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温和的修养》
朱光潜 著 刘广、五潇琳 编选
东方出版中心 2008年8月版

《给教师的建议》
【苏联】苏霍姆林斯基 著

杜殿坤 编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16年3月版

《泰戈尔诗选》
【印度】泰戈尔 著

冰心、石真、郑振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1月版

《爱因斯坦文集》（一、三卷）
【美】爱因斯坦 著

许良英等 编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6月版

《狱中书简》
【德】朋霍费尔 著

高师宁 译 何光沪 校
新星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西方哲学简史》
【英】罗素 著 文利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12月版 征 稿
“作业少”的智慧和勇气

作业量过大，一直是基础教育的
一个“顽疾”，多少孩子因作业多而厌
学，多少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因作业
而变紧张，多少本该五彩缤纷的童年
淹没在作业里。

作业在教育到底扮演着什么角
色？作业和成绩又是怎样的关系？
该如何看待学生对作业的态度？作
为教师，怎样才能尽量减少那些重复
低效的作业？这不仅需要勇气，更是一
种智慧。谈谈您的做法，分享您的智慧。

邮箱：10957686@qq.com，字
数1500字以内，截稿日期2017年6
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