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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的
阅
读

艾晓明（1953—），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南方周末》阅读版“秘密书架”专栏从 2002年以来，陆续约

请一百多位学者，向读者介绍自己最喜欢的或对自己影响最大的
书。这一百多位学者，涉及的学科领域很广；艾晓明即其中之一，
她谈的是外国文学的阅读。她的秘密书架上、她的神明，是纳博
科夫。

文中还写到作家西西读《包法利夫人》，法文原著、英译、汉
译，对照着读。艾晓明老师要说的是：读书，要虔
诚，要认真，要仔细，要动用我们的脊椎骨。道理其
实很平常；但固然极为正确，却不易做到：因为这个
时代人们每每不愿意沉默。 （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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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人物

听我讲三段故事
□陈海波

班级因交流而凝聚
□丁柏恩

悦读·话题

做一名“自然”的老师
□肖 玮

教育妙招

您说话的声音很好听，我们都喜欢上语文课。我要把这一大束花送给
您，祝潘老师越来越美丽！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港学校 沈包豪 指导老师 王天舒

我每年都按系里的要求，指导十多
个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这些学生从中学
进入大学不久，习惯了那种归纳主题的
方法，读完一部名著，想到的问题往往
是，这部作品表现了什么思想，体现了作
家的什么态度；三五个主题思想、创作意
图之类的概念就把作品打发完了。然后
他们的问题是：这个《源氏物语》，有什么
好看的？这个博尔赫斯，我怎么没感
觉呢？

在解决这些问题前，我通常会推荐
他们阅读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纳博
科夫是一位多才多产的作家，在小说《洛
丽塔》使他致富之前，他也在大学教文学
课。我的博士专业原本是中国现代文
学，为了享受阅读，这些年我自动转行去
上外国文学课。我的小说家朋友王小波
生前送给我这本《文学讲稿》，他说应该
像这样来上课。记得他不动声色地复述
了里面的一个故事，听明白后我没法不

笑。纳博科夫的得意门生在发下来的试
卷里找不到自己的那份，最后不得不找
到老师面前，老师变戏法一样取出她得
了97分的卷子，说：“我想看看天才长得
什么样。”

上面讲的是天才老师的一个恶作剧
（但愿我们能遇上这样的天才老师），我
看了纳博科夫出的一些考试题，关于《包
法利夫人》，考试题共有18个，其中有这
样一些：讨论福楼拜对“以及”（and）这个
词的用法；爱玛读过什么书，至少举出四
部作品及其作者；描述爱玛的眼睛、双
手、阳伞、发型、衣着和鞋子。

老实说，《包法利夫人》我是看了，但
这些题目我全答不上来，除非带着这些
问题再读它，至少读五遍。

……
但是，对于真正的好书，如果不是这

样阅读，又如何能体会文学想象的妙趣
呢？在《文学讲稿》这本书上，有朋友读

时画下铅笔线的地方，其中有这样一段
话：“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
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这段话是学
生从纳博科夫这门课上学到的主要
教义。

纳博科夫认为，要做一个优秀读者，
并不是一定要参加一个读书会，或者与
书中主人公认同，或者是自己也写东西，
而是：1.须有想象力。2.须有记性。3.手
头应有一本字典。4. 须有一定的艺术
感。这最后一点，纳博科夫说他自己也
要不断培养。他还有一句妙语，朋友在
下面也画了一道铅笔线：聪明的读者在
欣赏一部天才之作的时候，为了领略其
中的艺术魅力，他不只是用心灵，也不全
是用脑筋，“而是用脊椎骨去读的”。大
家能想到，脊椎骨里有神经，它感知愉
悦。实际上有一些优秀的作家，他们首
先就是优秀的读者。

……
我从作家的阅读里学到阅读的方

法。昆德拉注意到，卡夫卡写他的中篇
《审判》只用了一夜，没有中断，也就是说
用一种非凡的速度，任由想象所裹挟。
这反映在他作品的句法特点上，几乎不
存在冒号，句号也经常没有。文章很少
分段，不强调逻辑性。这在卡夫卡的风
格中是实质性的，同时是对德文“优美风
格”的破坏。卡夫卡曾说他的书应该用
很大的字体印出，但今人却把这当作一
种大人物的任性。昆德拉说卡夫卡的愿
望有充分的合理性，这样是为了一个无
休止的段落更具可读性，读者可以停下
来品味句子的美感。昆德拉是在查看了
卡夫卡的手稿，对照了法文、德文的不同
版本后谈到这些的。

我想，也正因为有这样的读者存在，

卡夫卡的审美意愿得到尊重和维护。这
样的读者，使卡夫卡作为艺术家的独特
性得到珍视，使他不至于被掩饰、被篡
改，使他的遗嘱永远成为一种警世之声，
激励后世的艺术家尽职敬业，继续文学
创造的使命。不仅如此，遭遇了这样的
阅读，他们的存在被认为是从不孤独的。

……
沉浸在这样的阅读里，从故事、语

词、标点符号、字体……发现一种文学奥
秘以及它的流传，是多么有意思啊。文
学的道路已经有很多人在走了，我们有
许多作品需要阅读，问题是在今天鲜有
人愿意做一个沉默的读者，却都急于做
呼啸的作者。而我欣赏的是，读者和作
者之间，有轻言细语的甚至是沉默的交
流，我欣赏对艺术形式无止境的追求；我
期望阅读和写作都能达到精确和完美的
程度。从另一方面来说，像了解自然科
学的学科一样，文学阅读也需要学习，我
们首先要学习如何阅读。如今流行的出
版物，许多都还停留在说是非的阶段，说
是非当然也是建立理性的需要。然而我
们需要的不仅是通用于一般社会生活中
的理性，还需要在专业领域里的理性。
例如在文学艺术领域的理性就是需要我
们有关于语言、文字的一系列专业水准
的极其细腻、极其精致的感觉、表达和批
评。这一切就是所谓的“美”。这个美，
其实是多么难以言喻的东西啊。如果文
学艺术不是需要一生来学习，它就不成
其为一种事业；如果文章不需要改到作
者所有的心力都已用尽，写作就不值得
追求；如果不是这样的作品，阅读它也就
不值得。

（选自《我书架上的神明》，山西人民
出版社2015年7月第1版）

新班级刚成立时，学生之间大多相
互不熟悉，而且大多数学生会感到孤独
无依。这种情况下，每个学生都是“原子
化”生存，整个班级必然是一盘散沙，没
有凝聚力。

在班级管理中，如果班主任除了传
达学校的指令，很少组织学生之间的交
流活动，同学之间面孔彼此熟悉了，但心
理上依然是陌生的，每个人还是逃不出
孤独无力的困境。

许多人不理解学生为什么喜欢玩
一些网络游戏，因为游戏里可以与朋友
们并肩作战，角色虽然虚拟，但队友之
间的交流和默契却实实在在。一旦学
生在家庭中感受不到温暖，在学校没有
朋友可以交流，他们自然会通过网络等
途径消除自己的孤独感。所以，班主任
无论是站在学生健康成长的角度，还是
站在联结所有学生、形成强有力班集体
的角度，想办法促进学生的心理沟通是
必不可少的。

学生在班级中与同学的交往程度，
决定着他们能否交到一般朋友、好朋
友。只要他们能交到好朋友，在班里就
不会孤单。要是能交到知己，那简直是
身心合体、一人两力无所畏惧了。

学生之间心理上的沟通，首要的是
营造民主、平等、和谐的班级风气。在这
种氛围中，每个学生都有他的闪光点和
价值，每个学生也都能敞开心扉。比如
有几个男生，一年中，我与他们每个人的
谈话次数都有数十次之多，即便如此，我
仍将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放大到让其他同
学发现并记住的程度。

这种班级氛围与画画的底色一样，
能使整个班集体呈现出暖暖的色调。对
每个学生都不放弃、不忽视。

除了日常交往，班主任还可以通过
主题班会等形式让学生加强沟通交流。
比如我开展了这样的活动：“开学第一课
——分享”“主题班会：说出我的理想”

“主题班会：认识我自己”“周末作业：我
为爸妈做个菜，把爱说出来”“夸夸我同
学”……开展这些交流活动，学生们敞开
心灵，展示自己、了解同学，让彼此之间
不再陌生。

除了主题班会的交流，班级文体活
动的展示更能展现学生的美。美好的东
西最容易打动心灵，班主任可以组织学
生参加书法、绘画、唱歌、体育运动等比
赛，或者带学生去敬老院参加社会实践
活动，既有艺术美又有心灵美。

除此之外，每到学期末，我都会请每
个学生写一写“我的这一年”。在学生的

“这一年”，他们都郑重写下了想要感谢
的同学的名字，这说明他们之间在心灵
上有了沟通。这一年，没有一个学生在
班级被孤立，被忽略，整个班级形成了一
个整体。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藏南中心中学）

读完卢梭的作品，我才真正明白
“启蒙”的真实内涵。以前在高中历史
教科书上，我们经常碰到类似的字眼：

“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可是我却未
曾切身地了解它，直到我真正阅读完卢
梭的作品才发现，“启蒙”让我受益匪
浅。翻开《爱弥儿》，卢梭优美流畅的
语言直戳我的内心，感染力强而又平易
近人。

从呱呱坠地开始，我们就开始受周
围事物的影响，“只有培育，小树才能
发芽；只有教育，孩子才能成长”。所
以，如何才能成为孩子真正的老师，是
我应从这本书中学到的第一个内容。
作为教师，要学会遵循自然法则去教导
孩子……

在书中，卢梭列举出许多我们平时
没有注意的问题，比如空气质量对孩子
的影响，如何解决孩子的第一观念“支配
和奴役”，如何教孩子说话等。这些在我
们平时看起来无足轻重的因素，却是影
响孩子成长的关键。所以，从一个生命
的诞生开始，他们真正的老师是“自然”，
而教师的工作就是配合自然，使孩子的
教育达到一种融会贯通的状态。

儿童期是孩子健康发育的黄金时
期，而正是在这个时期，儿童有了独立
意识，家长开始策划孩子日后的一切生
活，强加给他们那些不确定的未来，反
而牺牲了他们的现在。卢梭的话放在
当今社会也有映照。在一些城市，家长
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每
个周末都会见到家长带着孩子在不同
的教室奔波，有学编程的、乐器的、舞蹈
的等，或许这些孩子中有未来的数学家
或音乐家，可是在孩子的脸上却看不见
最自然的微笑。

作为一名“自然”的老师，此时应该
关注的是孩子的体力，以及他们对自然
的感知力，正如冰心所言，“让孩子像鲜
花一样自然生长”。

我很庆幸我出生在一个小城市，
在那里长大的我可以充分地拥抱自
然，我不用在乎谁比我多学了几门语
言，比我多掌握一些并不知晓其内涵
的概念……

12岁至15岁，少年时期的孩子内心
都有较强的好奇心。作为他们的老师，
我们要充分利用好奇心引导他们去观
察周围的世界，让他们自己去思考问题
并实践，最后得出结论，从而达到“知行
合一”。

抚养孩子是神圣的一项责任，在教
育的过程中要学会聆听自然的声音，让
孩子自己发声，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真
知，而我们作为施教者，要引导孩子们
不走向歧路，好好地保护他们，有一日，
他们终将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作者单位系上海师范大学）

5月17日，我接到市教育局的通
知，要随新教育行动走进河南焦
作。一路颠簸辗转，八九个小时的
车程，只为倾听那些善待生命点燃
希望的故事。

作为教师，无论在哪里生活，都
是一样琐碎和忙碌。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
这时，滋生了数不清的疲惫与沮丧、
应付与抵触。于是，无数的“我”就
在这样的状态下迷失了，从此停止
了生长。

然而，有的教师并不这样，他们
不忘初心、牢记梦想，用执着的勤奋
书写自己生命的故事。

“八年携手，不忘初心”，这是教
师白娜的教育叙事主题，她用8年时
间写一封周周不落的“致家长一封
信”，搭建起一座家校沟通的桥梁。
初次接班，用一封信消除与家长的
陌生感；课程推广，用一封信让家长
及时了解；读书推荐，用一封信教会
家长如何监督纠正；孩子成长，用一
封信告诉家长怎样引导……

主题班会，让家长唱主角；颁奖

典礼，让家长当嘉宾；节日庆典，让
家长参与当观众。家长和孩子一起
读诗、表演，由家委会决定班级的活
动事项，白娜用自己的智慧，践行一
次次与家长的美好约定，8年来如一
日，家校联手，带着孩子们书写一天
又一天的幸福故事。看来，坚持真
的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品质。只
要坚持，就能创造奇迹，所谓成功，
只是一个结果。

教师毛莹一上场的时候，我们
看到的是一个朴实得不能再朴实的
乡村女教师，但她的人生故事深深
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14岁初中
毕业，毛莹成为一名饲养员，每天的
工作就是喂鸡喂鸭。与别的饲养员
不同，毛莹还用书喂养自己。

渐渐地，毛莹滋生了一个梦想
——要做一个用故事温暖孩子的小
学教师。于是，19 岁那年毛莹回到
家乡，成为一名小学代课教师。每
天，毛莹都把生命带进课堂，为学生
读绘本、讲故事。

在每一个人生的拐角，是什么
在牵引着你？毛莹给了我们一个明

亮的答案：“人必自用，而后，人用
之。”是的，什么时候都别忘记带上
自己的梦想，无限相信阅读的力量，
在成就学生的同时，也成就自己。

这是一位用文字吻醒“撒哈拉”
的帅哥——教师齐齐，他全心全意
地经营着自己的“雨滴班”。他用唐
诗为学生写评语，教会学生用唐诗
表达对自然、对生活的感悟。最可
贵的是他为学生撰写的成长故事，
一个又一个，一篇又一篇，一期又一
期，累计 60 多万字。每个孩子都在
齐齐撰写的故事里朝向美好。

讲完这些心动的故事，不觉想
起自己为人师的生活，一届又一届
的迎来送往里，也无风雨也无晴。

里尔克说，如果你的日常生活
似乎是乏味的，那么不要责怪它，责
备你自己吧，责备自己没有诗人那
样的想象力，以唤起日常生活的丰
富性。

是的，责备自己吧，铭记焦作之
行的感动，然后带上诗人般的情怀，
去唤起日常教学生活的丰富性。

也许处在什么位置不重要，重
要的是要走向哪里？或者走向哪里
不重要，重要的是今生做一名教师，
总要过一种自己喜欢的教书育人的
生活，总要写点自己的故事。你说，
不是吗？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新沂市钟
吾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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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