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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曹 刚刚

没有书的早年生活

关于读书，我不敢说太多。某种意义
上讲，我没有读过多少书，我的早年生活里
没有书。

我出生在一个平常的工人家庭，父亲
是文革后期的知青，返城后进了工厂，母亲
是一位裁缝。儿时唯一一点关于文化的记
忆，是幼儿园里听过《黑猫警长》的卡带故
事，之后父亲给我在县城的新华书店买过
一盒《黑猫警长2》；还有一本《西游记》小人
书，淡绿色封皮，一个下午时分，他给我认
真读过，这可能是我生命里唯一一次父母
给我读“书”的经历。之后我没有再享受过
这样的时光，但那本书，我的确不止一次地
摩挲过，里面孙悟空的画像倒记得真切。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有一天夜里我
耳朵疼，父亲为哄我入睡给我讲“武松打
虎”。我清晰地记得那个黑漆漆的夜里，
父亲躺在我身旁，带着略微深沉的语调讲

“武松吆喝着，喝下十八碗酒；他出门后趁
着冷风看到那块刮去树皮的告示，那块
白，历历在目；景阳冈上的石板是冰冷，大
虫来时威猛，它跳了三回；武松是个大英
雄哪！”那个耳朵疼痛却温暖的深夜，我至
今不能忘怀。不知道这些算不算书籍给
我的早年的幸福与温存，尽管于我又是那
样偶然。

成年后，因为童年里没有阅读，我遗憾
过。然而精神世界的贫瘠，却未让我失掉天
性的自由与内在的精神。某种意义上，我感
谢父母，也许正是因为他们，我得以在一片
宽松、自由的环境里长大，没有束缚与强求，
只有蓝天、稻田和亲人们欢欣的笑脸。

我入小学是上世纪 90年代，其后 5年
的小学生活，在近乎疯狂的应试教育中，除
了教材我没有接触过真正的书。进入初中
后，也一门心思想考县中，高中阶段便是考
大学。回眸而看，不忍直视，在上学却不在
读书：那漫长的 11 年，于一个少年到青年
的黄金时段，我从父母和老师那里，没有接
受过一点要读书的想法。

也许正是基于此，在我真正接触书籍
时，内在精神中对光的渴望让我开始前
行。此外，也是因为认识了一些人，我才得
以读了一些书。

第一抹光亮

18岁那年，我机缘巧合“服从志愿”被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大一我最喜欢
的学科是哲学。印象里，大学开始我便没
有在12点前睡过，盘旋在我脑海里比较重
要的几个命题便是：我是谁？我要到哪里
去？我应当怎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给自己取的第一个网名叫“德谟克
利特”，后来改成了“赫拉克利特”，因为我
认同他那句“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
流”，宇宙万物皆在永恒的变化之中。赫
拉克利特认为宇宙的本源是“火”，当然，
这里的“火”已是“变化”的象征，他认为变
化是宇宙的真相，不变的是变化所遵循的

“分寸”。
此后，我开始读《理想国》，其中的《斐

多》，我是一读又读。之后，我将自己的网
名改为“柏拉图·穗”（一直沿用至今）。其
时，我已确信有一个纯粹永恒的、非物质的

“理念”世界，理当超越于我们日常的凡俗
生活之上，是一个更真实的存在。所谓哲
学，就是爱智慧；所谓智慧，即是精神之自

觉，即对自身存在有清晰的认识，对终极有
确知的理解与领悟。

初涉哲学，它是我混沌精神世界的第
一抹光亮，引领我年轻的生命开始有知觉
地生活，思考，行走。书于我，成了有光的
所在。

教育观念的形成

大学阶段，我学的最好的一门课是语
文教学法，我的老师史成明教授，当年正在
华东师大攻读博士，每次回来上课便跟我
们分享他的学习见闻。因为老师的原因，
我比较早地对教育理论产生了兴趣。印象
里我最早读到的几本书有《日本授业研究》

《静悄悄的革命》《透视课堂》。大学时代我
就知道了建构主义理论，那个关于“鱼牛”
的故事，让我第一次对学习方式有了深切
的认识：知识是学习者自身主动建构起来
的，而非被动地灌输；所有的学习，是基于

主体经验下的确知，从这个意义上讲，学习
本身是在建构一个学习的场域。记得就是
那时，我在阅览室的读书笔记上写下：教师
不是粉笔，不是红烛，不是一桶水……

《透视课堂》的作者古德和布罗菲以观
察描述的方式呈现课堂观察，提出教学管
理和学习力提升的策略与方法，写到此处，
我的心潮都澎湃起来：刚入职时，它就是我
的教育教学手册。我清楚地记得，译者是
陶志琼教授。也是因为这本书，我成功地
开始了班级管理，一直到今天，在班级管
理、课堂管理上都得心应手。2006 年，我
完成了南京市第一期个人课题《构建“自动
自发自觉”的班集体的个案研究》，从我们
需要什么样的管理者，如何建立学习共同
体，确认以“存在”为愿景的班集体等方面
作出了自己的探索。

或许正是由于一开始对学习、对教育、
对课堂有基本正确的立场和观念，才使“一
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有了一种实践
的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在与一届届学
生的共同生活和对话中，学生的生命和我
发生着奇妙的联结、互动与相互的开启。
书，功不可没。

走进语文教学之门

学科专业类书籍，我接触最早的是
由李杏保、顾黄初先生所著的《中国现代
语文教育史》，黎锦熙先生首倡“言文一
致”，提出“国语要旨”，从语文和心意两
个方面指出能读、能听是“理解”，能说能
写是“发表”，国语的学习是从语文形式
入手而“扩充智识与经验”“启发想象与
思想”“涵养感情与德性”。1915 年的语
文教育教学理论，即便在今天也近乎在
重复而没有被超越。也是这本书，让我
对上世纪 30 年代叶圣陶、夏丏尊、朱自
清、阮真等学者关于国语课程教材教法
的研究有了深入思考。

其后，2005年前后我读到了王荣生先
生的《语文科课程论基础》，这本书全然没
有当时业内传言的晦涩之感，倒是很亲切，
很亲近。随后顺藤摸瓜，我通读了他与李
海林先生一起编写的《语文教育研究大系》

《语文课程与教学理论新探学理基础》以及
后来的《语文教学内容重构》，我也因此知
道了倪文锦先生，读了他与欧阳汝颖一起
主编的《语文教育展望》，之后又认识并通
读了韩雪屏老师、王尚文先生、潘新和教授
的所有著作。

我感谢这些前辈、学者的探索与思
考，让我在走上讲台之初就清晰地提出了

“以言语走向善与真理”的教学主张；语文
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是通过“立言”以

“立人”，人作为精神的存在，以“对话”实
现交互——与自身生命，与他者，与世
界。每一个个体生命因其出身、经历、内
在本性的不同，其在交互过程中阅读、思
考、行走、创造，以一己与他者、世界的共
在而生发、创造出新的存在的可能性，让
世界更加丰富而美好。

可能是缘于天性与其后种种际遇的幸
运，我对教育、语文教学有着本然的热爱，
也非常喜欢与学生在一起。这里，苏霍姆
林斯基也是我必须要提到的人物，由教育
科学出版社出版的《苏霍姆林斯基（五卷
本）》中第三卷中的“我把心给了孩子们”一
度成为我教育教学的座右铭；他的“教师的

时间从哪里来”，时至今日我都铭记：教师
的每一节课都要用终身的时间来准备。

生命的觉醒

如果说上述书籍的阅读与思考还有着
学院式的封闭与技术层面的局囿，又因为
自小读书不多而狭隘，乃至缺乏生命之于
历史、世界的格局与沉重，那么，接下来我
想说的人、经历与书籍，更深层次地引领了
我内在生命意识的觉醒。

2008年前后，我知道了郭初阳。他的
《愚公移山》《珍珠鸟》课例，颠覆了我对语
文教学的理解，整个心都明亮了起来，这是
智慧的课堂。

于是，他的《言说抵抗沉默》很快地进
入我的视野，我才意识到，原来教师的使命
不单单是学科本身，每一个个体生命都置
于更为宏大的历史与世界之中，就像我非
常喜欢的一部电影《楚门的世界》（《TRUE
MAN》），人唯有确知存在于一个真实的世
界中，方能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由。

2011 年，我结识了范美忠、梁卫星和
吴蓓老师，因为他们，我的生命是在 2011
年真正觉醒的。

2011 年初见范美忠时，他尚有锋芒，
直言不讳地评点一些名师的课堂是“高控”
的，而他主张“开放课堂”，认为课堂是师生
在一起探索其所不知道的过程，而非高度
的预设。10年来的读书经历，终于有一个
人在现实层面向我展现了平等、自由的对
话：教师不是先知先觉的权威，而是学生对
话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倾听、质疑、对话
才是课堂应有的方式，学习是唤醒内在生
命的激情，学生和教师在课堂这一场域同
时获得生命的发展。

过去读的书，《红楼梦》《非暴力沟通》
《小说的艺术》，鲁迅、托尔斯泰，一一从现
实意义上苏醒过来，何谓“尊重”“悲悯”“理
解”“倾听”“无分别”“生命存在的样式”“众
生平等”均被照亮了：没有基于学生心灵的
唤醒与点燃，没有关注孩子精神的奠基与
培育，没有形成作为人的独立思考的训练
与养成，人“为存在”的正名恐难实现。

也是在 2011 年，梁卫星老师的《成人
之美兮》由花城出版，这让尚属“幻想”世界
里的我又窥见到现实层面深层的“丑陋”与

“惨烈”，当梁卫星笔下的一个个人物——
贾老师、海老师、邹老师、苏老师们，在叙述
的展开中放下面具、褪去外衣，那一个个赤
裸裸的“魂灵”令我不寒而栗——黑暗的、
人性的、体制的、社会的、教育的，层层叠叠
的黑暗……深深鄙弃眼前的苟且与现实的
苍茫之余，我跟自己说，“我不要做自己憎
恶的人”。

吴蓓老师的《请让我慢慢长大》是指引
我进入华德福教育的第一本书。华德福教
育提出人是身、心、灵的统一，教育的使命
是“帮助孩子成为完整的人”“帮助孩子理
解自己，并照顾自己，培养他们对世上一切
事物的自然的爱”。这些观念从新的视角
让我与过往连接，完整的成长其根本上即

是我们自身内心的改变与行动；某种意义
上讲，我们的教育里关于“给予”“付出”“交
献”给这个世界以爱的教育是有限地，但人
作为自然之子、宇宙的存在的一部分，其又
理所应当与大地同在。也就是因为吴老
师，之后我阅读了大量人智学和华德福教
育方面的书籍，包括《人的普遍智识》《超越
生死门》等，也一直在关注、参与华德福教
育的相关活动。

研修班之后，我开始系列阅读蒋廷
黼、钱穆、殷海光、孙隆基、吴思等学者关
于历史、文化、政治方面的书籍，视域从个
体生命走向对整个历史、社会及制度的凝
视，《中国近代史》《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文化的深层结
构》《潜规则》成为影响我历史观、世界观
形成的重要读物。我开始读《通往奴役之
路》《给我自由！一部美国的历史》，与学
生们一起共读《动物农场》《民主·宪法·人
权》，推荐他们阅读林达、刘瑜、徐贲，一起
赶柴静《看见》的新书发布会视频，一起读

《看见》度过初三。
2013年暑假，我拿出自己10年的积蓄

开了一家书店，名为“点灯人”，旨在推广3至
18岁幼儿及青少年阅读，帮助孩子在“阅读·
思考·行走”中发现自己，从而努力做一个独
立、自由、更好的自己。我的书店里没有教
辅，不以盈利为目的，提倡亲子阅读、师生共
读，以“读书会”形式推广阅读，我想借此培
育读书的“小种子”，滋养“未来人”。

我的书店里有两本镇店书籍，一本是
我的同乡高尔泰先生的《寻找家园》，一本
是顾准先生的《顾准文集》。

彼时，我深切感知，一个自身得以启蒙
的人，才有可能突破所谓“教者”的局限，带
领学生一起探寻和建立常识，努力让学生
的生命不坠入如我之不忍回眸的青葱岁月
的空白。

但是不可否认，愈是了解生活的本质
和历史的悲凉，虚无感和绝望感亦时常啃
噬我的内心，对于自身生命与存在也产生
了诸多的不认同。

向死而生

2014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工作调动
到南京，随后开始了另一种新生活，一种
与我过去完全不同的城市生活。这个阶
段，我重读了帕尔默的《与自己的生命对
话》《教学勇气》，加缪的《西西弗神话》，圣
埃克絮佩里的《小王子》以及数本谈论死
亡的书——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
尊严》、欧文·亚隆《直视骄阳——征服死
亡恐惧》、陆晓娅《影像中的生死课》等。

多年来，一直盘亘在我心里的关于对
自身过往的蹉跎与自身弱点局限的不认
同，慢慢地开始弥合：我逐渐意识到死亡之
于生命的意义，是对存在的尊严与高贵的
照亮——人之存在的本质，是对虚无、荒诞
地直面与超越；生命的意义唯有在负责与
行动中才能被真正建构起来。正如西西
弗，推石上山，周而复始，永无止境，在荒诞
里超拔出生的意义；就像小王子，选择以死
作为代价的承担；一切事物的“完整性”本
身便是复杂、多样、矛盾的整体存在；唯有
始终保有一颗开放的心，以清晰的自觉，循
道而走，向着光行，或有一天泥淖里能生出
花儿来。

我跟自己说：向死而生。这是阅读与
生活给我的启示。

十本书

《透视课堂》
（美）古德、布罗菲 著

陶志琼 译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2年版

《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
李杏保 顾黄初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语文教育展望》
倪文锦 欧阳汝颖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石头记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
曹雪芹 著
脂砚斋 评

漓江出版社 2011年版

《小说的艺术》
（捷克）米兰·昆德拉 著

董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版

《寻找家园》
高尔泰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

《民主·宪法·人权》
费孝通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西西弗神话》
（法）加缪 著

杜小真 译
西苑出版社 2003年版

《与自己的生命对话》
（美）帕克·巴默尔 著

吴佳绮 译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2010年版

《了凡四训讲记：净空法师讲解》
袁了凡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0年版

曹刚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树人学
校语文教师。生于僻壤，未闻
诗书；大而好学，恐难有为；循
道而走，向着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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