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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 书

2018 年 10 月，在第七届全国全

民健身操舞大赛总决赛的赛场上，江

西理工大学健美操队再一次以出色

的表现勇夺五个项目全国冠军，该校

已在该项赛事上获得近百块金牌，成

为获金牌总数最多的代表队。这一

荣誉的取得，离不开该校健美操队总

教练陈力。

“尽力做到最好”

回忆起健美操队的发展经历，陈力

感慨颇深。2003年，为了给刚招收的社

会体育专业学生打造一个锻炼的平台，

学校成立了健美操队，指导老师便是健

美操专业毕业的陈力。这是他大学毕

业后到校工作的第三年，没有带队经验

的陈力内心有些焦虑，感觉如压重担。

“要做就要尽力做到最好。”当时的陈力

暗下决心。调研、学习、制定训练方案、

观看比赛视频，那时陈力把全部精力投

入到健美操队，每天将近 15 个小时与

学生在一起训练。

陈力对队员的训练注重稳扎稳打，

练好基本功。刚加入健美操队的队员

其实很多都没有接触过健美操，几乎

“零基础”，于是陈力一般先从速度、耐

力、爆发力等核心能力开始训练，每天

要求队员训练4个小时。“最初训练场没

有空调，一到夏天热的不行，一天训练

下来，把衣服上的汗拧下来用矿泉水瓶

都能装4瓶。”陈力感慨地说，健美操训

练非常辛苦，但学生们只能通过刻苦训

练提高自己，才会有回报。

健美操的舞蹈编排非常重要，陈

力对此有着自己的理解。“一个舞蹈应

该讲述一个故事，传递一些文化。”为

了让自己编排的舞蹈有内容、有故事，

陈力大量收集素材。不管听到什么，

或者看到什么，他都在思考是否能编

入舞蹈。为此，家人还笑话他“脑子里

只有健美操”。

“学生的事就是我的事”

江西理工大学地处革命老区赣州，

健美操队的成员80%以上来自农村，因

此有些队员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当

看到几名队员在寒冷的冬天还穿着单

衣，了解到他们为了节省伙食费天天吃

蔬菜时，陈力的心被深深刺痛了。由于

自己的家庭条件还不错，有些队员的家

庭贫困情况大大超出了陈力的想象。

于是他马上把自己工资的1/3拿出来给

几名学生买了棉袄，并找各种借口与学

生一起在食堂吃饭，给他们打荤菜。陈

力还积极发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一些

困难学生募捐。

就业是大学生步入社会的关键，

由于社会体育专业是新招专业，队员

们对就业都比较迷茫。为此，陈力注

重给每一位队员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为了给队员开辟就业市场，陈力只身

一人来到健身俱乐部市场比较成熟的

温州，隐瞒自己的身份去当地比较大

的一家健身俱乐部应聘实习教练。实

习教练的工资比较微薄，陈力便租住

在狭小的出租屋。由于专业技能过

硬，陈力很快得到了大部分会员的认

可。俱乐部的老板想提前结束实习

期，与陈力签订长期合同。这时陈力

才表明此行的目的：“我是为我的学生

来应聘的，请给我的学生一个机会，他

们非常优秀。”当了解到陈力的真实身

份和实习目的，俱乐部的老板十分感

慨:“有这么好的老师，学生肯定也不

错。”马上接受邀请，来到学校招聘。

健美操队员的专业技能和踏实精

神也很快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陈

力就这样，一步一步在浙江、福建、广

东为学生开辟就业市场。“学生的事就

是我的事。”在陈力看来，队员就是他

的孩子，他不仅要让队员们在学校学

得充实，也要在社会上站稳脚跟。数

字化体能训练中心“跑步猫”创始人、

曾经的健美操队员柳欣每每谈起陈力

便满怀感激：“没有陈老师给我们打下

的基础，就没有现在的我们。”

“感恩是最大的动力”

“我们每个人都要心怀感恩，这样

才有责任感，才能应对各种挑战。”这

是陈力每次给健美操队员集训时说的

话。在陈力看来，感恩是他前进最大

的动力。

2006 年，陈力的父亲突发肠癌。

得知病情的那一刻，陈力满是愧疚，

“自己陪家人的时间太少太少了。”那

时陈力非常想把工作放一放，多陪陪

家人，而当时正是健美操队备战奥运

啦啦操选拔赛的关键时期。

“不用担心，快去训练吧。”躺在病

床上的父亲反而安慰陈力。“陈老师，陈

伯伯就交给我们照顾吧，我们大家庭也

需要您。”胡鹏等几位已退役的健美操

队员纷纷赶来轮流照顾陈力父亲。有

了退役队员的帮助，陈力安心返回训练

场，这也更加激发了大家的热情。虽然

时隔 12 年，说起父亲的支持和队员的

帮助，陈力仍心怀感激，“我只有更加努

力才能对得住他们的支持。”

长年高强度的训练，让陈力的身

体开始“抗议”。2015年6月，在一次检

查中，陈力发现胸腔内长了两个肿

瘤。肿瘤的生长，除了疼痛，再没有给

他带来其他的影响，他依然带病坚持

指导队员训练。8月初，他的病情出现

变化，医生要求他必须马上接受手术

治疗，陈力这才依依不舍地告别他的

队员赶赴上海接受手术。即使是病床

上的陈力，仍多次通过微信进行远程

视频教学，指导队员规范动作。

手术后的陈力虽然身体虚弱，但

他力排众议坚持回到训练场，术后的

第四天便办理了出院手续。“在医院待

着那几天也没什么太大帮助，我的队

员需要我。”陈力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力与队员的

付出也有了回报，健美操队获得全国

比赛的冠军多达200多个，这其中最闪

耀的冠军当属2008年北京奥运会全啦

啦操总决赛冠军。健美操队连续三年

受邀参加央视《合唱春晚》的录制，并

深受现场导演和专家的高度评价。陈

力也先后获评健美操国家级裁判、“全

国宝钢优秀教师奖”及江西省“师德标

兵称号”。

“我希望健美操队能够走上世界

舞台。”谈到对未来的规划，陈力信心

满满。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

成长史”，是一句已经被说滥了的名

言。这句名言并非适用于所有人，但

是“回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能有

机会回顾自己的阅读史，总结对自己

影响最深的 10本书籍，总是一件很好

的事。读过的书，也像爱过的人，令人

回顾时心生感叹。

《郑渊洁童话全集》

我书架上最多的书是郑渊洁的作

品，从小学到中学，对于他的书，见一

本买一本。

这些年人们重新审视中国的儿童

文学作品，沈石溪、杨红樱、郑渊洁这

些最畅销的作家都备受质疑。方舟子

对郑渊洁的批评是语言粗俗、少儿不

宜、很黄很暴力。类似的批评不可胜

数，儿童文学的历史传统在这些愚昧

的批评声中被遮蔽了。《格林童话》《安

徒生童话》，古希腊神话和《圣经》，里

面其实也不乏很黄很暴力的东西。书

籍中这些今天的大人们认为“少儿不

宜”的内容，恰恰是孩子认识复杂世界

的必要组成。就是历史学者刘仲敬所

谓的“杂质”，没有杂质的作品的价值

是可疑的，正如人要吃五谷杂粮，而不

能只靠营养液活着。

作为一个创作量极高的作家，郑

渊洁作品驳杂，良莠不齐。但依然留

下了大量的经典。上学期的小说课上

我就带学生读郑渊洁的长篇小说《智

齿》，这部作品依然能够吸引我，打动

我，也吸引和打动我的学生，这就是经

典的力量。我很感谢郑渊洁，在我童

年时他就用自己的作品教我做一个善

良、正直、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

《格林童话精选》

《格林童话》是在人生不同阶段可

以反复阅读的作品，这很神奇。我在

10 岁的时候读，20 岁的时候重读，30

岁的时候再次重读，每次都能带给我

新的触动。

这本书是爷爷买给我的。当年西

北的乡下，一个普通的小孩，借这本书

进入了一个神奇的幻想世界。

多年后在图书馆上阅读课，我与

学生们聊这本书。聊“童话里讲的是

真的吗？”——童话于我们，可谓意义

深远，可以让人——无论是大人还是

小孩，跳出现实的局限，保有想象的

勇气。

保有想象的勇气，我们才不容易

被冗杂的生活淹没。

《三重门》

我读初中的时候，举国讨论“韩寒

想象”。这让我和同学们第一次对应

试教育产生了怀疑和否定——以前我

们可能只是有许多不满和抱怨，指向

的都是局部的细节问题。而韩寒的批

评不是指向哪个老师、哪所学校、哪本

教材，而是指向整个教育体制，这很了

不起，虽然今天看觉也许得很平常。

《三重门》的后记《穿着棉袄洗澡》

是当时非常火的一篇文章。促使我去

思考、反省，重新认识教育。

《李敖大全集》

李敖是一扇非常重要的窗口，他

身后的传统就是那个在我们的语文教

育中缺失了的世界。胡适、殷海光、雷

震……我是因为读了李敖然后又去图

书馆一本一本找胡适的书来读的。

我们中学课本中选的那些台湾作

家席慕蓉、张晓风、余光中等人的作

品，让人看到一个优美、有文化的台

湾。但是台湾文化“思想性”的一面确

实没有体现，而李敖作品中提到的那

些名字加起来是另一种“中国文化”。

我的批判性思维的教育，就是通过李

敖、胡适以及被他们影响的大陆学者

的作品来完成的。

《席慕蓉诗集》

人们对席慕蓉的诗歌有很大的误

会，以为就是一种小清新文化。其实

不然，你去看席慕蓉 40 岁以后的诗，

写殷海光的，写蒙古草原的，有沉郁大

气的气象。我至今都觉得席慕蓉的诗

歌和散文好。中学时，只要见到她的

书，就看，就买。清新优美的文字好像

容易模仿，以至于让大家觉得这种写

作很容易。其实是错觉，那些模仿她

的人，都没有达到她的水平。她作品

里的那种温柔、敦厚、和美，是能温暖

少年人的真正力量，也是我们现在文

化中所缺少的东西。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

我是哈利·波特迷，我的一些学生

也是。我是看着哈利·波特长大的，我

的一些学生也是。第一次接触哈利·

波特的时候，我还在读初中。

哈利·波特的主题其实非常严肃：

人要怎么面对邪恶、面对不义？这也

是我的视角。这既是一本成长小说，

也是一本政治小说。讲的就是正义与

邪恶、真实与谎言、自由与奴役的冲

突，也可以说是斗争。

书中的许多名词，比如“泥巴种”

“黑魔法”“神秘人”都非常有现实意

义。让人想到“乡巴佬”“禁书”之类的。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张宏杰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历史

学者。我的读书方法是：喜欢一个作

者或学者，就买他所有的书，反复读。

张宏杰的作品《大明王朝的七张

面孔》《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中国人

的国民性演变历程》都是批判中国文化

的。但是讲曾国藩的这本确实让人看

到传统文化中严肃、认真、顽强的一面。

一个人如何在恶劣的环境下做

事，并且能够把事情做成，曾国藩的传

记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经济为什么会崩溃》

对我而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本书。

在这之前，我只是一个文学青年，

在这之后，我才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经

济学学习，成为了一个有经济学思维

的青年人。

人不读经济学，不读正确的经济

学，很难真正地长大成人。我们只是

以为自己懂自由，以为自己懂责任，以

为自己懂天下大势。

正确的经济学，能治疗我们头脑

里的偏见和愚蠢。

我自己后来在中学教经济学，也

是以这本书为教材。非常好的经济学

入门读物，而且是最好的那一本。

《官僚体制·反资本主义
的心态》

米塞斯写了许多经典名著，其中

有《人的行动》这样的大部头。《官僚体

制·反资本主义的心态》其实只是他的

两本小书——小到合并在一起依然是

一本比较薄的小书。

但我认为，这反倒是米塞斯最重

要的一本书。它适合作为我们每一个

人的政治学启蒙教材，值得一遍遍地

阅读，并运用书中的方法去思考现实

问题。米塞斯其他作品哲学气、学术

气太重，这本书却是非常通俗易懂。

《权力与市场》

大师们的小册子，常常比他们的

大部头还要精彩。《权力与市场》就是

这样一本书。权力与我们每天的生活

到底是什么关系？权力对我们的影响

是怎么发生的？罗斯巴德给了我们一

个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社会问题。

我们许多人遇到问题特别喜欢呼

吁政府管一管。其实，管一管只会增

加政府的权力，管一管的长远结果是

什么？多数人是不具备分析能力的。

不客气地讲，没有经济学素养，分析社

会问题的人只是另一种文盲。

无论学校如何改革，网络如何发展，

书籍始终是我们自主学习、接受教育最

重要的路径。我们选什么样的书，就相

当于遇到什么样的老师。老师常常不能

选择，书籍却可以选择，这是值得庆幸的

事。我自己很感恩在成长过程中能遇到

许许多多的好书，虽然生活难免有很多

艰难困苦，但每次想到自己已经读了那

么多好书，就觉得生活足够美好。

健美操队的“金牌教练”
——记江西理工大学健美操总教练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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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亮,生于 1987 年，悦谷

学习社区教师，长期从事阅

读推广与青少年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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