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筅 教师书架
因为有一个爱读书的教育局副局长，

所以近 10 多年来，在我市教师队伍当中一
直自上而下地坚持开展读书活动： 年初，
“活动” 主持人负责选择并购买 3—4 本专
业书籍分发到校；年中，组织相关专家为教
师开展读书辅导；年末，要求教师上交读书
笔记，组织考试，并评选出百名“读书积极
分子”和百篇“优秀读书心得”。 刚开始，还
经常能听到一些反对读书的声音与牢骚，
但随着活动的持续深入与细节完善， 已喜
见身边爱上阅读的教师在逐渐增多。 由此，
我觉得， 改变教师阅读现状的方法之一应
是借助“活动”助推。

对于教师读书， 活动助推首先能帮助
个人克服始动之难。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
个老式的蒸汽火车头正停在铁轨上，有人
将一个小木块轻轻地放在火车轮子与铁
轨之间，让那木块紧紧地卡着火车头的轮
子。 随后，司机开始启动火车头。 只听见汽
笛高声响起，蒸汽火车头的烟囱开始冒出
浓浓的白烟 ，锅炉烧得正红 ，蒸汽火车头
的马力已然全开，可是蒸汽火车头依然丝
毫不动。 后来，试验者将木块拿去，火车才
轻松启动，并逐渐加快速度。 但当火车时
速达到 100 公里以上，别说是一个木块，就
是一堵厚厚的实心砖墙 ， 都能够冲得过
去！

在上述实验中， 当火车处于静止的时
候，只要一小块木头，就足以让火车寸步难
移。 作为教师，人人皆知阅读的重要性，然
而教师阅读的现状一直不容乐观， 主要原
因在于没有迈好从不读书到开始读书的第
一步，加之缺乏外力的督促，曾经勤奋的读
书人也逐渐远离了书本。 而我市的读书活
动较好地破解了这一困境， 通过专家帮忙
选书解决教师读书无从下手的问题， 继而
通过组织辅导和考试这一疏一堵的方式引
导教师有书必读。 刚开始，教师可能是被动
读书， 但至少拿掉了那块卡在成长车轮前
的“小木块”，让教师开始接近专业书籍。 然
后，十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教师的读书热
情呈加速度增长， 由被动读书到主动读书
的教师便多起来了。

活动助推还帮助读书人走出了另类之
嫌。教师能否爱上读书，氛围很重要。当周围
人群的每日话题总是围绕着一场赌牌的输
赢、一次网购的优惠、一些名人的花边新闻
等，那么，真正的读书人身处其间，就会显得
另类。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教师队伍中推进
读书活动，让教师的业余话题围绕读书与成
长主题展开，其实是对热爱读书的教师的最
大保护，进而成为带动教师读书的火种。

许多人总是认为真正的阅读应该是“个
人静养式”的阅读，而反感运动式地通过“活
动”去助推。 但笔者认为，相对于静待花开，
作为教育主管部门或学校负责人推动读书
活动的开展，更类似一种面向全体的主动出
击，唯有如此，大面积地提升教师阅读热情
才可成为现实。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梓山完小）

□ 高丽娜

筅 灯下漫笔

记得第一次看到古琴是在林青霞主演的电影
里。 俊朗的主角女扮男装手中挥舞着一把古琴，那怡
人情怀的古琴竟然可以化作一道利器。 它可以横放
在案，也可以竖抱在怀，操琴者看似随心所欲，但对
敌人的杀伤力却非常大。 我从未想过这音色醇美、深
沉、浓厚的古琴竟然声声杀气，夺人心魄。

印象里，弹古琴的场景应该是王维在《竹里馆》
里描绘的：“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 ”晚年的诗人隐居在蓝田辋川别墅时，
独自坐在一片清幽的竹林里，面对一琴，信手续续而
弹。 此刻，只有一缕明月仿佛知音般含笑倾听。 这是
文人式的闲情偶寄，清丽的诗句里，表现着一种清静
安详。

从此，我对这个乐器就上了心。 前些日子看贾平
凹的《白夜》时，对“夜郎”这个“闲人”倒是充满了好
奇：能上下左右逢源，但懂乐器。 夜郎与虞白关于古
琴的一番对话， 让人知道这座古城里还有这么多古
朴的人热爱着这些音乐。 尤其是对他们几个朋友能
在西京城墙上开音乐会的“雅事”充满了神往。 想象
着虞白操着古琴， 在清愁如织的姜白石的词曲间流
连回味着的情形……有人说， 夜郎与虞白的交流和
梦游里渗透着灵魂渴望回家的感觉。 “白夜”，说的就
是虞白和夜郎在白夜里的流浪， 也飘忽着古琴苍凉
的幽怨。

我特别喜欢古琴的音色， 犹然记得 2008 年在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随着那一幅幅巨型画卷的展

开，一首空灵婉转的古琴曲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文
化的渊源绵长。 那声音婉转中不失深沉浓厚，浓郁
中不失淡雅，让人领会到一份高洁而典雅的气息和
古朴而醇美的气韵，犹如一朵朵凝聚了无限魅力的
古莲，芬芳四溢，余韵无穷。 那一声声空灵明澈的声
音，仿佛天籁般击打着人们的灵魂 ，将上下几千年
的文明讲述得回肠荡气。 我因而对古琴的兴趣是越
发浓厚了。

据史书记载，古琴，亦称瑶琴、玉琴、七弦琴，是
中国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相传至今已有 3000 多
年的历史。

古琴在古人心目中是神秘而有灵魂的。 古人弹
琴，要沐浴、更衣、焚香、静坐。 这是对古琴的珍重，也
是对古琴的敬意。

遥想当年 ，风吹竹林 ，归鸿远去 ，嵇康抚琴而
坐，眺望着苍茫四合的暮色，一曲《广陵散 》渐渐地
在魏国的大地上响起。 这个好弹琴与善打铁的玄学
家和流行音乐家，在魏风华先生的眼中，是有着“远
观时大线条很粗、近观时小线条很细 ”的独特气质
的。 然而，广陵绝响，却成了后世文人学者心中永远
的痛。 “稽中散临刑东市，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奏广
陵散。 曲终曰：‘袁孝尼尝从吾学此曲，吾靳固不与，
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
许。文王亦寻悔焉。 ”这是《世说新语》中给我们留下
的一抹历史的背影，带着魏晋文人的风骨 ，与我们
隔空相望……

黄昏里，听着一曲曲琴音，人的心情也会变得沉
静下来，让你领会到一份典雅和静谧。 一个个真情淋
漓的音符，或飘逸、洒脱，或柔美、苍郁，无一不给人
一个丰赡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这古典中的苍凉，让听
者的灵魂在七弦流转的气流里，款款地站出来，活生
生地走近你我， 歌咏着曾经远逝的漫漫流年与苍茫
人生，带着缠绵中的忧伤。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四明中学)

回不去的故乡
朋友从北京回来， 这是他 6 年来第一次踏上故

乡的土地。 我问他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他说故乡变
了。 我没有继续求证这个“变”的含义，但还是从他落
寞的表情里依稀读出了一点什么。 那是一种无法稀
释的疏离感， 好像故乡把他用一个礼貌的托词拒在
了门外。

他把村庄翻了个底朝天， 但仿佛有双无形的手
在他记忆的铜墙铁壁上动了土， 美丽乡愁的天空蓝
得不再那么纯粹了。 于是，他索性闭门不出。 故乡的
院子里有一棵枣树，老干虬枝，盘曲错节。 他想起过
去打枣的情景，竿子一挥，坠落如镝。 但似乎自从离

开了故乡，枣树也变得吝啬起来，不再供奉如初。 问
一个本家，说是等不到果子膨大变红，就被村里的小
小子们逾墙偷去，根本看不住。 原来如此。

我问他在北京发展如何？ 他说要想在钢筋水泥的
北京扎下根来谈何容易。 这些年他频繁地跳槽，在北
京这个蚁巢里飘了 6 年， 也只是一个工蚁的角色，而
且似乎只要稍有懈怠，就会被人顶替，把他拍在“沙
滩”上。北京除了人以外，什么都贵。一个职位，外面可
以排成一条长龙。 还有人不按规则出牌，振振有词地
选择插队。但这就是北京。你的普通话虽好，恰恰说明
你不是北京人。 北京人有自己的乡白，京腔京调京韵，

那是老北京人摆的谱儿，一个外乡人最多照猫画虎。
朋友打了一个喷嚏，他说故乡真冷。 我不否认。

北京有暖气，室温如春。 但在我们这儿的观念里，人
只能适应大自然的脾胃。 这就可以解释雨季伞也会
滞销的原因。 当然，我们的观念也在变，只是像只蜗
牛，爬行得很慢。

我很同情朋友，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困境。 回
乡的路这段曾经最美的风景风光不再了。 我们依然
在每个团聚的日子奔波在这条路上， 也许只是因为
我们无处可去。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定陶县实验中学）

□ 孔金泉

筅 听 音

琴中古曲是幽兰

筅 物 语

李 杨 湖北省武汉市育才第
二小学语文教师 从教 16 年来，她一直
热爱三尺讲台， 喜爱那一群群活泼可爱
的孩子。 与孩子相处时，她亦师亦友，充
分理解和尊重每一位学生。 努力做到让
学生“亲其师，信其道”。

兴趣爱好：旅行、读书、写游记。
教育理念：教育的秘诀是尊重学生。
人生格言：敢于面对现实，勇于承担

责任，才会不断进步。

筅 阳光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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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光潜

我是一个书虫，十余年寒窗苦读，十余年
教坛耕耘，尽与书打交道。 我对书情深意浓，
任凭窗外流光溢彩，我自安坐书桌，不是“万
般皆下品”式的清高，亦不是“书中自有颜如
玉”般的痴呆，只为享受那份读书之乐。

常忆学生时代，每逢周末和假期，我总会借
来一摞图书，痛痛快快读一回。 那时，虽说条件
艰苦，但苦中有乐。 盛夏，我畅游书海，汗湿衣衫
浑然不知；隆冬，我挑灯夜读，寒风呼啸充耳不
闻。 那种方式叫速读，酣畅淋漓，一醉方休。

师范毕业后，我从事语文教学，并自学了
本科汉语言文学专业。 这是动力，也是招牌，
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广涉各类书籍。 期间，我养
成了睡前读书的习惯，或埋头青灯下，或斜倚
床枕边，每日必读十几页，然后引颈直腰，伴
着书香入眠。 这种方式叫品读，细细咀嚼，有
滋有味。

如今，我不可一日无书。 平日里，我是学
校图书室的常客；但凡进城，我逢书店必进，
如同在沙漠中发现了绿洲。 手头拮据时，我就
到二手书摊淘宝。 学生时代那些想读而未读
的书，或是因囫囵吞枣而留有遗憾的书，我现
在得以一一补偿。 徜徉其中，反复摩挲，爱不
释手。 这种方式叫回读，历久弥香，回味无穷。

假期里，别人忙着规划旅程，我则沉浸于
书海，且振振有词：纵横天地间，潇洒走一回！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一杯茶的工
夫可以游览一处名山， 一日之内能够环游世
界。 从北平的小羊圈胡同到湘西的边城世界，
我饱览了各地风情； 从战前的运筹帷幄到沙
场上的金戈铁马，我追溯过历史风云；从《史
记》中的楚霸王到《红楼梦》中的林妹妹，我结
识了形形色色的人物。 透视社会百态，体验人
情冷暖，喜怒哀乐，如临其境。 书中旅行，既无
颠簸之苦，又免窘困之态，自由掌控，悠哉游
哉，何乐而不为？

读书需要时间和精力，时间有限，就要量
时择书；精力有限，就要量力择书。 假期我选
长篇，双休日读中篇，零星时间看报纸杂志。
一篇小品文只需四五分钟，若有一刻钟，我会
选读一篇短篇小说。 酣眠固然不可少，小憩也
别有风味。 身边没书时，我会静静地闭目“反
刍”，怡然自乐。 平日里，不管有多忙，我总有
读书时间。 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时间就像海绵
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我勤于买书，且敝帚自珍，积攒的书摆满
了书架。 有这些良师益友相伴， 我快乐而充
实。 妻常拿我打趣：“咱家居室寒碜，书橱倒有
两个。 ‘书中自有千钟粟’，你咋吃成‘麻秆’模
样？ ”我笑着回应：“我是铁杆书虫，为书‘衣带
渐宽终不悔’！ ”

打开一本书，犹如推开一扇门。 疲倦的时
候，读书让人放松；闲暇的时候，读书让人充
实；烦躁的时候，读书让人解脱；兴奋的时候，
读书让人理智……读书让心灵启程， 从一个
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从一个生命，走向另一
生命。

与书结缘， 开卷有益。 我从书中汲取营
养，激发灵感，工作因读书而亮丽。 “腹有诗书
气自华”，三尺讲台，我海阔天空，得心应手；
工作之余，我勤于总结，笔耕不辍。 天道酬勤，
我的一些“豆腐块”陆续见诸报端。 试想，当一
个爱读书的人，读到自己散发着墨香的作品，
那心情怎一个“悦”字了得？

“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眼
前直下三千字，胸次全无半点尘”。 读书的境
界就像禅师在参禅，一杯清茶，一本爱书，置
身书中，心随书动，宁静和谐。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安兴
中心小学）

心随书动
□ 刘加闯

□ 亓 芳

“教师就应该读书， 教师就应该是个读书
人。”这是社会大众为教师群体所粘贴的一个标
签。 《上海中小学教师读书现状》出炉后，用 42
组数据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当下教师的读书现
状，可谓“窥一斑而知全豹”。 对这样的结果，既
在意料之外，又属意料之中。 从职业特点看，相
较于社会的其他群体来说， 教师应该更注重或
更乐于读书。然而，在当前社会浮躁功利之风的
浸染下，教师们往往为名目繁多的检查评比、竞
赛活动、职称评聘所困扰，天天忙得不亦乐乎，
哪有时间静下心来读本书呢？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教师读书少固然有其
客观因素，但说到底还是“想不想”和“愿不愿”
的问题。

如果一个人真的想去读书 ， 那他就一定
会千方百计地去抠时间、挤时间。 如果你有时
间拿着手机刷微博 、聊微信 、玩游戏 ，那就一
定会有时间读会儿书。 记得一份关于各国国
民读书量的调查说， 犹太人平均每人每年读
65 本书，而中国人平均每人每年只读 5 本，这
还包括教科书。可以想象，两个阅读量相差 12
倍的民族之间，在未来会有何种层次的竞争 ？
这其中，承载着民族的未来和希望的我们 ，自

己真正读了几本？ 又为自己的学生做出了哪
些有效的示范和引导？

一名合格的教师， 首先要具有全面的知识
和专业素养。 作为肩负“传道、授业、解惑”重任
于一身的教师，只有依托大量阅读，才能让课堂
更加丰富，更加有效。为此，“多读书、读好书、会
读书”，应该是教师的一项基本要求和技能。 真
正让读书成为自己生活中的一种习惯， 通过读
书汲取知识营养、 提升素质， 通过读书开阔视
野、启迪心智，通过读书学会思考、沉淀智慧。

科学证明， 一个行为或动作如果坚持 21
天，那么它就会变成一种习惯。 读书亦然。 良好
的读书习惯，依靠的还是个人的毅力和坚持，切
忌“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如果我们每天都能保
证一段读书的时间，哪怕只有 30 分钟，日积月
累下来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多年来，我习惯在
客厅、卧室、办公室或手提包里放一本书，闲暇
的时候放下手机和电脑，捧起书本，闻着墨香，
放松心灵，享受与纸张亲密接触的时光，陶醉于
书山瀚海的宁静和惬意。

一个好教师，应该善于阅读、博学多才、充
满智慧。 但知识的获取和阅读的范围，不应只
局限于专业图书和参考书籍， 小说、 散文、杂

谈、评论等，都可以从中解读出值得学习和借
鉴的地方。

有些人狭隘地认为 ， 教师不同于一般的
读者，应该具有明确的“功利”目的，要读就只
读那些专业的书籍。 对此，我不敢苟同 ，这一
观点刻意歪曲了阅读的实质 。 为完善自己的
知识结构， 确实该多读一些专业书籍和理论
著作 。 但我对读书的选择标准就是读好书 。
“好书 ”就是自己喜欢的书，只要能启迪智慧、
升华思想 ，只要能愉悦身心 、陶冶情操 ，只要
能让人敞开心扉，不管是经典名著还是报刊 ，
都是好书。 对于那些自己确实不感兴趣的书
籍，就潇洒地抛弃在一边。 不喜欢读就不读 ，
干吗非要做一个不懂装懂、人云亦云的 “伪书
虫”呢 ？ 切莫忘了，阅读的目的在于让人学会
思考，而不是简单地驮着书转圈，愉快才是读
书的基本标准。

朱永新说过：“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没
有真正的教育”。 对此，我特别认同。 我认为，一
个不爱读书的教师应该也不会被他的学生所喜
欢吧！

人生路上，我读书，我快乐！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莱芜市实验小学）

“阳光教师”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zgjsbjssh@vip.163.com

准教师的教育故事（九）
筅专栏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132）

在邢台市第三中学的 15 名顶岗实习教师
中，宋姗算是最特殊的一位了，因为与那些大三
的学弟、学妹们不同，她是河北师大外国语学院
在读二年级的研究生， 这样的情况在整个 19 期
顶岗实习学生中也为数不多。

一天下午，在张利青副校长的办公室，我见
到了宋姗。 她圆圆的脸庞，大大的眼睛，一身比同
龄人略显简朴的装束，一脸灿烂的笑容。 在张副
校长的一再招呼下，她才带些羞涩地坐在了我的
对面，和我讲起了她的故事。

上学的时候，宋姗的英语成绩是最好的。 因
而高考报志愿时，她的第一志愿就是英语，可是

天不遂人愿， 她被一所地方院校的法律系录取
了。 那时候她就是非英语不学，因此无奈之下，选
择了复读。 第二年报志愿时，由于担心单学英语
就业面太窄，所以选择了国贸这个专业。 “如果当
初选择英语的话，也许现在许多事情就截然不同
了。 ”宋姗对当初没有选择自己最喜欢的英语专
业感到遗憾。

大学期间，由于学校对英语不够重视，因此宋
姗只能靠自己课下努力， 她常常跑去旁听自己喜
欢的英语专业的课，向他们请教问题。 也会经常去
听英语讲座，但凡是跟英语有关的，她都特别感兴
趣、特别喜欢。

上大三的时候，宋姗报考了剑桥商务英语中
级，那时河北师大是全省的报考点之一。 宋姗说，
“当我看到河北师大整齐、宏大的校园，就被这里
深深地吸引了。 后来参加面试，看着师大教师口
语流畅，浑身散发着优雅的气质，我突然特别想
成为和他们一样的人。 ”从那时起，宋姗坚定了信
心， 一定要报考河北师大外国语学院的研究生，
将来做一名优秀的英语教师。

皇天不负苦心人。 如今，宋姗不仅已经成为

河北师大万千学子中的一员， 而且也已经走上
讲台，成为一名准教师。 当我问她，为什么选择
邢台市三中作为自己的实习地点时， 宋姗更是
直言不讳。

“本来我可以回到我的高中母校实习，那里
也是个实习点，况且离家也比较近。 但是，我还是
选择了三中，因为这里是外国语高中，外语文化
氛围较浓，最适合我的专业发展。 再说，这里也是
我的初中母校， 我的外语兴趣就是从这里产生
的，也是这里的恩师们激发、培养的。 ”

宋姗回忆道：“我小学毕业时的英语基础基
本为零。 但三中是外国语学校，对英语比较重视，
英语教师很好，学习材料很多，还有外教。 所以第
一次月考，我就考了个好成绩，受到了老师在全
班的表扬，这就是我喜欢英语的起点。 ”

宋姗的学习经历再一次证明，“兴趣” 的培养
是多么重要，“兴趣”不仅是学习的动力，更是终身
职业生成与发展的基础。 宋姗因三中的英语教学
环境和英语教师而喜欢上了英语， 又因英语而喜
欢上了师范大学， 进而又喜欢上了教师这个神圣
的职业。

不做“伪书虫”

筅 “阅读典范”大讨论

红叶的密码
� 红叶如花，远瞩似火。

每逢深秋 ，我都要抽出时间 ，走向山野 ，只为
那一片红叶，近观或者远瞩，别样的情愫洋溢在胸
腔，早已休止的诗意的细胞，又被这山野的烂漫与
浪漫鼓荡得不能自持。 如果实在抽不出时间，我也
要走向身边的三台山，静坐在红叶飒飒的山坡上，
凝望红叶在秋风中翻转，偶尔悠然地飘落。 这样的
天气 ，一般都是十分晴朗的 ，天高云淡 ，蓝天 、白
云，如诗如画。

三台山的植被虽然丰富，物种多样，却非所有
的树都会生出醉人的红叶。 常见的有三种，一是枫
叶，二是俗称“呵呵笑”的叶子，还有漆树叶。 它们
并非同时红遍山冈，仿佛三月的花朵次第开放。

寻找红叶的过程， 恰恰是一种暌违已久的体
验。 从初秋的翠绿，到仲秋的浅红，再到深秋的绯
红，我一直在感受树叶内在的情怀。 似乎每一片红
叶都有一把密钥，只有正确地对上了密码，你才能
听到来自它脉搏深处的吟唱，你才能看到它茎脉细

微处醉人的隐秘，宛若至美的情人，“最是那一低头
的温柔”。

我懂得红叶生成的物理原理 ，可我不知道红
色素里暗藏了怎样的密码 ？ 它要给人类传递什么
样的信息 ？ 我们如醉如痴地热爱红叶 ，红叶也热
爱我们人类吗 ？

三台山的红叶，与家乡的别无二致。它们在秋风
中耀眼地漫射骄阳， 仿佛故乡的旗帜在召唤我回家
看看。 回家看什么呢？ 无非是看看如红叶一般的母
亲。红叶是秋天最美的情人，母亲是每个儿子心中最
伟大的情人， 而儿子却是母亲在红叶烂漫的秋天里
放飞的风筝。她知道你跑不远，因为你的心永远拽在
她的手里。松一松，你就远一点；放一放，你就靠近一
些。所以，我每次赶到三台山看红叶，必然想起母亲，
想起那个在乡间劳作一辈子的女人。 她是一个专门
为别人制造幸福的人， 就像红叶一样耀眼， 转瞬即
逝，永远让你刻骨铭心。

可是如今，三台山的红叶几乎没了。它的自然植

被已不适合城市，所以被人工改造了。它由当初命名
的森林公园变成了功能更加广泛的城市性公园了，
人为地丧失了“森林”的属性。值得庆幸的是，还有几
棵枫树掩埋在绿树丛中。秋天起，它依然可以展示如
醉如痴的风采，尽情而浪漫地开放。

面对秋天的红叶，我想知道它的密码。 那些扶
苏的绿叶，竟然在我们需要的时候，一夜之间变得
红彤彤一片。 我们期盼季节的变换，更渴望季节变
换带来的色彩变幻。 如果所有的城市绿叶，永远的
绿着，甚至看不到地上的落叶，这座城市的色彩是
你所想要的吗？

秋天的红叶，多么像新娘的红盖头，在秋风的怂
恿下，恨不得自己一下掀开，却被秋声惊吓，戛然而
止。秋天的红叶，撩拨得每个人都想揭示内心的隐秘
世界，譬如我，就是把秋天的红叶当作自己最美的情
人，耳鬓厮磨，缠绵悱恻，夜夜都有它的梦———绯红
色的，秋天的梦！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池州市杏花村中学）

前些日子，友人打来电话，让我为其想一
方有关读书方面的闲章印文，我脱口而出：“坐
下来读书，如何？ ”他说好。 虽是大白话，但有内
涵。就像冬日餐桌上的萝卜白菜，清香爽口。话
虽如此，可惜现在能坐下来读点书的人，实在
是少得可怜。 除了被五光十色的社会所迷惑，
人们之所以不能坐下来读书，恐怕还在于没有
体会到读书是件幸福的事吧。 这让我想起了莫
言先生关于“读书幸福”的一则往事。

莫言先生少时爱读书是出了名的。 在小
学三年级时， 他就读了 《三国演义》、《水浒
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作品。 他写过一
篇《童年读书》的文章，记述了自己在童年时
代迷恋读书的情形：“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
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
钻到草垛后， 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 《青春之
歌》看完了……我听到羊在圈里狂叫，饿的。
我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一顿痛骂或是痛打。
但母亲看看我那副样子，宽容地叹息一声，没
骂我也没打我， 只是让我赶快出去弄点草喂
羊。 我飞快地窜出家院，心情好得要命，那时
我真感到了幸福。”这样的幸福是莫言追求文
学事业的一粒种子， 他今天所获得的世界级
文学大师的地位， 完全与他坚持读书和写作
有关。 在作家的眼里，读书不是负担，而是一
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我是喜欢读点书的。 参加工
作以后，我没什么其他特别的爱好。 为了排遣
孤独和寂寞，没事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于孤
寂长夜青灯相伴尽情读书。 日子虽然清苦了
一些，但从阅读中感受到不同作家的思想和乐
趣，了解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历史，渐渐感到
一个人的生存空间、 一个人的思想和性情可
以因为阅读而改变……跟莫言先生不一样，
我是慢慢体会到读书的幸福的。

清人张潮在《幽梦影》里说：“有工夫读书
谓之福；有力量济人谓之福；有学问著述谓之
福。”读书是福。因为读书，我们在获得知识的
同时，改变了命运，改变了生活，改变了自己；
因为读书，我们的心灵不会寂寞，精神不会空
虚，光阴不会虚度，人生不会平庸；因为读书，
我们的内心更加清静，对待人生更加淡定，我
们在遭遇困惑的时候会更加平静。

读书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读书也是一件
需要坚持的事， 充分享受读书的幸福则是让
书籍伴随整个人生。 一个人若能在生活安定
之后不带功利性地坚持读书， 可以算是一个
爱读书的人。当今社会，这样的读书人委实不
多。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奇怪，都是读书出来
的人，为何后来不爱读书了呢？ 有人说，是这
个社会诱惑太多和读书无用论导致的。显然，
这是一种极不健康的社会现象。 爱读书的人
少了，干荒唐事的荒唐人就多了。

读书的幸福就是让自己远离荒唐， 做一
个高尚的人；读书的幸福就是治愚、立德、生
爱心、生慧心，培养自己儒雅的气质；读书的
幸福就是不断充实自己的心灵……我一直认
为：人生至乐莫如读书，有工夫读书是最有福
气的事情。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祁门县祁山小学）

读书是福
□ 凌 亮

清晨的箕子湖被寒冷包围着， 蜿蜒
小径上覆了一层薄霜。 透过蒙蒙雾色隐
约可见箕子读书台高高地矗立在湖的一
角，仿佛能看见台上摇曳的灯光，听见琅
琅的书声。 但，这只是想象罢了，四周一
片寒寂，星光闪烁，旷野无边。 直到一群
人的到来，打破了这儿的宁静。

这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人， 有骑自行
车的，有步行的，陆陆续续赶到这里。 一
到，寂静的旷野就欢腾起来，俨然成了喧
闹的集市。这是一群特殊的人群，风风火
火来到，车子一停，稍事活动就扑腾一声
跃入湖中。这是一群游泳爱好者，每天黎
明都会准时出现在这里。

当小城还在熟睡的时候， 这里掀起
第一声欢腾； 当雨后小径画出一道道车
辙的时候，人们已踏上征程；头上高擎的
矿灯照向箕子湖， 一把把雨伞撑向箕子
湖，一个个黑影来到箕子湖。

我听说过冬泳，想象过冬泳的豪壮，
但当真正冬泳的场面一下子出现在面前
的时候，还是在心里引起不小的震撼。游
泳是戏水，冬泳就不简单，如果把冬泳定
格在每一天，每一个早晨，风雨无阻坚持
不懈，就更不简单，那得需要怎样的勇气
和毅力。想不到一群人，对一片湖如此钟
爱， 想不到一群人把一项运动坚持得如
此完美， 把一项极限运动完成得如此平
淡，如此坦然，像风生水起，风去无痕，一
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在读书的路上，在教书的路上，在为
人为学的路上，总以为自己孜孜以学，诲
人不倦，总以为自己谦逊诚朴艰苦卓绝，
也总以为自己付出多回报少， 而忘记了
在喧嚷的市井中，在各行各业的人群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片湖。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西华县第二实
验中学）

晨曦的冬泳
□ 张 明

筅 风 情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 ”教师读书少固然有其客观因素，但说到底还是
“想不想”和“愿不愿”的问题。 自从本报开展“阅读典范”大讨论以来，许多读者纷纷来稿。 本期，让我们一
起分享他们的读书之思，读书之乐。

破解始动之难
□ 王辉庆

《救忘录》
陈日亮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以每日
平 均 读 五 千
言计，读过之
后，忘掉的简
直 几 乎 也 就
是这个数。 ”
为此，特级教
师 陈 日 亮 展
开了个人“救
忘 运 动 ”，而
这 本 《救 忘
录》就是他“救忘”之成果。

书中记录了先生几十年零散
的阅读所感、 听课所悟及教学改
革之思考，涉及文史、哲学、教育、
文学等诸多领域。 除了在“怎么读
书”这个问题上，可以给予教师朋
友启迪，还可以引发关于“读书为
何”的思考。

《语文四界》
郭锋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书为教坛深耘之所得 ，全
面 展 示 了 作
者 在 语 文 教
学 、 写作 、科
研 以 及 考 试
命 题 等 四 方
面 一 丝 不 苟
的 尝 试 和 探
索 （书中谓为
“ 语 文 四
界 ”），传递了
一位语文教师对语文教育深刻而
真切的理解和诠释。 从初登讲台
精益求精教学之 “术 ”，到衷于情
怀与同业者共悟教学之 “道”，思
索的轨迹、成长的轨迹，在本书中
悉数共享。 尤值一提的是，语文开
卷考试、 课内外衔接等广受学界
关注的语文改革， 也在书中留下
了个性化的完整记录。

生活、课文、文学、文化，语文
至美 ，美在四界 ；乐教 、乐学 、育
己、育人，四界所及，何止语文。

“教师口袋书”
斯坦利 等著 范玮 等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围绕学生
发展的方方面
面， 六本开本
别致、 内容生
动的口袋书 ，
以浓缩的教育
智慧、 翔实的
活动参考 ，对
中小学一线教
师面临的各种
问题， 如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学
习兴趣的激发、学生情商的有效提
升、个性化教学的开展、家校教育
的有效结合、天才儿童培养等予以
指导，为一线中小学教师带来不一
样的阅读体验和收获。

“教师如何成为阅读典范”征稿
面对教师阅读的现状，作为教师的你，是否有话要说？你的阅读时间去哪儿了？你又面

临着哪些阅读困境？ 你所在的区域或学校，教师阅读现状又是如何？ 对于改进教师阅读现
状，你又有哪些建议……

我们欢迎你就各类问题“吐槽”，更欢迎你提出行之有效的建议，更期待一直坚持
阅读的你、学校、区域提供宝贵的经验，只为使“教师成为阅读的典范”。

来稿请注明“阅读典范讨论”，邮箱：zgjsbjssh@vip.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