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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1960—），当代作家，代表作品有小说《活着》《许三观卖
血记》等。

这是余华的一篇随笔，是他对师傅威廉·福克纳的致敬之作。
余华对人物的心理描写，有一个例子。《活着》里，福贵和家珍

在儿子有庆的坟前——“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
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

文末写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是《百年孤独》的作者，这是和
威廉·福克纳一样伟大的小说家。用马尔克斯对福克
纳的敬爱来写余华自己对师傅的敬爱，真有意思。

了解这样的师承关系，是有意义的。应该读读余
华的小说。当然，还有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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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班磨合期
□杨亚昆

教育妙招

带一本书上路
□邹克波

悦读·话题

一九九九年的时候，我有一个月的
美国行程，其中三天是在密西西比州的
奥克斯福，我师傅威廉·福克纳的老家。

影响过我的作家其实很多，比如川
端康成和卡夫卡，比如……又比如……
有的作家我意识到了，还有更多的作家
我可能以后会逐渐意识到，或者永远都
不会意识到。可是成为我师傅的，我想
只有威廉·福克纳。我的理由是做师傅
的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应该手把手传徒
弟一招。威廉·福克纳就传给了我一招
绝活，让我知道了如何去对付心理描写。

在此之前我最害怕的就是心理描
写。我觉得当一个人物的内心风平浪静
时，是可以进行心理描写的，可是当他的
内心兵荒马乱时，心理描写难啊，难于上
青天。问题是内心平静时总是不需要去
描写，需要描写的总是那些动荡不安的
心理，狂喜、狂怒、狂悲、狂暴、狂热、狂
呼、狂妄，狂惊、狂吓、狂怕，还有其他所
有的狂某某，不管写上多少字都没用，即
便有本事将所有的细微情感都罗列出
来，也没本事表达它们间的瞬息万变。
这时候我读到了师傅的一个短篇小说

《沃许》，当一个穷白人将一个富白人杀
了以后，杀人者百感交集于一刻之时，我
发现了师傅是如何对付心理描写的，他
的叙述很简单，就是让人物的心脏停止
跳动，让他的眼睛睁开。一系列麻木的
视觉描写，将一个杀人者在杀人后的复
杂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害怕心理描写
了，我知道真正的心理描写其实就是没
有心理。这样的手艺我后来又在重读陀
思妥耶夫斯基和司汤达时看到，这两位
我印象中的心理描写大师，其实没做任
何心理描写方面的工作。我不知道谁是
我师傅的师傅，用文学的说法谁是这方
面的先驱者，可能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
物，也可能是个无名小卒，这已经不重要
了。况且我师傅天资过人，完全有可能
是他自己摸索出来的。

所以我第一次去美国的时候，一定
要去拜访一下师傅威廉·福克纳……

现在威廉·福克纳是奥克斯福最值
得炫耀的骄傲了。不管在什么地方，只
要谈到美国文学，人们都认为威廉·福克
纳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可是

在奥克斯福，后面就不会跟着“之一”，奥
克斯福人干净利索地将那个他们不喜欢
的“之一”删除了。

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威廉·福克
纳这个曾经被认为是二流子的人，一直
是美国南方某种精神的体现。比尔·克
林顿还在当美国总统的时候，曾经和加
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威
廉·斯泰伦一起吃饭，席间提到威廉·福
克纳的时候，同样是南方人的克林顿突
然激动起来，他说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经常搭乘卡车从阿肯色州去密西西比州
的奥克斯福，参观威廉·福克纳的故居，
好让自己相信，美国的南方除了种族歧
视、三 K 党、私刑处死和焚烧教堂以外，
还有别的东西……

在奥克斯福最有意思的经历就是去
寻找福克纳的墓地。美国南方的五月已
经很炎热了，我们开车来到小镇的墓园，
这里躺着奥克斯福世世代代的男女。我
们停车在一棵浓密的大树下面，然后走进
了耸立着大片墓碑的墓地。走进墓地就
像走进了迷宫一样，我们看到一半以上的
墓碑都刻着福克纳的姓氏，就像走进中国
的王家庄和刘家村似的，我们在烈日下到
处寻找那个名字是威廉的墓碑，挥汗如雨
地寻找，一直找到四肢无力，也没找到我
的威廉师傅。最后觉得差不多所有的墓
碑都看过了，还是没有威廉，我们开始怀
疑是不是还有别的墓园。

中午的时候，我们和密西西比大学
的一位研究福克纳的教授一起吃饭，他
说我们没有找错地方，只是没有找到而
已。吃完午饭后，他开车带我们去。结
果我们发现福克纳的墓地就在我们前一
次停车的大树旁，我们把所有的远处都
找遍了，恰恰没有在近处看看。

我在威廉·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下
来，他的墓碑与别人的墓碑没有什么太

大的差别，旁边紧挨着的是他妻子的墓
碑，稍稍小一些。我千里迢迢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看一眼我师傅的墓地，可是当
我看到的时候，我却什么感觉都没有。
只是觉得美国南方的烈日真称得上是炎
炎烈日，晒得我浑身发软。现在回想起
来，我这样做只是为了完成一个心愿，完
成前曾经那么强烈，完成后突然觉得什
么都没有了。

那位研究福克纳的教授在吃午饭的
时候告诉我们，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人
来到奥克斯福，来看一眼威廉·福克纳的
墓地。接着这位教授说了一个真实的故
事，他说差不多是十年前，一个和福克纳
一样身材粗短的外国男人来到了奥克斯
福，他是坐着美国人叫“灰狗”的长途客
车来的，他在那个比邮票还要小的小镇
上转了一圈，然后就去了福克纳的墓地。

有人看见他在福克纳的墓碑前坐了
很长时间，他独自一人坐在那里，不知道
他说话了没有，也不知道福克纳听到了
没有。后来他站起来离开墓地，走回小
镇。当时“灰狗”还没有到站，他需要等
待一段时间，就走进了小镇的书店。

美国小镇的书店就像中国小镇的茶
馆一样，总是聚集着一些聊天的人。这
个外国老头走进了书店，他找了一本书，
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来，安静地读
了起来。小镇上的人在书店里高谈阔
论，书店老板一边和他们说着话，一边观
察角落里的外国老头，他总觉得这个人
有些面熟，又一时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
见过这张脸。书店老板继续和小镇上的
朋友们高谈阔论，他说着说着突然想起
来这个外国老头是谁了，他冲着角落激
动地喊叫：

“加西亚·马尔克斯！”
（选自余华《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

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去一座孤
岛，只能带一本书，你会带什么书？”

答案，自然是多样的。
有人说，带一本《圣经》，那里面的智

慧是永远读不完的；有人说，带《瓦尔登
湖》，恬淡的生活会让你忘记孤独；有人
说，带《小王子》吧，每读一遍都会有不同
的思考……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本书，一本能陪
伴时光的书。面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答
案。大概是看过的书太少了，或许是我
还没遇到那本能陪伴我一生的书吧。但
是，书对于我来说是个不离不弃的情人，
默默陪伴多年。孤单时的温暖，烦躁时
的安定，风雨时的拥抱，艳阳时的欢笑，
一天天，一年年，渐渐地没有任何东西能
够取代。

以前，总是习惯家里一本书、单位一
本书，双书并看。

有人说，这样不会忘了读到哪里
吗？不会，也许不记得页码，但是翻开就
知道，那些读过的文字还留着眼睛迷恋
的温度，触手可及。

不知何时起，包里也习惯带一本
书。来来去去，肩头的包成为名副其实
的书包。

哪一天，带着没有书的包出门，就会
特别不定心，似乎丢了什么一样。这个
习惯源于何时，记不清了。但是，促成我
养成这个习惯的是一位挚友。

她是一个爱书之人，爱读之人。她

的包里也总是有一本书，她说重点是要
装成读书人的样子。其实她真的不必
装，要装的是我。装着，装着，就装成现
在不随身带本书就浑身不自在的怪癖。

“装一下”就装一下吧，把书装在包
里，直到成为难以改变的习惯。

几日前，去南京培训。临行前，想着
带一本什么书好呢？换了一本又一本，
装进拿出，装进拿出，都不知道几个回合
了，纠结依然没有停止，索性搁一下。

坐在书桌前，眼光及处，那个小小的
瓦楞书架静静候着。

《等一朵花开》，就这本，轻巧，图文
并茂，应该适合路上相伴吧。

事实证明，没有带错。这是一本关
于生活趣味的书，没有艰涩的文字，没有
艰深的理论，浅浅的文字静静地读上几
遍，会有一丝微笑爬上你的眉梢。

学习的间隙，读完这本文字不多的
书，有些文字读了几遍，每一遍都有不同
的感触。

人生没有如果，更没有重新来过，只
有当下。当孤岛之行摆在我面前的时
候，我一定会带一本书。什么书？现在
不知道，到时就会知道。每一次出发，每
一次上路，目的地不同，心情不同，大概
所选的书就会不一样吧。至少，现在我
还没有遇到一本非他不可的书，喜欢的
有许多，但都还没有成为唯一。

因此，我依然要在茫茫书海里寻找，
寻找……就像寻找前世的那朵花，然后
用耐心和微笑，等待花开。

突然之间，又想到了博尔赫斯的那
句话“如果有天堂，那应该是图书馆的模
样”。很想改一下“如果有天使，那应该
是读书人的模样”。挚友是一位小学教
师，我也是！我想，教师不应只是教书的
模样，更应有读书的模样吧。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
南星苑小学）

从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教过我的
教师不下百人，有只教过几节课的临时教师，
有从初中一直教到高中毕业的教师，大学教
师就更多了，一门课常常几个教师教。所有
教过我的教师，无论年轻年老，性格好坏，教
的时间长短，我都记得他们的名字。

我的小学启蒙教师——孙庭香。小学五
年，孙老师教我三年。每天半小时早读，孙老
师到教室检查背诵情况，每个学生过关，没过
关的放学后留下来再背。孙老师还教我们珠
算，小九归、大九归等，她在黑板前挂一把毛
算盘，顶珠、悬珠，二一添作五，一边念口诀，
一边拨珠子，下面几十双眼睛盯着她，接着是
一片噼噼啪啪拨算盘珠子声。

带复式班，孙老师的教学任务很重，每
天五六节课，超负荷的工作量，令孙老师嗓
子沙哑，由于没有时间好好休息，后来再没
恢复到从前的好嗓子。

那时农村非常穷困，许多家庭的孩子
连理发的一毛钱都没有。孙老师就利用周
末时间给孩子们理发、剪指甲，又当老师又
当妈！

我读初中的学校在距家20多里、海拔一
千多米的山顶。上学几十里上坡，从山下一
直爬到山顶。老师大多也住在山下，早上6点
多，与学生们一道穿过那些树木交错覆盖的
狭窄山路，翻山、越岭、过涧。那时，我们的教
室是用石头砌成的，上面盖瓦，窗户是几个大
木架，学校连贴窗户的塑料纸也买不起。

班主任张良括，领着学生们挑石头、挖
土，从几十里外的石灰窑挑石灰，从几十里
的老山里扛树、搬椽角、挑瓦，自己修建教
室。教室修好，又平整操场、修学校院墙，开
垦附近的一座荒山。我们的勤工俭学基地，
就这样被一帮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一锄头一
锄头挖了出来。

勤工俭学的年代，虽然没从书本上学到多
少知识，却磨炼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爱
劳动、吃苦耐劳的品质。感谢我的初中老师
们，带着我们这帮孩子走过那段艰辛岁月！

我的高中语文老师之一——刘惠明。
他不仅书教得好，还多才多艺，音乐、象棋、书
法、写作样样出色。刘老师态度温和，常带笑
脸。记得最深刻的是他给我们讲郦道元的

《三峡》，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秀丽奇绝的山水
画，将我们带入美的境界，对我以后的写作影
响很大。

数学老师——章元绍。他思维活跃，善
于联想，说话幽默，逻辑严密。章老师上数
学课时，能巧妙地穿插许多历史故事，知识
性与趣味性结合，学生们很爱听。

感谢那些年，我的那些老师。感谢他们
呕心沥血培养我们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感谢他们引领我们度过那些物质、精神都贫
乏的岁月。感谢他们让我有一颗善良、正
直、感恩之心，始终能以积极向上的心态从
事我的事业。

老师们，你们好吗？今天，你们的学生
谨以此文祝老师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恩施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班主任接手一个新班级，如同买了
新车，需要一个磨合的过程。新班级的
磨合包括班主任与全班学生的磨合、与
班干部的磨合以及班干部与全班同学的
磨合及班干部之间的磨合等。其中，班
主任与问题学生的磨合最关键。

方越是班级最突出的一个问题学
生。这个印象来自他多次迟到后我找他
来办公室的一次谈话。按常规，我让他先
写迟到情况说明。我出去一会儿回来后，
发现他正跷着二郎腿与其他班级学生聊
天，嘴里不时说着一些流里流气的话语。
看见我，仍毫无收敛。说实话，此时的我
忽然没了火气，反倒有一点窃喜——叛
逆，这是问题生的典型特征。

我不动声色地拿起情况说明书，与
他一起分析几次迟到的原因：起床晚、路
上堵车、单车发生故障等。单车故障有
突发性，其他原因都可以克服。于是，我
与他达成共识：允许他两个月迟到一次，
不用写情况说明书，只扣德育分。随后，

我在班上宣布了处理结果，并再次强调：
凡一学期连续写三次情况说明书的，要
请家长沟通……这样举一反三，从而达
到通过问题生磨合班级的目的。

我采用的方法是“制度育人，班规治
班”。班规要简单而有弹性，我的班规没
有写“要求学生怎么做”，因为《中学生守
则》《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校规》都写
得清清楚楚。那么，班规写什么呢？就
写弹性的处罚措施和管理机制。有“弹
性”就给予学生有限选择的权利，执行起
来更容易。

问题学生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方
越，早就听说他唱歌好听。从他的检讨

和平时的作业看，叙事还算清楚，文笔还
算流畅。从他与同学的相处看，他有一
定的影响力。为激发方越的上进心，我
决定先让他当宣传委员。

方越的宣传委员任命不久，就迎来
学校一年一度的秋季运动会。我给宣传
组的任务是为班级每个运动项目递交一
份广播稿，但方越却带着宣传组其他同
学用手机玩游戏。

运动会结束后，我通知方越家长，按
规定没收了他的手机。不能再让他担任
宣传委员了，否则会影响班干部团队的
管理效率。我找来方越，给他倒了一杯
水，温柔地通知了他的卸任。“杯水释班
权”，我希望尽可能保护孩子的自尊。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许多问
题学生的问题根源出自家庭。我决定采
用“亲子阅读”的方法，通过转变家长来
转化问题学生。推荐阅读的第一本书是

《论语》，利用每周一节的阅读课学习，并
要求全班学生及问题学生的家长人手一

册。采用模块教学法，比如第一个模块
是“孝”。第一周的阅读课我让学生和家
长从《学而》《为政》《里仁》三篇中选出关
于“孝”的句子，理解孔子“孝”的思想；第
二周的阅读课我提出以“我以前竟然那
样”为主题，把自己以前在“孝”的方面做
得不好的事情写下来，并联系《论语》中
的句子谈感悟；第三周的阅读课我要求
学生和家长必须在“孝”的方面身体力
行，并以“我现在已经这样”为主题，把自
己的改变写下来。

最需要教育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接下来的日子，我经常通过电话、网络与
方越家长交流。方越也慢慢在改变：脸
上的笑容多了，再未迟到过，再未被扣德
育分。自新生入校到现在，在班级日常
行为规范“月评比”中，我们班也连续 5
次获得“文明班级”的荣誉称号，成功度
过了磨合期。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沙井职
业高级中学）

童心绘师

我永远记得他们
□华 野

关键人物

江苏省南京市银城小学 杨紫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