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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赢

一个人年轻时读过的书，都会从不同方面
塑造他的人格和精神世界，会影响他的一生，
所以，打开记忆之门，首先冲出来的竟都是高
中时代读过的书。我的回忆必定掺杂了今日
之我对昨日之我的误解和修饰——这样的回
忆，其实正确定了今日之我为谁，我何以成为
今日之我。

推开世界大门的书籍

高一时，语文老师让我们买《古文观止》，
我顺便买了一套章培恒先生的《中国文学史》。

很遗憾，这套《中国文学史》我并没有认认
真真全部读完，大概只读了一半。当时的语文
教学大多停留在“阶级论”上，而这本书不一
样，作者从人性、人全面发展的角度编写文学
史。它强调文学发展过程与人性发展过程是
同步的，作品越能体现人类本性，也就越能与
读者的感情相通。我之前从未接触过从人的
角度阐释文学的作品，这套书让我从历史和人
性两个维度去理解文学。

阅读文学史，使我的视野拓宽了许多，我
有意识地去买这本书中提到的作品，《诗经》

《离骚》《老子》《庄子》等，买了一大堆。虽然都
没有完全读完，但我自此对文学史开始感兴
趣，除了中国文学史，也开始在图书馆翻看外
国文学史，照着文学史的脉络去读书。而这本

《中国文学史》也使我确立了大学要选择中文
系的志向。

本来我可能会沿着文学这条路一直走下
去。幸好，我读到了赵鑫珊先生的散文集。他
的书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概括：科学、艺术、哲
学。他说人生就像一个磨盘，底盘是科学，上
盘是艺术，中轴是哲学。他将音乐与文学、物
理、数学、哲学联系起来。这本书将我以前所
读的东西一下子打通了，从此我的阅读不仅仅
限于文学和音乐，不再局限于文科，我开始大
量阅读物理学方面的书。虽然物理学的专业
书籍我多数看不懂，但是我把能找到的物理学
史和相关的科普作品都读了，甚至到了高三和
大学，也经常自学一些理科的内容。

赵鑫珊先生的作品对我最大的影响是引
发了我对哲学的兴趣。我开始有意识地购买
哲学类书籍，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汉译文丛”
哲学卷的书。我开始阅读尼采、康德和黑格
尔。高中时囫囵吞枣地读完了《查拉图斯特拉
如是说》和《悲剧的诞生》，我对哲学的兴趣一
直保持到现在，正如黑格尔所说：“哲学史昭示
给我们的，是一系列高尚的心灵，是许多理性
思维英雄的展览，他们凭借理性的力量深入事
物、自然和心灵的本质——深入上帝的本质，
并为我们赢得最高的珍宝，理性知识的珍宝。”
我当时把这句话抄在了笔记本上，一直为之激
动不已。这句话鼓励我不断地阅读哲学书
籍。这些书还改变了我对数学的刻板印象，让
我对数学稍微有了一些兴趣。

越来越广泛的阅读让我花更多的时间搜
集自己感兴趣的书籍。高三时，我上铺的兄弟
借给我一本书，胡平先生的《禅机》。它让我明
白，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原因可能并不在于当
下，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这本书补充了
我对现当代历史了解的不足。从这本书开始，
我大量阅读历史和政治类书籍，除了重新阅读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还大量阅读当时出现
的自由主义作品，如朱学勤的《书斋里的革
命》、徐友渔的《自由的言说》、秦晖的《问题与
主义》等。在之后的阅读中，我基本上是根据
书中所提到的人和书去找书读，一步一步读
下去。

与信仰、灵魂、人生有关的书籍

文学、音乐、哲学、科学、历史、政治，这些
成为我之后读书的几个基本方向。到了大学，
我继续沿着高中时的路往下走，借由文学史、
哲学史、艺术史等书籍，架构自己的知识体系，
并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来读。读书没
有什么定性，贪多务得，细大不捐，买的多而读
的少。许多书可能读了一半又去读另一本，读
了许多半截子的书。经常是暑假带着一箱子

书回去，又原样不动地带了回来。说实话，就
这样读的书也不算太少，但是这些书也只是增
加了自己的专业知识，能够在精神和灵魂上真
正触动我，让我寝食难安的书，很少。

大学开始纠结于“人生意义”等终极问
题。记得刚进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一本柳鸣
九先生编选的《萨特研究》，开始接触萨特。
他的那一句“存在先于本质”打动了我，人生
本没有什么意义，人要靠自己的行动确立自
身的意义,获得自身的自由。我不喜欢《禁
闭》中的“他人即地狱”，却为《苍蝇》中俄瑞斯
忒斯的自由选择而迷醉。他可以选择成为奥
林匹斯的神祇，却选择了复仇并承受复仇神
的追逐。他用他的选择成就了自己的自由。
多年后，当我读到加缪的《反抗者》时我才明
白，这就是反抗者。因为反抗，所以自由。我
发现我最喜欢的文学作品都具有存在主义的
气质：《野草》《卡拉马佐夫兄弟》《务虚笔记》，
还有《西西弗的神话》。

《野草》的阅读从高三开始，一直持续到大
学时代。我被鲁迅《野草》中阴冷虚无却又充
满生命狂热的文字迷住了，鲁迅的这种精神气
质正好慰藉了青年时期孤独的我。我抄了许
多，背了许多，乃至有段时间为文动笔都不自
觉地带有《野草》的风格。因为喜爱《野草》，我
读了大量研究鲁迅的书籍，如汪晖的《反抗绝
望》、钱理群的《拒绝遗忘》等。我沉醉于鲁迅

“绝望的叫战”和“横站”的姿态，这给了我内心

反抗的力量。我虽然是一个胆怯的人，但是经
由鲁迅作品的洗礼，变得在内心能够坚持自己
的想法，不会轻易被别人改变。

《卡拉马佐夫兄弟》是我反复再三阅读的
一本书。第一次读这部近百万字的小说，我一
气呵成。后来又反复阅读，去年开始带学生一
起读。书中强烈的生命意识，对人类命运的关
心，对宗教信仰的纠结，使我带着一种“恐惧和
战栗”的心情去阅读。我念念不忘的是它对“个
人”的关注，对个体命运的关心。伊凡说：“我不
愿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
一个受苦孩子的眼泪……所以抵不上，就因为
他的眼泪无法补偿……和谐被估价得太高了，
我付不起这样多的钱来购买入场券……”不能
为了合理性牺牲无辜的孩子，而我们的教育恰
恰是在为了各种合理性牺牲孩子。

读书为何？买书为何？教书为何？

工作甫始，我便陷入各种题海大战之中，
我一直对之非常抵触。大量的教学任务使得
我无法专心读书，所幸还保有逛书店的习惯，
不知不觉买了许多书。记得，我拎着一大堆书
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满以为会获得几句同事的
赞赏，但是发现别人看我拎着书与拎一块咸肉
没什么区别。我明白了，读书终究是自己
的事。

作为一个新教师，多方面的经验欠缺，我
需要的是迅速接受新知，适应教职。但是，我
却适应得很勉强。有人跟我说对学生就应该
严厉，当时的班主任还劝我买一本课外辅导资
料带学生一起做……我对此却始终保持怀
疑。我不喜欢讲课文，也不喜欢看教参，我喜
欢跳出课文讲许多其他的东西。我对学校存
在的现象总是持有一种怀疑的眼光，发现别人
告诉我的与我自己认识到的似乎不是一回事，
但当时我还不是很敢相信自己。所幸，教书没
多久就读到了吴非老师的《不跪着教书》。我
知道了，原来学校里居然存在着这么多反人性
反常识的现象，而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现
在，书中的许多细节都已遗忘，但是书名《不跪
着教书》对我却一直是一种精神的引领，我一
直努力地反抗我所能反抗的不合理，努力地站
着教书。哪怕是不得已跪下了，也不能顺势一
跪到底。我告诉自己，不要拿“我没有办法”作
为借口。

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这个时期最能安慰我
魂灵的书籍便是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我在
这本书的扉页上抄了一首美国诗人弗罗斯特
的《林中路》：“黄色的树林里分出两条路/可惜
我不能同时去涉足/我在那路口久久伫立/我
向着一条路极目望去/直到它消失在丛林深
处/但我却选了另外一条路/它荒草萋萋，十分
幽寂/显得更诱人、更美丽……从此决定了我
一生的道路。”

这首诗和这部小说的宗旨最为接近，人生
本就是一条不能回头的路，人要为自己的选择
负责，选择承担自己的道路。人因选择而自
由，因承担而自由。我选择了“务虚”的道路，
不去做一个“务实”的人，我接受自己的命运。

“要是你站在她的终点看这个生命的轨迹，你
就能看见一条命定之途。所有的生命都一样，
所有的人都一样——我们都是这样”“虚无从
世界为我准备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消散，世界从
虚无由之消散的那个网结上开始拓展，拓展出
我的盼望，或者随我的盼望拓展……”我把这
部小说读了有 10 遍之多，甚至还要把它抄一
遍（到现在才抄了一小半）。我在这部小说中
找到了一些精神的寄托，我时常纠结信仰的问
题，书中却告诉我：“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
我们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我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有疑问，这时候才有
意识地读一些教育类书籍，但大都不能令我满
意，或是因为我的惫懒，没有读下去。

后来，我重读福柯的《规训与惩戒》，才恍
然有所领悟。福柯在这本书中将监狱、学校、
工厂、军队和医院并举，探讨“现行科学——法
律综合体的谱系……惩罚权利获得了自身的
基础、证明和规则，扩大了自己的效应，并且用
这种综合体掩饰自己超常的独特性”。贯穿在

这一切背后的是“权力”。“在学校、兵营、医院
和工厂的环境中，这种细致的规则、挑剔的检
查、对生活和人生的吹毛求疵的监督，很快将
会产生一种世俗化内容，一种关于这种神秘的
无穷小和无穷大计算的经济或技术的合理
性”。我们的纪律、我们的考试，我们的检查，
无不是这种“经济或技术的合理性”，它们经由
纪律增加功利，使人体在“变得更有用时更顺
从，或因更顺从变得更有用”。《说文解字》中
说，“校，木囚也”，原来中西方的学校竟有如此
悲哀的相通之处。如今，学校无处不在的严密
控制和细致规范，无不是这种“规训”的变体，
学生在其中变成了工具，没有了自由，也无法
成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于是，我对自由主
义的教育观产生了莫大的兴趣，读了许多自由
主义教育的作品，如列奥·施特劳斯的《古今自
由主义》，一直被误读的陶行知等。

我想改变自己，改变自己的教室。我带着
学生自由学习，实际上就是按照我当年学习的
方式教学生。我希望他们读书，不要做没有独
立思考的人。我把读书当作我们共同救赎的
道路，但是一直做得不是很好。学生被各门功
课压得难以喘息，我虽然想带着学生读书，却
一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只能嘴上说说，或者
有限地给学生列一些书单而已。

大概2012年前后，我读到一套书，上海人
民出版社的“文雅的疯狂”丛书，其中有一本

《永恒的图书馆》点醒了我。“本书中，无数的藏
书家、书商和图书馆人凭着‘坚忍’与‘刚毅’，
在保存书籍文化的传承上成就了不朽的业
绩”。书中人们为了传承文化作出的努力令我
感佩，我突然意识到图书馆的巨大意义，尤其
是私人图书馆的意义。在公共图书馆远而难
及时，私人图书馆就成了一方地域宝贵的资
源。书中钢铁大亨卡耐基就念念不忘他幼年
时期待周日到邻居私人图书馆阅读的经历。

我恍然大悟，要学生读书，没有书怎么
行？于是，我从自己的藏书中拿出 500 本，放
在学校的一个小教室，建立了一个阅览室，带
着学生阅读。后来书籍增加到千余本，即使不
是自己班的学生，我也欢迎他们一起来读。而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形成了自己带领学生读书
的宗旨和原则：有趣、自由和闲适。

教育类书籍我几乎很少读。在教育上，我
一直牢记大学毕业时老师说的一句话：“以前
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要有一桶水。可问
题是，要指给他们一条河。”教师不需要给学生
太多，只要关键的那么一两次，足以对学生产
生影响。当年我的老师一句话“去先锋书店”，
对我就足矣。教师不是知识贩卖员，他们身上
有着更大的使命。他们是人类文化的摆渡者，
他们要做的是将学生经由教科书摆渡到人类
最伟大的文化中。一个人年轻时期读过的书
会影响他的一生，而教师就应该在关键处给予
孩子这些，将之引到更广阔的人生和精神世界
之中去。

哲学家本雅明说：“每个人年轻时都亲手转动过命运的车轮，从这车轮里迟早都会转出一生中的
大事件，因为只有在15岁时意识或尝试过的事情，才会在将来某一天成为我们精神兴奋点的所在。”

十 本 书

《中国文学史》
章培恒、骆玉明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赵鑫珊散文精选》
赵鑫珊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禅机》
胡平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2000年版

《野草》
鲁迅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萨特研究》
柳鸣九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卡拉马佐夫兄弟》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不跪着教书》
吴非著

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版

《务虚笔记》
史铁生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

《规训与惩戒》
（法）福柯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永恒的图书馆》
（美）巴斯贝恩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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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市燕子矶中学语文教师。
爱读书旅行，喜买书，也好散
书。自建阅览室，从个人藏
书中拿出 1000 余本，与诸生
分享。为人读书，以“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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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稿函
“十本书”栏目约稿

在已经过去的岁月中，对你的成
长影响最大的10本书是什么？产生过
怎样的影响？

希望您能认真梳理这 10 本书，叙
述自己的阅读经历和个性化的文本解
读，谈谈您的教育观以及教育实践。
给后来者、新教师一些启发和引领。

不限于教育类书籍，涉及面越广
越好。也不严格限制为十本，比如，

“鲁迅全集”即可算作一本。
字数5000左右，文体不限。
正文以外，请附上10本书的书单（书

名、作者、出版社以及出版时间），个人简
介（100字以内，包括出生年月、职业身
份、出版的著作以及主要社会活动。）

邮箱：10957686@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