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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贾樟柯。刚进这里

看到舞台的布置，我吃了一惊，以为

来到《中国好声音》了。我说，还以为

今天要表演唱歌呢。他们告诉我：不

行，你得说话。

这让我想起中学时期一次难忘

的经历。那时候我在山西汾阳、一

个晋西北的县城里生活，县城里刚

刚开始有摇滚乐，我们从广播里，从

卡带里听到那些音乐。有一天，收

音机里说，在山西省会太原，会有一

场崔健的摇滚乐演出。我们这些中

学生非常向往，我和几个同学结伴，

骗大人说要买参考书，凑够钱之后，

我们每个人花了两块八，坐长途汽

车前往太原。汾阳到太原的公路距

离是一百多公里，那时候长途车大

概开了五个小时，辗转反侧，兜兜转

转，才到达太原。我们最后买到票，

在太原的一个体育场里看了这场音

乐会。这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我

们这些生活在县城里的年轻人，如

果你想分享音乐、分享城市的文化，

你必须行走，必须离开你的故乡，必

须前往更大的城市，才能获得这些

资讯、资源……

我记得是在秋天时，又有一个信

息传来：在北京，在首都，会举办罗丹

的雕塑展。对于梦想成为一个画家

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消息就跟我一年

多前在县城里听到省城里有崔健的

音乐会一样，同学们奔走相告。我们

一帮男孩子商量，要去北京，要去看

罗丹的雕塑展。我们一起买了火车

票，从太原到北京的火车要坐整整一

个晚上，晚上七八点上车，第二天早

上六七点才能到达北京，我们几乎是

一夜未眠。到了北京之后，出了火车

站先买当晚的返程车票，再坐公共汽

车去看展览。为什么要买当晚回来

的车票呢？因为我们当天回来可以

省掉一晚住宿钱。大家到了美术馆

时，实在太早，大门还没开。后来，我

们看到了迄今为止我看过最全面的

一个罗丹雕塑展，包括他的很多手

稿、素描跟速写。

一次看音乐会，一次看展览，它

们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经历，而

且它们引发了我对这个社会的一个

思考：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乡村、生

活在县城的人来说，我们想要寻找更

多的文化资源时，我们需要移动。我

们需要从县城到达省会，需要从省会

到达首都。1949年之后，整个中国社

会变成一个垂直管理的社会，大的资

源、重要的资源，都集中在最大的城

市，比如北京、上海、广州，接下来资

源丰富的是省会城市，还有大的工业

城市，然后才一点一点地到县城、到

乡村。也就是说，对于生活在田野和

山区的中国孩子来说，我们要分享到

这些文化资源是非常不容易的，必须

要流动。90年代初的流动机会，就是

考大学，或者当兵，这样就可以离开

自己的土地，到别的地方发展，获得

个人发展的机会。

……

一个尊崇个性的社会怎么建立

起来？我觉得这涉及个人超越的问

题，自我启蒙的问题。这个问题摆在

了每一个个体面前。面对束缚自由

的常态时，一方面是推进制度的改

变，让这个社会的管理更加趋于成

熟、人性化；一方面在个人的选择上，

我们应该成为个人宿命的反叛者。

反叛可能首先来自对多元价值的认

同，对单一价值的反叛，比如，当我们

整个社会都在用金钱来计算价值的

时候，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成就感？

我们是不是还有别的生活的可能

性？面对另一种可能性，我们是不是

有勇气去迈出自己的脚步？当你去

反叛整个社会保守的价值观的时候，

自由就开始逐渐属于你。

在人潮的流动中，我看到了无

数个这样的肖像。在山西的山区，

在湖北的山区，与我擦肩而过的这

些乡村的年轻人，他们在路边站着，

他们在打麻将，他们在上网。我在

省会城市见过他们，我在北上广见

过他们，我在东莞的那些大型工厂

里面见过他们，他们生活在我们周

围。他们所能够分享到的东西并不

是太多，现在我们有一种信息的假

象，如果我们从互联网的角度，可以

说我们在信息的分享方面似乎丰富

了很多，但是，人们分享了信息不等

于分享了生活。那么真正的实体生

活，衣食住行，这些触及你个人基本

生活内容的改观，它是信息自由化

所代替不了的。另一方面，我们并

不能够期待网络能带来一个个性化

的中国社会，我不相信网络能够带

给中国更年轻一代更多的自主性，

网络本身所提供给你的价值可能更

加单一。因而我想，一个充满反思、

反叛的社会，是需要我们共同去建

立的，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如果我

们想获得自由，我们不能仅仅依赖

网络，我们不能仅仅依赖外部制度

的改变，我们更应该依赖的是我们

自己，一个个对自由有渴望的个体。

我是一个叛徒，谢谢大家。

（选自贾樟柯《贾想Ⅱ：贾樟柯电影

手记》，台海出版社2018年1月第1版）

我是叛徒

贾樟柯，1970年 5月出生于山西汾阳。电影

导演，作家。电影代表作有《小武》、《站台》等。

这 是 贾 樟 柯 2012 年 11 月 在《南 方 周 末》

“THINK＋2012 大声思考”上的一个演讲。演讲

叙述当代人生活境遇的一个共相：生活资源、文

化资源，集中分布在“大地方”，“小地方”的人要

享有它们，就需要“移动”；为此，人要做个人宿命

的反叛者。

这是一个年轻电影艺术家的呼声。这其实

也是贾樟柯电影的一个母题。热切关注当代中

国的社会现实，深入表现普通人的命运和悲欢，

贾樟柯电影以纪录片般的冷静朴实

和强烈的人文色彩在当代文艺创作

中卓然而立。 （任余）
随看
随想

□贾樟柯

每周推荐

我的阅读时间
□戴柏葱

悦读·话题

昨晚读《黑塞抒情诗选》，在

笔记本上摘录了几首颇有感触的

诗，然后就躺在书房里的躺椅上

睡 着 了 。 醒 来 时 ，已 是 凌 晨 三

点多。

已记不清曾多少个夜晚，常常

这样读书，然后睡倒在躺椅上……

醒来之后也不再读书或者做点别

的，离开书房休息去了，因为早上

还要精神地面对学生们。

我有自己的时间分配法。我

的家庭时间从早上醒来，到晚上

妻和孩子们困去；我的工作时间

从早上到学校开始，到下午或者

晚上离开学校为止；我的读书写

作时间从晚上妻和孩子们困去，

到自己困去。我真正可以支配使

用的时间，就是读书写作时间。

这 段 时 间 很 短 暂 ，所 以 我 格 外

珍惜！

与昨晚差不多，当今晚我在

六方斋（我的书房，因面积刚好六

个平方，故而名之）坐下时，时针

也快指向深夜 11 点了，我的时间，

从此正式开始。

一般说来，在这段极其珍贵

的时间里，读书是我的第一选择。

六方斋里的旧台灯跟随我 10

多年了，其间换过几次灯泡，其余

完好无损。灯光是橘黄色的，让

人感觉些许温暖。我曾经写作一

首 小 诗《夜 读》，来 抒 发 某 些 情

绪。我也曾写作小文《也许天堂，

只是一个书房》，来叙述夜读时这

段难忘的时光。

这几年，我有许多书籍是在

这段时间里读完的，譬如《沈从文

的后半生》《活着为了讲述》等。

有了感触也会写一些读后感，但

更多的时候，会摘录一些有价值

的东西在自己的笔记本上。

关于读书笔记的做法，我学

习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曾国藩，

一个是钱钟书。曾国藩读书，非

常重视做读书笔记，常随手做记，

并注重归纳消化。他说：“万卷虽

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在他

的影响下，梁启超辑录曾国藩最

实用、最容易记诵的名言，于 1916

年编成《曾文正公嘉言钞》一书，

可谓做读书笔记之至。

至于钱钟书先生做笔记，大

凡自诩为读书人的，大抵没有不

知道的。据杨绛先生整理，钱钟

书先生的笔记分为三类：第一类

外文笔记，共一百七十八册，约三

万四千多页；第二类中文笔记，与

外文笔记的数量大致不相上下；

第三类“日札”，共二十三册、二千

多页，分八百零二则。叹为观止！

我的读书笔记分成四类：一

是关于教育教学，二是关于人文

社科，三是关于古典文学，四是关

于永嘉四灵及地方文献。可惜，

到目前为止，这四本不算厚的笔

记本，虽大约各摘录了一大半，但

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兮”。

古人说：“读书无批注，即偶

能窥其微妙，日后终至茫然，故评

注不可已也。”

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温州名

师谷定珍先生，便十分推崇这种

评注式阅读，他称之为“批注”。

谷老师将这种批注式阅读推向中

小学，鼓励语文教师带领学生进

行批注式阅读教学，进而提升学

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我们读书评注，不需要追求

太多意义，而把它看作一种与文

本的基本交流，并借此备忘，就有

了存在的价值！我在六方斋里夜

读做的评注，也无非是一些与文

本的基本交流。直接写在书上的

好处是下次再翻到的时候，会依

稀唤起当时的阅读体验，倘若借

此产生新的阅读体验，岂不快哉！

在这段极其珍贵的时间里，

写作是我的第二选择。我的写

作，完全建立在自我阅读之上。

阅读少了，写文章语言干瘪，

面目可憎；阅读多了，写文章文从

字顺，还算通达；文章写得浅显

了，是因为相关的书籍还读得不

够；文章写得深刻了，是因为相关

的书籍读得不算少。

在我这里，写作天赋几乎是

没有的，只有阅读才是真实的。

这几年，肩负着越来越重的

家庭责任，阅读时间也越来越少，

但反而让我更珍惜阅读时间了。

因为在阅读时间里，才会找到真

正的自我，然后成就自我。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永嘉县

第二高级中学）

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8年1月24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那个叫王心雅的男孩
□薛 飞

师生之间

去年刚拿到新生入学名单时，

看到有个叫王心雅的学生，我以为

此生是一个外表俊俏性格内向的

女生。开学第一节课学生自我介

绍后，我才认识了这个让我心理有

较大反差的男生。他个子不高，身

体瘦弱，皮肤黝黑，一双忽闪的大

眼睛，透着一股子聪明劲儿。

开学不久，我便发现他与名字

不相称的还有两点：一是破坏纪律

严重（校内抽烟、宿舍喝酒）；二是语

文基础较差，一篇美文被他读得一

塌糊涂，让人哭笑不得。最让人吃

惊的是，他不会使用标点符号。他

写作文，中间不用标点，只在作文结

尾标个句号就算结束了。刚接触这

个学生，给人的感觉是无从下手。

《礼记·学记》里说“学学半”，

意即教导学生是学生学习成功的

一半。面对王心雅，我想，首先要

关注他的内心。农村孩子大多比

较纯朴、热爱劳动，王心雅也是如

此。别看他个子矮，干起活来生龙

活虎，绝不落后于其他学生。每次

劳动结束，我都找准机会表扬他几

句，还时不时与他谈心。慢慢地，

他对我亲近起来。有了这样的情

感基础，我再与他谈抽烟、喝酒与

早恋的危害，他就能听得进去了。

一个学期下来，王心雅终于改掉了

这些坏习惯。

在语文学习上，我对王心雅的

要求是小步慢走，坚持每天都有进

步。比如让他养成勤用工具书的

习惯。阅读课文之前，拿不准的字

一定要查字典。朗读课文方面，我

先让他读字数较少的段落，在不出

错误或效果不错的前提下及时予

以称赞，以后逐渐增加段落，直至

朗读全文。作文方面，我先不管他

标点使用情况，而是让他先把作文

写得长一点，而后再从结构、标点

方面予以指导。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王心雅的语文成绩由入校时的

几十分，变成了现在考试轻松超过

100分。

因为一件小事，我们师生之间

的感情更深了。本学期的一天，大

课间时，王心雅不小心把一个男生

撞倒了，男生的头碰到墙上破了。

我赶紧让王心雅带着受伤的男生

到妻子所在的乡镇医院去包扎，并

让妻子帮忙照看。王心雅平时大

大咧咧，却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

人。从那以后，他对我更加尊重

了。本学期的一次大作文，我要求

学生写出真情实感。让人大跌眼

镜的是，王心雅写的是小学四年级

喜欢同桌女生的经历。作文写得

真实细腻，感情真挚纯洁，语言优

美流畅。出于对老师的信任，他敞

开心扉，率性表达。虽然我没有在

班级点评他的作文，但是在他的作

文本上大加赞赏。

作为教师，我相信大多数学生

都是可以改变的，学生身上的多数

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而遇到问

题与解决问题，正是一个教师教育

生涯中的主要内容。教育教学的

内容与对象永远在变化，掌握问题

解决的技巧并不意味着可以驾驭

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切，而是意味

着适应了教育教学的变化。

“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

取其大”。一个问题往往有多解，

教育、教学、生活、学习、工作和关

系中的问题亦然。面临问题时，要

尽可能多地设想各种可能的解决

办法，并努力找到最佳方案。当我

们权衡时，可以遵循的原则是：在

遵循底线伦理原则的前提下，尽可

能选择利多弊少的解决办法。

那个叫王心雅的男孩，感谢教

育生涯中遇到你，是你的出现让老

师和你一起成长。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固镇县宋

店中学）

恩师在侧
□黎立夏

关键人物

我的高中历史老师姓刘，我们习

惯称他为“水牛”老师，至于他本来的

名字大家似乎不记得了。

刘水牛很博学，他在高三时仍旧

推荐我们读书，他所推荐的书都是史

学界著名教授写的，现在读来仍觉得

十分有用。

刘水牛批改历史试卷很有自己

的风格，他将问答题的每一个答题要

点都用分数标出来，一个也不漏，我

当年的历史成绩很好与他的认真严

谨分不开。

其实，刘水牛教我们的时候才 20

多岁，他为人忠厚，看起来很腼腆，脸

蛋总是红彤彤的。

从“水牛”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一

种质朴的、平易近人的性格。他总是

平等地对待学生，特别关爱学生；他

在学生面前从来不摆架子，对学生充

满了热情。他的博学多才、努力勤奋

深深影响着我。我成为一名大学教

师后，一直将“水牛”老师作为自己学

习的榜样。

李老师是我转入实验中学读初

二时的班主任，他教我们语文。李老

师身材不高，胖墩墩的，但在学生中

很有威信。

因为儿时家里没有什么书可读，

所以李老师总说自己读书不多。但

是他热爱读书，即使在炎热的夏天，

仍然要借着火炉的光读书。这时，李

老师的父亲还要批评他:“看什么书，

看了有什么用。”李老师也不反驳，只

是默默地继续读书。

李老师上课时激情澎湃，他喜欢

讲故事，讲得最多的要数《三国演

义》。他喜欢讲魏延的反骨，关公刮

骨疗伤，过五关斩六将。也许是过于

投入的缘故，李老师讲到精彩的地方

便走下讲台，仿佛自己也是学生中的

一员，显得与我们更加亲近了。

李老师接我们班时，因为班里调皮

捣蛋的学生太多，已经气走了一个班主

任。李老师没有什么妙招，不过是请学

生到办公室面谈，或者请家长来学校交

流。但是他有足够的耐心对待学生的错

误，直到改正为止。

很快这些措施就产生了一定的

效果，班级的纪律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呢？也违反了纪律，有一次一下子

被纪律委员记下了 7 次名字，表明我

至少违纪7次。李老师当天上午就找

到我，与我谈话。我觉得纪律委员对

我有偏见，心里憋屈，于是在教室外

咆哮起来，李老师决定让我请家长来

学校。我并没有理会李老师的要求，

因为我觉得这样做是很羞耻的事

情。然而，当我准备接受更严厉的批

评时，李老师居然像没发生什么事情

一样，再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对此，

我很是感激。

我深深怀念李老师的教导，因为

我是一个比较调皮的孩子，李老师给

予我更多的是宽容。在他的教导下，

我们班也变成了优秀班级。

有一次，我读到一篇文章，里面

记述的是我们学校考上少年科大班

的学生，这个学生叫王元勋，也是李

老师的学生。在王元勋的描述中，李

老师很会因材施教，他严格要求学生

的同时，也会宽容地对待一个孩子的

过失。他总是对工作尽职尽责，不辞

辛苦。

我很幸运遇到两位老师，让我在

成为教师的道路上有了目标和方

向。尽管他们算不上“大师”，也没有

太多教学智慧，但他们朴实宽容的

心，让我感激动容，也愿意沿着他们

走过的路继续走下去。

（作者单位系武汉工程大学外语

学院）

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