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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 书

孙影， 1976 年生，

长春师范大学教授，博

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访问学者，吉林省英

语品牌专业带头人。

生命中
最经典的10本书

□孙 影

《论语新解》

钱 穆 著

三联书店2002年版

《悲惨世界》

雨 果 著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给教师的建议》

苏霍姆林斯基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病隙碎笔》

史铁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生命之书》

克里希那穆提 著

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静悄悄的革命》

佐藤学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白鹿原》

陈忠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月亮与六便士》

毛 姆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

《教育哲学》

石中英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 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作为一名大学教师，读书是每天

的日常，多少年来已如呼吸一样自

然。起身，用眼扫过书架里的一排排

书，这些书给我“建造了一座可以逃避

人生不幸的避难所”，让我更宽容地去

理解这个世界的精彩和人性的复杂，

是这些书让我更有智慧和力量。

所有读过的书中，最喜欢下面这

十本。

《论语新解》
边读边思“孔颜之乐”

所有《论语》版本中，我最爱钱穆

的《论语新解》。每读一次，都在书末

页写上日期和次数，现在书后显示的

是“2017年4月17日，第11次”。

阅读中，最打动我的是孔子的快

乐。有“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有朋

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快乐；有“饭疏

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的快乐；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乐之者”的快乐；有“发愤忘食，

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快乐；有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

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的快乐。周游六国四处碰壁的孔子是

一个快乐之人，是一个“学而不厌诲人

不倦”的学人，是一个认为“君子居之

何陋之有”的圣人。

在这名利至上的时代，边阅读边

思考“孔颜之乐”。他们是如何能做到

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中保持快

乐的呢？想想那是因为他们立住了生

命中的“大”，寻到了比荣华富贵更值

得追求的东西。人若有了精神上的挺

立，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世俗的

“小”，那么房子大几十平米、职称高几

个等级，意义也就没有那么重大了。

现在，《论语新解》《大学》《中庸》

《传习录》《道德经》《逍遥游》就放在我

床头旁的窗台上，闲来不时读上几

则。在这些传统文化的阅读中，提醒

自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警醒

自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告诫自己

“如水般顺其自然”；提示自己对孩子

“爱之，能勿劳乎”；要求自己不断学习

孔子的精神境界，“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

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

逾矩”。

《悲惨世界》
苦难中的爱之花

雨果的《悲惨世界》是我一口气读

下来的长篇巨著。

《悲惨世界》真可谓人类苦难的

“百科全书”。因为饥饿偷了一块面包

而锒铛入狱的冉阿让，因为贫困而堕

落为娼妓的芳汀，还有受苦受难的珂

赛特，捍卫法律而最终投河的沙威，邪

恶的德纳第，都在以个体和群体的方

式控诉着社会的罪恶和律法的丑恶。

不禁想起另外一个偷面包的故

事：一次纽约市长旁听了一桩面包偷

窃案的庭审。被指控的是一位老太

太，当法官问她是否认罪时，她说：“我

那两个小孙子饿了两天了，这面包是

用来喂养他们的。”法官秉公执法地裁

决：“你是选择10美元罚款，还是10天

拘役？”无奈的老太太只得“选择”拘

役，因为要是拿得出10美元，何必去偷

几美分的面包呢？审判刚结束，人们

还没散去，这位市长从旁听席上站起，

脱下自己的礼帽，往里面放进10美元，

然后向在场的人大声说：“现在，请各

位每人交 50 美分的罚金，这是为我们

的冷漠所支付的费用，以惩戒我们这

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

区。”法庭上一片肃静，在场的每位包

括法官在内都默不作声地捐出了50美

分。一个人为钱犯罪，这个人有罪；一

个人为面包犯罪，这个社会有罪。

这本书我读了五遍，也泪流了五

遍。但该书吸引我的从来不是苦难，

而是苦难中开出的爱之花朵，以及人

性的善良。冉阿让从恶到善的改变，

从始至终都吸引着我。这本百万字的

巨著让我知道宗教有如此动人的力

量，爱可以如此美好。《悲惨世界》被誉

为“人性向善的精神史诗”，是一部最

能代表雨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皇皇巨

作，像暴风一样，唤醒人心的美好。

《给教师的建议》
对生命的高度肯定

苏氏一次次打动了我的心，你可

以看到他用5年、10年、30年得出的教

育结论。干国祥基于苏氏理论和实践

提出了著名的“教育学循环”，即“生命

在劳动和学习过程中克服困难、获取

成功，进而获得高度的自信自尊，以及

责任感与意志力，和渴望再度通过学

习、通过克服劳动和学习中的困难而

获得幸福的动机”。当一个孩子成功

地穿越学习和劳动过程之后，他的意

志力与责任感都将随之增强。如果这

种正面学习占据他学习生涯主导的

话，那么我们将在不久之后得到一个

大写的“人”。也就是说，对自己生命

的肯定，是爱他人、爱知识、爱世界的

出发点，自暴自弃者是谈不上对他人

和知识的热爱的。

由此，“教育学循环”成为我教育

自己孩子和学生遵循的公式。于此，

我开启了女儿从6岁到12岁的阅读和

写作。苏氏说小学初段、中段、高段是

各有规律的，要让孩子在不同阶段实

现阅读自动化和写作自动化。于是，

一二年级我和孩子开启了近千本的绘

本和桥梁书阅读，三四年级自由阅读，

五六年级高段经典书籍阅读。有这些

名著的奠基，女儿的眼睛可以更清亮，

心灵可以更高远。

在我眼中，苏霍姆林斯基是一个

高尚的人，一个深谙教育理论和教学

实践的人，一个熟悉教育学、心理学的

人，一个有着爱心、耐心、恒心，对人怀

有终极信任心的人，一个品尝到了幸

福完整滋味的人。读他的书是容易

的，但真正理解践行他的教育理念却

需要一辈子。

《病隙碎笔》
从日常走到信仰

读史铁生的《病隙碎笔》，你会哭，

为那样破败的身体；你会笑，为那破

败身体里的高贵灵魂。这是超越了有

限的肉体而让灵魂无限飞翔的人，这

是绽露自己真实思想轨迹和心魂完整

的人。

21 岁的史铁生突然就没了双腿，

30岁时患上尿毒症，他说“他的职业是

生病，业余写点东西”。上帝为了锤炼

一个生命，设了怎样残酷的布局，但史

铁生说正是因为这样，他认识了“神”

实际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那就是

“精神”。看到这，眼泪簌簌而下。心

里既不敢同情，有什么资格同情，也不

敢羡慕，但充满了敬畏。敬畏他，敬畏

生命，敬畏人类。

他扶轮问路的一生，告诉我们人

生就是一个过程，用心行走、用爱呼吸

就已无憾。他告诉我们“要站到死中

去看生”。在这孤天寞地中，他一步步

从外走到了内，从飘忽走向了深邃，从

漫无边际走向了人的精神核心，思考

生与死，健康与疾病，形而下到形而

上，在病中仰望神圣，从日常走到了信

仰，一如他写的《命若琴弦》。

史铁生活得比我们健全，因为人

与人之间的差别不是肉体，而是精神；

不是皮囊，而是思想。史铁生这支思

想的苇草用他残疾的身躯向我们彰显

了人的高贵与丰满、庄严与肃穆。他

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中国作家，一如

他坐在轮椅上温暖的笑容。

《生命之书》
沉下来，静下来

克里希那穆提，似带着一种天然

的智慧与觉解，平和而深远，静穆又温

柔。《生命之书》如一眼清泉，洗去人心

里身上的疲惫和尘埃，胡因梦的翻译

更是让人舒适舒服。

《生命之书》是克氏 365 天的静心

冥想，这位来自印度的觉者对我所有

的观念几乎都是一种颠覆。他告诉你

什么是真正的看、听、冥想和观察。例

如他说：“当你看着一朵小花时，你不

能替她定名，不能将她归类，也不能说

她属于哪一个物种。如果你一直忙着

做这些事，就看不见这朵花了。”在颠

覆中你并没有感觉被冒犯，而是欣赏

一种全然不同的清新思想，看到一种

截然不同的视角和价值观。

清明、安静、敏感、创造、美、爱、自

由、自我、信仰和生命是他书里的关键

词。每当心里有一点乱，就会站在书

架前，取下他的书，一一排放，看着他

的脸和他的书名，如同聆听到高远处

的梵音，沉下来，静下来……

为什么喜欢他的书？可能因为他

能将人往反方向拉，将我们从这个滚

滚红尘拉向内里，克氏的魅力就在于

此，向内生活，让每个人走向我们内心

的圣殿。

《静悄悄的革命》
三个教育关键词

《静悄悄的革命》对我教育之路的

影响无疑是重大的。佐藤学教会我三

个教育的关键词：学习与对话、倾听、

润泽的教室。

“学习和对话”是这本书的第一个

关键词。学习是一种三重的对话，与

书本的对话，与教师和同伴的对话，与

自我的对话。教师设计好这三重对

话，就会引发一场教学革命。

“倾听”是第二个关键词。在中国的

课堂，倾听是稀缺的，因为倾听不仅是一

种态度，更是一种能力。为什么学生缺

乏倾听的能力呢？苏霍姆林斯基说：“在

教室里，凡有不好好听别人发言的学生，

肯定有不认真倾听每个学生的教师。”教

师为什么不愿倾听学生呢？因为教师总

想着下一步要做什么。“总想下一步”的

根本之处是想控制学生，恐惧一旦失控

了，怕自己应对不了。表面上看来，倾听

的问题是教师害怕教室出现沉默，深层

原因是教师对知识的把握程度问题，本

质上是教师的专业能力问题。

“润泽的教室”是第三个关键词。

佐藤学说，“润泽的教室”给人的感觉

是教室里的每个人的呼吸节律都是那

么地柔和。大家安心地、轻松自如地

构筑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筑着一

种基本的信赖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即

使耸耸肩膀，拿不出自己的意见来，每

个人的存在也能够得到大家自觉的尊

重，得到承认。学生在宽松地、充实地

学习，能让多种多样的想法产生出

来。每个教师都可以问问自己，你的

教室是润泽的吗？是安全的吗？是学

生耸耸肩不会也没关系的吗？

《白鹿原》
中国文化的大书

《白鹿原》至少读过五遍了，是我

在自己创办的“大学生读书会”中带领

大学生共读的一本巨著。这是一部在

我心中越读越厚重的经典，不愧是历

届茅盾文学奖中的巅峰之作。

如果说四书五经是中国文化的原

典，那么《白鹿原》则是中华文化的文学

锦缎，陈忠实丝丝缕缕地将中国文化编

织进了这本书。例如乡约、宗祠、族规。

主人公白嘉轩代表白氏家族，白家

的木匣子就是中国儒家文化中的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白嘉轩的腰一直很直

很硬，这直直的腰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

的挺立和自信。另一个主人公鹿子霖

身上也刻写着中国文化的符号：圆滑、

阴险、狡诈、中庸。这也是鹿家“天下第

一勺”的传统，起家并不是正道，而是走

了后门。所以，中国人一直很重视家

风，家风是子孙后代的回望和朝向。

看完这本书，你就看到了中华文

化的源远流长和生生不息，文化是如

何活在了每个人的身上，流淌在每个

人的血管里，当然也会看到文化对人

的制约和捆绑。

《教育哲学》
用哲学释教育之疑

教育问题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很

多教师疲于奔命而不得要领。石中英

教授深谙东西哲学精髓，熟悉教育原

理，将形而上的教育哲学落实到具体

而微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可

操作的教学方法，论证了教育哲学作

为一门独立学科对教学的重大意义。

教育的最初和最终都关系到人，而

人是复杂的，所以教育必须不断丰富人的

形象，不断回归于人的本质。于是教育哲

学应运而生，因为哲学是关系人类生存发

展和安身立命的大智慧，所以教育哲学新

开视角，用哲学的观点、方法、分析、解释

来解决我们教育中面临的问题。

本书中阐明教育要不断提高人的

生存能力，提升人的存在智慧，更要拔高

人的境界，这是人与物的区别，也是人的

本质诉求。东西方的人生境界对教育都

大有裨益，例如东方儒家强调人生境界

的提升要不断修己修身，建功立业；道家

倡导见天知性，返璞归真；佛教则要破除

心障、追求圆满。西方历史上亚里士多

德的植物灵魂、动物灵魂、人的灵魂；克

尔凯廓尔的审美阶段、伦理阶段、信仰阶

段；尼采的“骆驼”到“狮子”再到“婴儿”，

都鼓励我们要敢于打破旧的价值，以丰

富的生命力创造新价值。

《月亮与六便士》
两种人生的选择

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在已是

中年的我的心里刮起了一场风暴。

主人公40岁，英国证券交易所的经

纪人，稳定的工作，美满的家庭，一双可

爱的小儿女，但却迷恋上绘画，像“被魔

鬼附了体”，突然离家出走去追求理想。

故事一点都不复杂，似乎很平常，

只是一个人离家出走了。但我的焦点

却聚焦在他的 40岁上。40岁了，一切

都看似完美，一切都似乎已经定格，但

是这个人给结婚17年的妻子留了一张

纸条就离家出走了，无任何先兆。他

说：“我总觉得大多数人这样度过一生

好像欠缺一点什么，我看到了生活井然

有序的幸福，但是我的血液却有一种强

烈的愿望，渴望一种更狂放不羁的旅

途。这种安详宁静的快乐好像有一种

叫我惊惧不安的东西。我的心渴望一

种更加惊险的生活，我是准备踏上怪石

嶙峋的山崖，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

心有戚戚焉！40 岁，作为一个人

生节点，颇具转折意味。40 岁之前是

上坡路，之后可能是下坡路；40岁之前

生机勃勃，之后可能日暮苍山；40岁之

前是加法，之后是减法；40岁之前是活

着，之后可能已死去，当然不一定什么

时候埋；40岁之前满眼是六便士，40岁

之后有人抬头看到了月亮。

月亮与六便士，其实就是两种人

生，一种是伟大的不幸，一种是庸常的

幸福，你会选择哪个呢？

《大学人文读本》
为“精神成人”开药方

夏中义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

旨在为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精神成人”

提供优质的思想资源，使之初具“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针对中国

当下大学业已演化成“职业培训所”，

中国高校只注重专业知识培养而忽视

人文素养开出的一剂药方。如何让

18-22岁正处在“灵魂发育”的大学生

发展成一个和谐的人呢？该书为一个

人从个体到群体、从小我发展成大我，

提供了系统的精神指引。

读完此书，你可以纵观到人类思想

星空的浩淼与璀璨。本书跨越了东西

方人为界限的划分，展示着人类共同恪

守的信仰和真理。如王国维所言“学无

中西之分”，世界虽大，但此心相同，此

理相通，读后必然给你带来人类文化全

息的大冲击，大视野，大气魄和大情怀。

慨叹此书极具经典性、思想性和

可读性，无论长度还是思想都很适合

大学生和青年的阅读水平。如何阅读

此书呢？如果浏览一下文章标题，就

可以看出许多具有争议性，甚至论点

截然相反的话题。读者不妨先聆听自

己的声音，读后再与作者博论一番，如

此可开拓视野，锻炼思维，培养质疑权

威的勇气，其乐无穷。当然，如果你喜

欢某位作者，也不妨按图索骥，寻到自

己的精神特质，构建自己的精神王国。

书籍是人类智慧进步的阶梯，教

师是人类智慧的引路人，愿教师读书、

谈书、教书、写书，成为人类精神的守

护者和守望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