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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8年5月3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悦读·话题

教育即影响
□张正耀

教育即影响，这种“影响”也许是轻微

的，也许是剧烈的；也许是显见的，也许是隐

含的；也许是短暂的，也许是长久的……无

论如何，教育行为的发生就是“影响”的发

生；或者说，教育以它特有的方式与形态，随

时随地、如影随形地“影响着”一个个鲜活的

生命。

教育的过程注定是慢的，因为生命的成

长是缓慢的，灵魂的丰富是缓慢的，意志、品

格的养育，习惯、能力的形成是缓慢的，所以

教育的“影响”只有在遵循规律、尊重规则的

前提下才能发生，只有在自我需要、自主发

展中才可发生。

可当下，为什么人们在教育孩子时总感

觉不堪重负、心力交瘁呢？一个重要原因是

教育走得太快了，我们赋予教育的任务太

多、太沉了。教育的发生，主要源于两个方

面：一是人的生存需要，一是人的发展需

要。教育的本意是让孩子开拓视野，丰富阅

历，形成对事物的认识与判断，拥有属于他

们自己的思想，最终成为他们自己。教育者

的挫败感主要来自对孩子期望的整齐、统一

和不切实际。孩子来到世间好比一张白纸，

他们用自己的感官在这张白纸上写字、画

画、谱曲，一点点形成对世界的认识。成人

给他们什么，他们会接受什么，但也不失自

己的判断；成人怎样给他们，他们就会怎样

接受，但同样有个性的选择。尊重生命个

体，尊重个性差异，放大个性禀赋，“影响”就

会产生。

现实中，我们更多是站在教育者的立

场，极少考虑孩子的本性：孩子是什么？孩

子需要什么？孩子喜欢什么？对这些因素

思考的缺乏，带来的只会是教育行为的盲

目。教育的尴尬就在于远离了人性的本来

面目，总是企图将所有的“丑小鸭”都变成

“白天鹅”。殊不知，“丑小鸭”能成为“白天

鹅”并非完全靠外力影响所致，而是它原本

就是“白天鹅”。遵循规律，顺其自然，合适

的“影响”才是最好的教育。

如此看来，有“影响”的教育其内涵是：

自由的，能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有自由成长的

空间；自主的，能使每一个孩子都能发挥自

己的生命能量；自然的，能让孩子在不知不

觉中体会到生长的快乐；自许的，能引导孩

子放飞梦想、规划美丽的人生。我们应该营

造自由的空间，培养孩子自主的能力，创设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境界，激

发和保持孩子“为未来而学”的生命热情。

“教育即影响”需要我们能够顺其自然，

尊其个性，启其灵性，唤醒其生命力，点燃其

创造性；给生命爱的阳光、空气和水分，让生

命种子的萌芽、生长、开花、结果有充分自由

的时间与空间；帮助年幼的生命建立规则的

意识、平等的信仰，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美好生活景象

的描绘者、人生希望之火的点燃者、生命不

断成长的引领者的时候，就是教育“影响”发

生的时候。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兴化市教育局）

“我知道某些人没完没了地大量‘阅读’，

一本接着一本，一字接着一字，但我不会称他

们‘博学’，他们固然拥有许多‘知识’，可是大

脑无法组织和登录吸收到的材料。他们缺乏

一种艺术，不晓得如何从书中没有价值的东西

里面，筛选出对他们有价值的东西，并永远记

在脑中，而且如果可能的话，根本就不要看见

其余的部分……”

这是一种相当老练的读书之道，很多人会

同意、欣赏。这段话写于九十年前，但听起来

仍然很年轻、很阳光、很心灵鸡汤，上传微博微

信也不会显得古怪。

这段话的作者是个嗜书如狂的爱书人。

他告诉当年欧洲最有才华的电影女导演：“我

年轻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财力和机会接受正规

教育。所以每天晚上我都要读一两本书，睡得

再晚也一样。我从书里收取需要的东西。”他

阅读的口味不俗，喜欢《堂吉诃德》《鲁滨孙漂

流记》《汤姆叔叔的小屋》《格列佛游记》，特别

喜欢莎士比亚。文学是他阅读生活的一小部

分。他的胃口极杂，从占星术到人种学到毒气

制造无所不读。他的大爱在哲学。女导演为

了讨好他，送他一套善本的哲学家全集。他把

读过的每本书比作一块块“石片”，由此拼贴出

一幅他自己的“马赛克”。他几乎什么话题都

能聊——“从坦克生产一直延伸到戏剧作品”，

他最博学的部下有一天听他随口比较席勒和

萧伯纳的优劣后，五体投地，回家在日记中由

衷地写道：“此人就是天才。”

他是谁？他是上世纪公认的大魔头阿道

夫·希特勒。

西方资深的二战研究者提摩西·赖贝克花

费大量时间研读希特勒的藏书，积多年之功写

成专著《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那些塑造他

生平的书籍》，角度独特，企图“从‘希特勒的阅

读’阅读希特勒”。

希特勒生前有三个私人图书馆。柏林总

理府的图书馆最大，藏书一万册以上。这些

藏书悉数被苏联政府没收，带回了莫斯科。

蹊跷的是，这些书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完全

不知所终。苏联解体后藏书据说曾经短暂现

身，但很快又逃世神隐。慕尼黑和贝希特斯

加登的另外两个图书馆的藏书被占领军美国

大兵洗劫一空，流落民间不复归。后来在贝

希特斯加登的盐矿中又发现了三千册希特勒

藏书，这三千本藏书被运去美国。其中的一

千两百册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另有八十本

藏于布朗大学，可以借读。赖贝克著作的主

要依据，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一千两百册

希特勒旧藏。

这本书虽然资料详尽、编排得体，可是有

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这本书的副标题——“那些

塑造希特勒生平的书籍”有没有最终落实？希

特勒在柏林、慕尼黑两处图书馆的藏书一万六

千册以上，赖贝克目前接触到的藏书充其量不

超过两千本，不到已知藏书的百分之二十。而

且读过的书未必藏，收藏的书未必读，光靠国

会图书馆的这些藏书，不可能测知究竟哪些书

在希特勒的生命中留痕。以作者目前掌握的

材料，难以毫无遗漏地开出曾经影响过希特勒

的图书书单。作者已经尽力，这也许是一个永

远无法完成的任务。不如把副标题平实地改

为“希特勒的藏书和读书”。

第二个问题更有意思——可能也是很多

读者想问的问题；按照“读书等于上进”的成见

和逻辑，以希特勒的好学和广泛阅读，怎么可

能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乱世枭雄？读书为什

么没有令他改邪归正？

这个问题显然也一直困扰着作者。他在

开篇处引了英国诗人蒲柏的一段诗：“一知半

解是危险的事情/除非深的豪饮，否则切勿品味

比埃里亚圣泉/浅尝辄止徒然毒害大脑/大量畅

饮则让我们再度清醒。”作者想说的是，希特勒

罪大恶极一意孤行，读书未能救其弊，是他的

读书方法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选择性阅

读……作者在书中写道，希特勒阅读和他做人

做事一样：出于“被阴暗直觉推动的意志”，出

于“内在不安全感”。

作者的解释过于勉强，心理学的动机分析

尤其可笑。严格地说，我们每个人的阅读，其

实都是不同程度的“一知半解、浅尝辄止、选择

性阅读”，怎么就会成为罪过？

作者没有想明白：读书这件事，无关道

德、无关人品，仅仅有关智慧。图书馆、书房

是脑力、思想力的健身房。阅读能够提升阅

读者的智慧水平，但不会改进阅读者的品

德。就像练武能增强习武人的武艺，但管不

了习武人是去保家卫国还是去杀人放火。希

特勒靠他的广泛阅读，把国家社会主义、种族

主义幻化成最蛊惑人心的意识形态，也算不

负所读。

一位网友跟帖：好人读书越读越好；坏人

读书越读越坏。我非常佩服他的见识，觉得比

赖贝克高明。

（选自小宝《有聊胜无聊》，新星出版社

2017年5月第1版）

这是一篇关于读书的文章。文章所写，不是通常的“开卷有益”，却有一点特别。

文章的论点，即题目所示。你是否同意？是否挑战了你关于读书的认知或定见？文章的论据，挺有意思：读书的希特

勒，希特勒的读书。这想必给了你更多的阅读趣味。

小宝，原名何平，上海人，报刊专栏作者。以睿智和幽默著称，文章集结有《爱国者游戏》《别拿畜生不当人》《老而不死是

为贼》《为坏人辩护》等。对这位沪上妙人，京城的王朔也称赏有加。

小宝为文幽默多谐，但或欠雅驯。这篇选文，也因此作了一点删节。 （任余） 随看
随想

阅读有关智慧，无关道德□小 宝

每周推荐

初夏时节，刚刚下过一场暴雨，山东省临沂市第一实验小学的孩子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来到校园寻找和观察小蜗牛。这是临沂市第一实验小学开设的自然阅读课堂的

一部分，孩子们不仅观察蜗牛，还在课余时间了解蜗牛的身体构造、生活习性等。

张卉/图文

近年来，似乎国人越来越注重读书

了，各方有识之士都在不同场合大力提倡

读书，不同层次的读书会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善哉斯举！美哉斯事！我们教育界

如今也感染了这股风潮，不断听说附近的

某某学校开办了读书沙龙，某某朋友所在

地区成立了读书会之类的好消息。看来，

一个读书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了。可是

我还不免心怀惴惴，读书的黄金时代真的

到来了吗？

我们还是看看领导和教师是怎么说

的吧。领导们说：教师要读书，读书是专

业成长必不可少的一环，只有读书才能提

高教学质量，只有读书才能促进专业发

展，读书造就名师……教师们说：同学们

要读书啊。尤其是语文教师对着孩子面

带诱惑地说：“孩子们要读书啊，只有读书

才能提高语文成绩；读书可以奠定你一生

的发展基础……”可是，也有一些老师说：

够了，我打我的麻将去！一些学生说：够

了，我想睡觉！

究其原因，无外乎我们对读书的提倡

方向出了问题。这似乎是我们的老毛

病。提到读书，人们总会想起古人的那三

句“金玉良言”：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

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这种浸润着

中国传统实用功利的读书态度，让我们的

眼光永远盯着目标，只要目标合理堂皇，

就可以忽视过程的重要性。正如马克思

在《资本论》中提出了金钱拜物教，商品拜

物教，我们也一直处在读书“拜物教”中。

读书其实是一个过程。培根《论读

书》（实际上是《论学习》）开篇就说：读书

足以怡情。这位深受英国理性实用传统

浸润的老先生提到读书学习的时候，首倡

的也是乐趣而不是实用。“风雪夜，听我说

书者五六人，阴雨，七八人，风和日丽，十

人，我读，众人听，都高兴，别无他想。”（木

心《文学史回忆录》）这种有趣、闲适、自

由，才是读书的真实状态。

而现实是什么呢？到书店看看，实体

书店大厦将倾，一家接着一家倒闭，因为

人们不喜欢麻烦，不愿意享受书店淘书的

乐趣，而愿意以更直接更便捷的方式获取

书；偌大的图书馆中，图书室外的人比室

内多；书店中人头攒动的地方是医药、幼

儿、旅游和教辅专柜……我们太着急了，

永远盯着目标。老子早就说过“无用之

用，方为大用”。可是我们哪里懂呢？

中国人不是读书太少，而是读正经书

太多，读“闲书”太少。“中国人不读书”也

是个伪命题。中国人不是不爱读书，是不

爱读看起来与自己关联不大的书。因此，

一方面学生读课本教辅，教师读教材、教

育专著；即使专家们提倡读名著，最后也

依然落得与教辅一样的下场。因为它实

质就是把本来兴味盎然的书籍变成教材，

而毁掉一本书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列入

考试。另一方面，各方面又在合力打压闲

书的生存空间。对于学生，看课外书是大

逆不道；对于教师，不看教学专著是不务

正业。本来大家都还有一颗向学读书之

心——读闲书感觉有趣之余，我不妨读读

名著专著——被你这样一搞，干脆我什么

也不读了。

呜呼哀哉！读书“拜物教”，你们的黄

金世界，我不愿去。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燕子矶中学）

警惕拜物式读书
□杨 赢

且行且思

成长路上，重要事件不胜枚举，第一次公

开课、第一次发表文章、第一次家长会等。去

年7月，我代表学校参加深圳市罗湖区“年度教

师”的评选，应该是最关键的一件事。

时至今日，我依然无法忘记站在讲台上颤

抖的感觉，那声音不像是我的声音，那双腿都

不听我的使唤。通过这次参评，我梳理了这些

年来自己的成绩单，厚厚的一叠获奖证书，加

上一改再改的推荐材料，让我从64名初赛选手

的竞争中进入到20强，之后又得到进入最后六

强的机会。虽然最后没能晋级，但是我收获了

许多。在师父的带领下，智囊团每天陪练，几

天时间像啃了几本大书的感觉。人们都说风

雨过后才能见彩虹，而我正努力向彩虹靠近。

人最大的幸运，是有人可以鼓励你、指引

你、帮助你。所谓贵人，并不是直接给你带来

利益的人，而是开拓你的眼界，纠正你的格局，

给你正能量的人。我专业成长路上的关键人

物——恩师张冠群，正是这样一个人。

2010年，我从一个边远地区的学校调入螺

岭外国语实验学校，在这里结识了我的师父。

初次印象是师父的专业性。那是一次常规的

推门听课，课后她深刻的16字点评让我震惊不

已。这个有着典型东北身材的女子具有深厚

的专业功底，把理论与课堂实践合理联系，委

婉地指出缺点，巧妙地给出修改意见。再后

来，我有幸与师父执教同一个班，见识到师父

对课堂的珍惜与热爱。每一次课都细致地了

解学生学情，每一次课都不重复相同的教法，

每一次课后都虚心地收集听课教师的建议。

20 余年教龄，师父还保有这份教学的严

谨、尝鲜的勇气，也许这就是对教育的执着与

追求吧。现在，我与师父更像是良师益友。最

愉快的事莫过于当我有公开课的时候，师父总

是慷慨地提供指导和建议，而当师父有公开课

的时候，我也不遗余力地全程参与。两人互相

帮助、互相欣赏，时常有英雄所见略同的灵感

碰撞。工作之余，师父还与我一同分享她的夫

妻相处之道、育儿经、购物乐，无话不谈。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师父传递给我的都

是一种态度——快乐工作，把工作当成乐趣；

认真生活，把生活过成诗。我很幸运，在职业

生涯中遇到了这样优秀的人生导师。

有了关键的人，还有关键的书。回看自己

这几年的阅读书单，《图画书应该这样读》一书

在我的专业发展路上算是一本关键书籍，因为

这本书为我打开了图画书世界的门。

在英语绘本教学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连绘

本的具体定义都还不太清楚。这时，儿童文学

作家彭懿的《图画书应该这样读》犹如及时雨

般出现。当我读讫掩卷之时，有一种拨云见

日、豁然开朗之感。对绘本的了解，使我的绘

本阅读能力得到了提升，也让我在绘本教学中

常常能获得前所未有的感悟和快乐。

与“关键”的相遇是偶然的，但是相遇后对

自己成长所产生的影响确是必然的，美好的相

遇给我力量，净化我的心灵，滋养我的成长。

愿未来路上能与更多的关键事件、关键人物和

关键书籍相遇。

（作者单位系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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