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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书都将照亮前路所有书都将照亮前路
□ 白宇极

十 本 书

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思想成

长史，也是一个人生命中最隐秘的河流之一。

渴慕读书的年代

我大概到 6岁才有了第一本“小人书”。

年岁稍长，就到处借书读。当时学校没有严

苛的升学压力，因此闲散时间很多。小孩子

精力充沛，放学后百无聊赖，又缺少玩伴，只

有读书自娱自乐。

因为之前长久的禁锢，大家的读书热情

很高。但当时家里有钱能买书藏书的并不

多，书的种类也非常有限。所以，我读到的书

基本都是以前的教材、马列著作和兵书策略。

其中读的次数最多的是一本袖珍版《三

国演义》。相比其他书，这本书故事性最强，

战争场面宏大，也符合男孩子心理，所以翻来

翻去细细揣摩，总能够常读常新。

当时年幼，并未觉得此书对我影响有多

大，但许多年后才发现，这是第一本将我引入

人心幽暗之处的书。

虽然经过演绎，但书中的人大抵都是历史

人物，无论文臣武将，乱世之中能够出场，基本

都有枭雄的特质。作为核心人物之一的诸葛

亮，谋略之深远，常常让人觉得匪夷所思。鲁

迅批评作者描写太过，举例就是“诸葛近妖，刘

备似伪”。但也正因为极端脸谱化，才让一个

小孩子感到有趣至极，包括里面道术仙法都具

有了童话般的意义。

这本书堪称是让我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本

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日后对人性的理解。

千古文人侠客梦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武侠和言情小说

风靡大陆。我看的第一部武侠小说是《射雕

英雄传》，这本书中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侠客豪

情，正迎合了当时的孩童心境。从此，读武侠

一发不可收拾。

在 3年多的时间里，我读完了金庸和古

龙所有的小说；日夜捧读，废寝忘食。金庸的

小说每一部我都看过不止一遍，里面的人物烂

熟于心，常常一个人看到精彩处，爆笑不止。

金庸先生不但是小说家，还是报业大亨，

更是一位眼光独到的评论家。若说“千古文人

侠客梦”，那金庸先生做得最为圆满。他博闻

强记，所学异常驳杂，一出手就写到了武侠小

说的巅峰。最让人钦佩的是，金庸不但继承了

才子佳人的传统武侠小说格调，书中琴棋书画

诗酒茶无所不包，而且把西方小说写法嫁接到

传统章回体上。在那个时期，这种写法新颖别

致，可谓独创一大门派。我第一次感受到，一

个人竟能够把虚构人物写得如此传神。金庸

的书融儒道释各家理念于一炉，体现出极高的

文化水准，最早为我打开了文学之门。

金庸和古龙等人掀起的武侠热潮影响至

今，但当年这些书却都被那一代的父母视为洪水

猛兽。不过，武侠小说写到他们这个层次，基本

数十年再无寸进，后来的小说不得已逐渐转向。

尤其是从黄易开始，他继承卫斯理等小说的脉

络，开创了玄幻仙侠时代的先河。这些书紧跟时

代步伐，更加靠近西方的写法，又与网络游戏结

合紧密，成为新一代父母眼中的洪水猛兽。

但实际上，每一种类的书都有优劣之分，

写书的作者水平更不一样，像猫腻、烟雨江南

等人，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文学水准不亚于西

方一流小说作者。我相信玄幻仙侠小说未来

很有可能会如金庸小说一样，登入现代文学殿

堂。而这一代儿童也会像我们一样，在成年后

回忆父母对此严防死守的童年时光。

遇到终极问题

初高中忙于应试，直到进入大学之后，我

的读书才发生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转折。

那是入大学三个月左右，我读完大学所有

教材之后，发现这些书并不能解决我面对的问

题，即人为何而活？按照通行的说法，也就是

无法解决“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

根本问题。

为了寻求答案，我开始在图书馆寻找东西典

籍。我借阅的第一本书是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这本书厚达800多页，用了一个多月的时

间才勉强读完，但以我当时的水准，绝大部分

没有读懂，对其中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尤感迷

茫。按照存在主义的说法，人被时间和空间切

割之后，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导致“存在本身就

是存在的意义”。我对此全然无法理解，也无

法认同这一答案。

这本书虽然没能解决我的问题，却让我看

到了希望。这对我来说尤为重要，正是从这本

书开始，我的阅读逐步转入哲学领域，数十年

没有放弃。

但我当时读书的路径有些问题。因为总

觉得自己的问题是现代性带来的困惑，所以没

有走“上溯的路”，而是从萨特开始一路下探，

阅读了福柯、利奥塔、哈贝马斯、罗蒂等人的著

作。但这些哲学大师的著作都有很深的传统

观念在里面，而我这样的读法明显“药不对

症”，许多时候都是以中式思维考虑他们的说

法，未免偏离太远。

这些作者里又以福柯对我影响最深，他的

《规训与惩罚》我连续读了两遍，深深被其思想所

折服。那时我还没有读到边沁，对福柯在书中所

提到的圆形监狱尤为叹服。十几年后，整个世界

都被摄像头占据，更觉得这些思考几乎穿透了时

代，直抵未来。最重要的是福柯让我对权力结构

有了全新的思考，这是一个全新的视角，为我日

后对权力形成自己的想法奠定了根基。

在大学第三年的时候，我已经察觉到哲学

不能解决我所面对的根源性问题。因为，哲学

本身的立足点就源自一个理性上不能撼动的

假说，但理性是有限的。这一发现对我的打击

极为深重。由于终日思考，更让自己的身体和

精神不堪重负，甚至有耳鸣和幻觉出现；可那

个阶段，我的阅读和思考已经停不下来了。

为了疗救自己，我从哲学转入心理学。从弗

洛伊德一路读到荣格、弗洛姆与霍妮。这其中受

荣格恩惠最多，他《寻求灵魂的现代人》与《未发现

的自我》两本书更让我跳出了对自我意识的追问，

开始从整个人类集群的角度反观现代与个人。这

样也是第一次让我有了对世界和生命的敬畏感，

这种谦卑的体验难以言明。另一方面，我从弗洛

姆的《逃避自由》开始思索人类终极自由的问题，

也开启了我进入政治哲学领域的大门。

这一阶段读书杂乱无章，大量时间都沉浸

在哲学与心理学领域，但文学和史学的书籍也

没少看。严格说来，这是一个人思想逐渐奠基

的时期，也是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我身边许

多人正是在此时放弃了阅读思考与探索，从此

停滞不前。

经典没那么难

新世纪以来，整个世界都进入网络时代。

尤其是论坛和社交网站的兴起，人与大师学者

之间的距离变得不再遥远，每当有重大社会议

题，似乎整个国家都在辩论，这很像是一次大

型社会启蒙。

这期间我读了大量有关社会问题的书，这

些书让我不再那么理想化，开始对现实有了较

为切实的理解。但这些书道理浅显，更谈不上

经典，对问题的剖析也每每让人觉得过于偏

颇。但因为以前阅读的经验并不美好，我对是

否要读中西源流的重要典籍犹豫不决。这样

一直拖延到2007年，我才最终鼓起勇气，从两

个方向齐头并进，开始全面阅读。

在阅读中，因为无人指点，我只好以美国

大学教材作为主线，从柏拉图《理想国》和亚里

士多德的《政治学》一路读下来，一直读到马克

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之后，西方政治

哲学基本上就走入当代思潮了。尤其是二战

之后，政治理论越来越多元化，主线支线不再

那么清晰，即使是那些如今享誉国际的大师

们，他们的作品也不再变得高不可攀，也在不

断受到质疑和批评，那么也就意味着其思想的

深刻性受到了挑战。我的阅读因此而慢了下

来。我从书本阅读中转过身来，开始去面对和

解决最现实的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阅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

学》最感震撼，可以说是一路震惊着读完。我没

有想到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对世界思考到

这种程度，书中所讲的理论完全可以应用于

现代。

《政治学》中多处针对柏拉图的理念，又回

过头来相互比照。亚里士多德对希腊了解甚

多，他的《雅典政制》讲述雅典城邦政治制度发

展历程，可以看到人类早期多种政治制度的实

验。从现代的观念来看，他与柏拉图开创了两

种不同的政治源流，影响至今。

当然，西方政治的源流之一本来就来自古

希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原本就是西方当

代政治的根基之一，有这样的结果非常正常。

但也正因为看到了源流，才更加感慨人类的文

明发展其实非常缓慢，而现代文明的出现，更

是非常短暂。

另外，中国经济进入到数十年未有的高发

展期，因此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尤其是阅

读媒体上的信息时，我对经济的理解出现了大

片盲区。所以，我立志把阅读切入经济领域。

数年间，我看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熊

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

路》、米瑟斯的《社会主义》、弗里德曼的《自由

选择》等，但最重要的入门书要算曼昆的《经济

学原理》。

严格来说，这本书是一本教材。现在看

来，书中有许多被证明为错误理念，但它有一

个特别的优点就是非常简单。而且，虽然写得

简单，但最主要的经济学理念几乎无一遗漏，

全部以浅显的语言做了阐述，这是非常难做到

的一件事。这本书适合于零基础的经济学入

门者看。

“继往圣之绝学”

2009年，在阅读西学经典的同时，我开始

涉猎中国传统经典。阅读的路径大致类似，先

看了数本教材类的书籍，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

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的《国史大

纲》、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然后

再从史学和先秦诸子入手，阅读原典及注释。

这些原典里，《资治通鉴》读的时间最长：读

了三年有余。一方面是因为这套书确实卷帙浩

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实在舍不得读完。这种

心态非常矛盾，一边想要手不释卷一口气读掉，

一边又担心读完之后这样的书再也找不到该怎

么办。这种体验相信每个读书人都能意会。

这本书丝毫不亚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

史》。同吉本一样，司马光在文采上也充分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字的美感和锻造方式；但在时间

上，它的跨度比罗马帝国更长，说是浩瀚史诗毫

不为过。更主要的是，司马光还继承了章学诚

所说“六经皆史”的传统源流，相当于“以史写

经”，隐大义于微言，这是中国“史家哲学”的延

续和创造。即使是放在世界文明的范畴上，这

种写法也非常罕见。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

说，这本书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颗耀眼的明珠。

在读《资治通鉴》期间，我把《论语》也读了三

遍。然后上下延展，又读了《易》《道德经》《庄子》

《孟子》等书。这样，对中西文明都有了初步、模糊

的印象。

以往在没读这些书的时候，我觉得中西文

明之间其实殊途同归，最终都会上溯到一个起

点，而最终也会归于大同。但读了之后才发

现，中西文明之间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无论

是源流上还是细节上，几乎没有相同的点。两

者最终是否能够融汇合流，也委实难以预测。

教育是万物的尺度

同一年，我将自己未来的职业定位在教育

领域。在大量搜集整理海内外教育信息的同

时，也开始阅读教育典籍。

我以前的工作范围都是企业性质的事务，

所以想要评断一些具体而微的教育操作，对我

来说难度太大，而且就我当时的思想积淀来

说，着眼点仍在宏观政策方向。所以，教育社

会学是一个比较适合的入口。但教育是一个

难以进行割裂的领域，没想到我最终还是从宏

观逐渐走向微观，这条路艰难地走了10年。

第一本对我造成巨大影响的书是杜威的

《民主与教育》。杜威这本书在世界上影响极

大，在多个“世纪最重要的书”的榜单中名列前

茅，可见它在教育哲学领域的位置。

杜威当年影响我的主要有两个观点，一个

是对待儿童的态度。杜威不主张权威高压的

灌输，而是主张以儿童兴趣与需求为中心进行

教育教学。另一个是他主张教育与美国民主

社会合流，为民主社会培养后备力量。当学生

从学校出来之后，就能够较好适应社会的发展

需求。但我后来对杜威理念有所反思，恰恰也

是这两个方向。

就像汉娜·阿伦特所质疑的那样，儿童与

成人之间是不是必然有一条泾渭分明的分割

线？或者说，我们是否必须在某段时间把儿童

当成一个成人的缩小版？她认为，儿童的世界

其实与成人没有严格的分割，我们应该基于一

个人的本质来看待儿童，他们享有与成人同样

的权利。教育不应该人为地划定“儿童中心”

还是“教师中心”，也不应认为儿童的发展就是

我们设定的“成人方向”。

这一点也间接质疑了杜威的教育进步主

义思路，即教育是否必须有一个所有人都认可

的目标，然后把儿童引导向那个方向。阿伦特

否定了这一点，她认为人的本性不应被引导、

限制或“修剪”，而是应该“成为他自己”，与进

步与否理应没有关系。

其实，这也是杜威在英美等国家广受争议

的症结所在。但在当时，我还体会不到这一

点。不过，无论如何争议，杜威的伟大毋庸置

疑，他提出的教育革新理念以及与女儿一起进

行的新学校探究，至今仍在影响着许多教

育人。

第二本对我教育理念有所冲击的书是黄

武雄的《台湾教育的重建》。黄先生是1994年

台湾“四一〇教改运动”发起人之一，他是大学

教授，但为了更切实地研究改革路径，亲自去

中学教学，所以这本书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

操方法，殊为难得。

一方面，黄武雄先生站在整个世界教育发

展的高度，从“左、中、右”等各种教育理念对台

湾教育改革发展的影响，全面剖析了政府、社

会、教育界、教师和家长等各方面的关系。另

一方面，黄武雄先生亲历了台湾教育变革的过

程，书中对教改前后的举措都描述甚详。我们

看到，台湾教改的历程及所遇到的问题，与我

们现在所面对的困境非常相似。针对这些问

题，该书都提出了切合实际的改革办法。因

此，其借鉴意义显然要远远高于欧美等发达国

家的教育经验。

第三本对我教育理念形成冲击的书是伊

凡·伊里奇的《去学校化社会》。这本书写于上世

纪60年代末，虽然距今已经接近半个世纪的时

间，但书中的思想没有过时，甚至显得非常前卫。

伊里奇将教育中所有的元素置于极端的

状态下思考。像取消学校这样的想法，即使在

今天看来仍然非常激进。但是，看他所陈列的

理由以及所需要的条件，又让人觉得时代的发

展正在逐步验证他的想法。角度的置换让整

个教育的问题呈现出无数不同的视角与思路，

这应该就是真正的思想者对读者所造成的冲

击吧。这让我对教育的理解也突破了专业范

围的框架，开始从教育的原点，或者说无教育

体系的构架下思考教育的整体问题。

当然，在整个阅读生涯中，对我有影响的书

远不止这些。像《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联邦

党人文集》《旧制度与大革命》《王小波杂文》等，

都在我人生的不同阶段产生过极大的冲击。

阅读本身是无止境的，一个读书人，只要

生命不息，就会读书到底。这个世界有无数的

秘密超越了生命的限度，值得人不断追寻。古

圣先贤都是如此，我们又怎能不为此努力呢？

《三国演义》

罗贯中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版

《射雕英雄传》

金庸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存在与虚无》
[法]让·保罗·萨特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规训与惩罚》
[法]米歇尔·福柯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版

《政治学》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著

商务印书馆1997版

白宇极，前媒体人，自媒

体《白卷》创办者。曾做过企

业管理、记者、杂志编辑、产品

经理、课程架构师等多种职

业。现为教育策划人。

《经济学原理》
[美]曼昆 著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版

《资治通鉴》

司马光 著

中华书局2011版

《民主与教育》
[美]约翰·杜威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版

《台湾教育的重建》

黄武雄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版

《去学校化社会》
[美]伊万·伊利奇著

轻工业出版社201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