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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往 40 余年人生，经历的实

在太多了。不过，自幼年就开始拿在

手中的书本很少放下。读书是我生

活中的重要内容。梳理一下我的读

书生涯，归纳出以下几本对我影响最

大的书。

安徒生童话全集

这是先母给我买的第一套完整

的书籍，也是我第一次完整阅读的世

界名著。这套书让我对于童话乃至

于奇幻文学的喜爱至今仍未消失，豪

夫、王尔德、高尔基、梅特林克、黑塞、

刘易斯、托尔金、宫泽贤治、安房直

子、霍尔拜恩、罗琳……许多童话作

家的作品陆续走进了我的书房，直到

今天。

蓦然回首，30 多年过去了，母亲

早已逝去，当年那窄小而温馨的小

屋也只留在了记忆中，但这套书依

然完整地躺在我的书柜里。每隔几

年，我都会再重读一遍，不仅是重温

一段记忆，也是不断地感受名著的

魅力。虽然安徒生的童话故事我们

早已耳熟能详，也看过无数由那些

经典故事改编而来的动画片、舞台

剧。但是，每次阅读都会有新发现：

在那些看似熟悉的情节背后，蕴含

着作者对于这个世界的观察和人生

的积淀。因此，当我还是一个孩子

时，我在意的是那些美丽的故事，随

着年龄的渐渐增长，我也渐渐能够

去品味那些“含泪的微笑”。

如同阅读一样，当我在讲台上经

历了十余年的岁月洗礼之后，这些已

经教学过无数遍的作品，每次教学都

能教出新的东西来。我会在教学《皇

帝的新装》时，带着学生去细致地发掘

大臣与皇帝在第一次见到那“新装”时

心态的微妙差异，将近年来社会上发

生的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与之比

较，学生们恍然大悟——原来皇帝的

“新装”还不断在人们面前出现，只是

换了个形式罢了。

可 以 说 ，这 套 书 是 我 名 著 阅 读

的起点，也成为我用独立思维教学

的起点。

《大学集注·中庸集注·
论语集注》

小学和中学期间，背过不少古文，

当时觉得痛苦不堪。直到上了大学，

借助教材才算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接触

了整个中国的古典文学史，并对文言

文发生了兴趣。于是，一本本古籍开

始走入我的生活。只是，限于知识积

累，大多古籍都只能浅尝辄止，略知大

概。直到10多年前才真正开始完整地

阅读了一本书，那就是《大学集注·中

庸集注·论语集注》。

当时到一个偏远的苏北小镇支

教，从南京出发要坐近三个小时的长

途汽车。这本书轻而薄，恰好可以放

在外衣口袋之中，来回一趟，大半篇章

可以读完。而荒僻的乡村也没有什么

娱乐，空荡荡的办公室中大声背诵几

段非常适宜。于是，一年的支教时间，

一本书基本上已经背完。

这本书中的内容博大精深，单是

其中的教育思想就能让人用一生去思

考、实践，实非短短几句话可以阐述

清楚。不过，《中庸》中的一句话对我

影响至深：“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

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

废，吾弗能已矣。”朱子解释“素隐行

怪”为“隐僻之理，而过为诡异之行

也”“以其足以欺世而盗名，故后世或

有称述之者”。自我开始以独立思考

应对教学时，首先摒弃的就是对《教

参》的迷信。在我看来，《教参》对于

一个教师就如同婴儿的学步带，刚刚

起步时离不开，但孩子都有能力跑了

还捆着学步带就未免有些荒唐了。语

文教学需要我们有独立的思考，但这

绝不意味着要颠覆整个价值体系，而

变成“荒僻”“诡异”之行。有意忽略

余光中先生少年的经历，以“小时候

哪来乡愁”来否定诗歌的价值；无限

夸大愧怍的含义，而批判杨绛先生冷

漠，都是为搏眼球而作出的“索隐行

怪”之举。我觉得，我们追求语文的

道路也许没有终点，或者不得不“半

途而废”，但是“遵道而行”却是我们

永远不应偏离的。

《唐宋词鉴赏辞典》

上世纪 80 年代初，先母在南师大

读大学时曾听过唐圭璋先生的课，她

绘声绘色地模仿他讲解的样子至今仍

历历在目。她说唐先生编著这本辞典

多年，因此一见到其出版便有惊喜之

感。编选者努力做到精益求精，所选

词上溯至敦煌曲子词，下至宋末的王

沂孙、蒋捷，皆为词人得意之作，几无

遗珠之憾。赏析者中集中了叶嘉莹、

程千帆、霍松林等著名学者，也可谓一

时之选。如果要全面了解唐宋词，这

本书可谓不可或缺。

我读此书最大的感触是，赏析一

首词，绝不能简单地停留在词本身的

字句解读，诗人生活的背景、同类的诗

词赏读都是鉴赏中不可或缺的。在语

文教学中，同样也要求教师有更为博

大的胸怀。我们区的毛韵华老师在教

学陶渊明的《饮酒》（其五）时将之与龚

自珍的《己亥杂诗》（其五）放在一起教

学，而以顾城的《远和近》导入。心灵

与外物的远近、身体与外界的远近源

于诗人内心与世界的距离，毛韵华老

师以独特的目光将不同时代的诗作放

在一起比较，不仅给学生打开了一个

崭新的视角、广阔的空间，同样也展示

了教师包容全局的胸怀，对于文本的

全局意识。

《莫砺锋诗话》

曾经听过莫砺锋教授的讲座，也

曾看过他在《百家讲坛》上的讲座，但

觉得他的诗话是最能打动人心的。中

国历代的诗话多矣，我所收集的何文

焕所编的《历代诗话》及丁福保所编的

《历代诗话续编》，所收的诗话多达数

十种。但莫砺锋教授的诗话之所以打

动我，那是因为他并非只在讲解诗，也

是在讲述自己的生活。从当年的理科

尖子生，到后来的下放农村，再转而学

文，终成大家，莫砺锋教授一生经历丰

富。他把自己的生活融入对诗歌的鉴

赏中，王国维言“有我之境”，说“以我

观物，则物皆著我之色彩”。其实，我

们在读诗时，何尝不是以自己的人生

阅历去解读诗句呢？不同的人生有不

同的理解，丰富的人生能让自己的理

解更加深沉。即使人们没有如此深厚

的人生积淀，但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

同样也能感受到人生的厚重，从而开

始思考诗词后的思考。我想，这就是

莫砺锋教授这部诗话最大的价值了。

20 多年前，曾经向南京一位饱学

宿儒学写诗词，诗词的技巧学了不少，

但当时写出来的大多无法卒读。数年

前，登顶钟山，遥望昨日方临的栖霞

山，触动内心，一首古风自然而成。接

着，心之所属，自然成章，至今已有百

余篇了。回想起来，当年青春年少，

“为赋新词强说愁”，当然一无所成。

历经 20 年的人世沧桑，虽不能说识尽

愁滋味，但感触已深，一吟一叹便自心

中而出了。

其 实 ，生 活 中 处 处 有 令 人 感 动

之处，只是需要我们慢慢沉淀。学

生们常常叹息自己写不出东西，是

因为他们的积淀不够，这就需要教

师 用 自 己 的 人 生 来 开 启 他 们 的 感

悟，让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与思考

丰厚积累。汪曾祺先生回忆听沈从

文先生讲课，沈先生喜欢向学生细

细讲述自己在创作一篇作品时的思

路，这对于学生来说有很大启发，对

今天的我们同样如此。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傅庚生这部书最大的特点在于以

情感、想象、思想、形式为出发点，全

面展示了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傅庚生

先生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艺理论都有

极高的修养，因此写作起来旁征博

引，纵横交错，特别是不同文体的比

较，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例如他在

《深情与至诚》一章中，前引《水浒传》

中七星小聚义、武二郎设祭，《红楼

梦》中元妃省亲、黛玉病逝、铁槛寺送

殡等篇章，以言作品之感人源于作者

之至诚。后以《出师表》《兰亭集序》

《浮生六记》中文字说明，无论叙事、

说理，诚之所至，情亦能感人至深。

小说古文，一俗一雅，此处却相得益

彰，真不愧为大家手笔。

而读傅庚生先生此书，不仅能对

中国古代文学有较为全面的认识，同

样也给予我的教学以启发——作家

的作品归结到底皆是“情动于中而形

于言”。唯有先感动自己，方能形成

文字感动他人。类似的动人之情，比

较不同的形式，可以体味出不同作家

的技巧；类似的形式，能读出不同的

情感，也能体味出不同的生命体验。

我在教学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

时有》时，就让学生将此词与苏轼另

两篇写月之诗文比较，一为《记承天

寺夜游》时如水之月，一为他从海南

归来时所写的“云散月明谁点缀，天

容海色本澄清”。结合苏轼当时的人

生经历，学生也读出了诗人身上独具

的魅力。

《莎士比亚全集》

高考尘埃落定，母亲让我自己去

书店选择几套喜欢的书，我毫不犹豫

地选了这套书。在高中时学了《威尼

斯商人》的片段，然后又读了全剧，对

莎士比亚有着强烈的好奇。书买回

家，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将 11 本书仔

细阅读一遍，那种热情似乎今天仍能

感觉到。后来，关于莎士比亚的译本，

我先后买了梁实秋先生所译的全集，

卞之琳、曹禺、方平、英若诚诸先生所

译的名剧。相比较之下，才真正感到

朱生豪先生所译著的不可替代，或许

唯有他能将莎翁史诗般的雄壮瑰丽译

得如此传神。

但是，比较阅读其他译本也会有

许多有意思的发现。对于某些经典语

句，比较阅读不同译本，能够有不同的

感受。对于外国名著，翻译是无法绕

过的，想要更真实地接触到作者的想

法，比较不同的译本是必要的。于是，

我在教学《未选择的路》时，将飞白先

生的译文与课文比较，学生发现课文

的翻译省略了原诗中的一些语句，而

这些语句恰恰暗示了作者对于人生的

认识。后来，特别是在读了傅庚生先

生的《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一书后，我

渐渐将比较阅读的范围延伸，不仅有

同题材作品的比较，也有作者同一题

材不同时期作品的比较，让学生看到

了文本背后更为广阔的世界。

《你往何处去》

这本书已经记不清读过多少遍，

可仍有阅读它的愿望。为什么如此喜

爱这本书？我想不仅仅是因为跌宕起

伏的情节变化、悲欢离合的人物命运，

还有宏大的背景——在这里，你能够

读到纸醉金迷的古罗马贵族生活、血

腥残酷的斗兽场角斗，也能感受到宽

容博大的原始基督教精神。显克维奇

具有广博的历史知识，又是第一流的

作家，可以将宏大的历史自然地融入

跌宕的情节之中，让你宛如与书中的

人物一起走入那瑰丽的古代世界，与

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我曾经读过阿庇安、塔西佗、苏

维托尼乌斯等人的历史著作，作为同

时代的历史作家，他们的记述大体上

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生活，其中不少

内容在书中也能得到呼应。《你往何

处去》是一本小说，但却通过人物与

情节，让曾经枯燥的纸上历史变得栩

栩如生。由此启发了我的思考——

语文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的解

读上，要作为一扇窗口，为学生打开

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叶圣陶先

生说“教材无非是例子”，我们可以如

此理解这句话——教材作为一个特

例，可以让学生由此认识更多的同类

的事物，也可以帮助他们打开视野，

看到更加广阔的世界。记得在八年

级的说明文单元教学中，因为其中的

《中国石拱桥》《桥之美》都与桥有关，

当时的备课组长袁源老师让我们创

建了一个网站，让学生上传全国乃至

世界各地形态各异的桥，收集与桥有

关的故事、诗词及文化。看着学生们

上传的千姿百态的桥、丰富多彩的文

字，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

世界。

《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听过几次王荣生教授的讲座，不

过要全面了解王荣生教授的教学思

想，还是要读这本书。王荣生教授在

这本书中系统地评讲了十余位名师的

经典教学范例，有赞扬，也有批判，给

我们提供了一个客观看待名师的态

度。我觉得其中最有启发的，还是他

提出了以“定篇”“例文”“用件”“样

本”区分教材，由此区分不同的教学

思路与方法。新版教材明确了讲读课

文与自读课文的区别，并提出了讲读

为例子、自读为实践、课外阅读为延

伸的“三位一体”的教学思路，这恰恰

与王荣生教授提出的教材四分法不谋

而合。

不过，我觉得这本书给我更大的

启发还是书中的批判精神。王荣生教

授在书中同样也能够直接批判名师课

堂的不足，启发老师以更广阔的思路

解读文本。记得一次市级比赛，以《安

塞腰鼓》为内容制作微课，结果大多数

老师都遵循郑桂华老师的教学来组织

课件，郑桂华老师的教学得到了王荣

生教授的高度肯定，但我想王荣生教

授也并不赞成大家一致去复制郑桂华

老师的课。以名师为样本，转换视角

与思路，上出属于自己的课，这方是王

荣生教授的初衷。

《不跪着教书》

曾经见过王栋生老师（吴非）几

次，给我的印象是一位宽厚和蔼的长

者。当我翻看他的作品时，又感觉到

一股凛然正气，令人肃然起敬。王栋

生老师在这本书第一章中引用苏霍姆

林斯基的故事，写道：“让我们的孩子

能具备美好的人性，能像一个人那样

活着，心中有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

我想，这也应当成为每一位具有良知

的教师毕生的追求。不过，要让孩子

具备美好的人性，教师同样也应当有

广阔的胸怀，有思辨的精神，让孩子能

够独立思考。王栋生老师在书中批判

了许多曾经被语文界视为经典的看

法，其依据就源于人的善念与尊严。

我很反感这样的描述——成为教

师以来，我没有逛过一次公园，没有

看过一次电影……如果一名教师只知

道埋首在纸堆中，不去了解周围的世

界，那他并不懂得生活，又如何让孩

子发现生活之美呢？教师同样也需要

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世界，最终有

自己的尊严，这就是王栋生老师所说

的“不跪着教书”。读《论语》，让我明

白了一个合格的读书人应有的价值

观；读王栋生老师的这本书，让我明

白了成为一个合格的语文教师应有的

人生态度。

最后，对我影响最大的书就是我

现在正在写并且也许要用一生来完成

的书——我的生命阅历。

数年前，曾经给我现在书房的藏

书编过一个目录，大约有书 2000 册左

右。从教20余年，直到近七八年来，开

始陆续写作、发表过一些论文、散文、

诗歌等，没有确切统计过数量，大约有

数百篇，似乎出一两书或诗集也可

以。但当我回首往事时，总觉得自己

依然在前行的路上。或许正如古希腊

哲学家芝诺所说，当你所知越多，未知

的也越多。因此，这本书还需要我不

断地去充实、完善。“譬如行远，必自

迩”，或许我的一生都会在路上探索，

但我为之感到幸运。

文本背后那广阔的世界文本背后那广阔的世界文本背后那广阔的世界文本背后那广阔的世界

徐志耀，江苏省南京市弘光中学语文教师，从教 20 余

年，曾在市区各项比赛得到一些奖项。多年来埋首讲台，默

默无闻，并无头衔。近年来，复弄笔墨，有论文数十篇见于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语文学习》等刊物，亦有散文、诗歌百

余篇散见于《中华诗词》《中华辞赋》《诗词月刊》等报刊上。

十 本 书

《《安徒生童话全集安徒生童话全集》》

叶君健叶君健 译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1986年版年版

《《大学集注大学集注··中庸集注中庸集注··论语集注论语集注》》

朱熹朱熹 注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983年版年版

《《唐宋词鉴赏辞典唐宋词鉴赏辞典》》

唐圭璋等唐圭璋等 编编

江苏古籍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1986年版年版

《《莫砺锋诗话莫砺锋诗话》》

莫砺锋莫砺锋 著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06年版年版

《《中国文学欣赏举隅中国文学欣赏举隅》》

傅庚生傅庚生 著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1983年版年版

《《莎士比亚全集莎士比亚全集》》

朱生豪等朱生豪等 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1978年版年版

《《你往何处去你往何处去》》
[[波兰波兰]]显克维奇显克维奇 著著

林洪亮林洪亮 译译

漓江出版社漓江出版社19951995年版年版

《《听王荣生教授评课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王荣生王荣生 著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7年版年版

《《不跪着教书不跪着教书》》

吴非吴非 著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2015年版年版

□ 徐志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