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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 宙

对我而言，阅读如同呼吸饮水，一

刻不能缺少。每一本书都渗入了我的

精神世界，塑造了我的人格。以下十

本书，在我心里有着更重要的位置。

如果不是他们，我会在遇到许多重要

问题时感到迷惑，在许多关键转折点

感到茫然。对于人生和教育的十个重

要问题，他们给了我最恰当的启示，

在此分享之，希望也能成为你的“生

命启示”。

《恋爱的犀牛》
启示：如何看待爱情？

这是一个剧本，据说与《挪威的森

林》一起被并称为 20 世纪初中国大学

生的“爱情圣经”。我在2000年时读到

这个剧本，2003 年第一次欣赏郝蕾版

的演出。从那以后，我在剧场看了7遍

《恋爱的犀牛》，每若初见。

这个剧本在 1999 年诞生，直至今

日仍在各地不断复演（包括孟京辉的

官方版本和各大中学校、社会团体的

自发排练），这种涌动的生命力，大概

当得起“圣经”的美誉。《恋爱的犀牛》

用一个看似俗套的故事，吟咏着“爱

情”的永恒主题。这份爱情纯粹到无

法容纳名利、友情等杂质，激烈到不

顾一切斯文，拼尽所有心力。这份纯

度和激情，对比着当下社会对爱情的

顾虑与掩饰。只要稍微浏览热门的

相亲类节目，或者旁观身边人的爱情

观，便不难发现《恋爱的犀牛》恰好站

在了整个时代的对面，令人心向往之

又难以靠近。因为舞台上的爱恨情

仇终究只是一场戏，至多是少数人可

以坚持的理想。面对现实的种种阻

碍，马路对于明明的爱只能是镜花水

月（注：马路和明明是剧中的男女主

人公）。19 年中无数人涌进剧场观看

演出，或许就是为了凭吊消逝在心里

的真爱。

不管如何，爱情是一种高级、神

圣、纯粹的情感，它值得被尊重与呵

护。所以，作为高中教师，我从不简单

粗暴地切断学生的恋情，而是努力让

他们明白：正因为爱情是如此美好，所

以需要双方认真投入；其中必然包括

珍惜学习时光，让彼此有更多的发展

空间，而不只是把爱情挂在嘴上，定格

在眼前。

《史记》
启示：什么是创造？

高中时偶然读到中华书局竖排本

的《史记》，繁体字、三家注，其放射出

的万千光芒，引我沉迷其中。后来报

考中文系，本科、硕士研究《史记》，都

像命中注定一般。

《史记》之大，汪洋无边。于我最

大的感受是“创造”二字。初中生都能

流利背诵《史记》的性质，“中国第一部

纪传体通史”。然而熟稔的念诵中，人

们或许不能体会“第一部”这三个字背

后的力量与光芒。须知，司马迁在撰

写《史记》时，面前并没有任何体例可

以效仿；同时，《尚书》《春秋》这样的经

典已然耸立于前，不容置疑。扬弃前

贤的名作，开创独属自己的史传体例

——这需要作者有莫大的勇气和蓬勃

的自信。而司马迁同时拥有这两种可

贵精神，正如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言：

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

一家之言。

根据《报任安书》的前文，这“亦

欲”之“亦”对应的是作《周易》的周

文王、著《春秋》的孔子、写《离骚》的

屈原，撰《孙子兵法》的孙武——他

们俱是各自领域首创性的巨擘，不

拘泥于旧制，旺盛于创造，终于成就

他们的“一家之言”。现在，凭借“纪

传体”的体例和“以人传史”的洞见，

司马迁也可以当之无愧地和他们站

在 一 起 ，成 为 史 学 、文 学 领 域 的 大

家。当然，这种创造并非无中生有

的狂妄之举，而是站在前人肩膀上

的坚实开拓。

一个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离不开

这种创造精神。古代中国的强盛和当

代世界强国的崛起，都得益于其锐意

进取、开天辟地的种种创举。今日之

中国站在变革的门槛上，更是迫切需

要年轻人敢于研究、勇于创造，而不是

安于丰富舒适的物质享受，乃至山寨

各种不入流的“尖端产品”。

移诸校园，作为戏剧社指导教师，

我从2011年开始带领学生原创剧本，8

年间共创作 9 个原创剧本，题材纷呈、

风格各异，虽难免幼稚不堪，却时刻呼

应鼓舞着我内心的创造欲望。

《人间》
启示：如何对待弱势群体？

这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小说，没有

之一。在《收获》中读到其节选时，便

一口气读完，难以按捺读完全书的欲

望。《人间》的立意、结构、语言都属上

乘，但我认为其最珍贵之处，是对于

“弱势群体”的发现和尊重。

小说取材于“白蛇传”的传说，生

发出三个新的故事。当然，每个故事

中的主题表面上都与“蛇”有关。在人

类看来，蛇是一种可怕的动物，冷血、

有毒、行动迅速、难以驯化。影射至人

间，对于那些与我们不同的族群（他们

其实并无恶意，且无力反抗），我们也

往往另眼相待，保持距离，乃至迫害诛

灭。世间的确没有化作人形的白蛇，

但处处都有这样“令人不安”的异类，

他们可以是异教徒、少数族群、特殊心

理者……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他

们能否安全且愉快地生活在“人间”？

恐怕时至今日，我们都没有一个完整

的答案。

进而可以推想：一个容不下弱势

群体的社会，也是一个暗藏危机的地

方。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共

识：要与最多数群体保持一致，否则便

会受到冷落、排挤和处理。身居其中，

恐怕难言安全感与幸福感。

我所教的大多是要进入高等学府

的学生，多半不会成为弱势群体。我

作为教师，应该让他们感受到弱势群

体的尊严，思考尊重、关爱弱势群体的

意义。每一届学生，我都会推荐他们

阅读《人间》，用这个带着热泪的故事

感动他们，带他们走进弱势群体的

世界。

《卡拉马佐夫兄弟》
启示：如何救赎灵魂？

当 代 学 者 王 晓 明 曾 说 过 ，与 陀

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一个时代，是

多么幸运，这也是我读完《卡拉马佐

夫兄弟》后的真切感受。整整一个

星期，除了最基本的吃喝睡觉，我把

自 己 关 在 卡 拉 马 佐 夫 的 世 界 里 ，

“痛”不思蜀。

是的，这部小说让我觉得非常痛

苦。其中的人物大都背离我当时的

生活常识，以放荡自私为正事，任贪

婪爱欲为常情，“坏”得顺理成章。即

便是单纯善良的阿辽沙，也显得过分

迂腐，软弱得让我想要狠狠地抽他一

鞭子。

然而，这又是让人欲罢不能的痛

苦。因为我可以在小说中清晰地找到

久违的自己——那个平时被各种规约

所掩饰而蠢蠢欲动的本我（弗洛伊德

最喜欢的小说也是这部）。特别是米

嘉，他那么喜怒随心、蔑视一切，做尽

我辈想而不得的痛快之事，时有共

鸣。当年我天真无知时，读之浑然不

觉；18年后历经风霜复读，方觉心有戚

戚焉。

《中国古典小说史论》
启示：什么是真正的写作？

于我而言，这不仅仅是一本文学

研究专著，更是一部写作指导的启蒙

读物，且每次阅读都有新的收获。从

2002 年买回至今，它已经被我翻到书

脊松散，几近脱落。

本书对我最大的冲击，是写作应

该有明确的观点。这似乎是多余的

话，但只要稍微浏览当下的书籍文章，

不难发现许多泛泛而谈的平庸之作。

或许，太过鲜明独立的观点容易遭受

质疑。而本书的作者夏志清则完全没

有这样的顾虑，他以关羽的虚荣傲慢

反驳胡适对于《三国演义》的批评，毫

不留情，正面直言——与之相应的，便

是一个独立理性的人格。

本书于中西方文学、文化的勾连

比较，也信手拈来，从容自得。夏志清

类比赤壁之战中的诸葛亮、鲁肃为福

尔摩斯、华生，切中要害之余，自然引

出本段描写过分夸大诸葛亮、弱化东

吴谋士群体的弊病，简直漂亮。由此，

“广泛积累、潜心运思”的写作要旨，便

自然在我心头扎根。

《诗论》
启示：如何做研究？

1933 年，36 岁的朱光潜凭借《诗

论》打动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成为西

语系教授。朱老本人也对这本专著偏

爱有加，认为“比较有点独到见解”。

将近百年过去，这本书依然屹立在诗

学研究的前沿，令我着迷。

“诗歌”被公认为文学诸体裁中的

最高形式。其雅致难解，又往往让一

般读者望而却步。许多诗歌研究，往

往侧重于具体作品的鉴赏评价，对于

诗歌本体的科学研究，朱光潜先生应

该是第一人。这意味着研究要尽量追

根溯源，钻研“元问题”。当然，这需要

勇气和犀利的眼光。

《诗论》之深刻，在于朱光潜先生

对“人”的重新发现。这里有两重含

义：首先他以心理学为依据，以人类心

理活动机制来解释诗歌的本质和功

能，从而解决了上古资料不存的困境，

更以人情之共性贯联起古今的留白；

其次，他又站在“人类”的高度分析中

西诗歌的异同，在比较分析中定位中

国诗歌“兼善、重人事”的特质。可见，

研究虽尽可能援引各种思想理论，但

对于“人”的关注，始终应是研究的出

发点和终点。

《诗论》的研究不只为解释过去，

还着眼指导当下。《诗论》中专门论述

了白话诗的利弊，并为新诗提出三条

学习途径。所以，任何理论研究都要

接受纷繁芜杂的现实检验，介入其中，

发挥作用，否则不免会沦为僵死空洞

的说教，失去生命力。

《大学诗词写作教程》
启示：为何要写诗？

中国是一个有“诗教”传统的国

家。可如今课堂中的诗教，只是教学

生理解、欣赏、评论，并不教怎么写

诗。高考作文诸体皆可，唯独“诗歌例

外”。至于还能创作格律诗者，更是寥

若晨星。白话文运动兴起将近百年，

古诗词似乎也已离开现实生活，我们

为何还要写诗？

本书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学

习写诗，本质上是一种美育，进而传承

中国古代士大夫高贵的人文精神。这

种人文精神，是中国文明流传千年而

不朽、高贵士大夫名留青史而弥新的

根本原因。

相比一般的诗词写作教材，本书

并未把重点放在格律等规则上，因为

这只是表面的“技”。通过对前人作品

的比较分析，作者罗列出“苏世独立、

哀民生之多艰、九死而不悔”等三条

“诗歌人格”，由此引导后学保持性情

之激烈高尚、自律自强。在我看来，这

恰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能认同、践

行本国传统诗艺者，必能钟爱本国之

传统文化，进而为本国之发展贡献一

己之力。

《说理如何更有效：理性
思维与议论文写作研究》

启示：如何教授写作？

写作教学，是中小学尤其是高中

阶段的教学难点。笔者略擅为文，但

对于如何教授高中生写作，始终未找

到有效方法。李建生老师的这本著

作，没有高端大气的名词，也没有神秘

莫测的主题，而是遵行理性思维的轨

迹，将写作拆分为一个个知识点，并通

过“定义概念、运用方式、实践训练”这

三个基本步骤来训练学生的思维习

惯，提升其思维品质，最终达到“有效

说理”的目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具体

清晰的说明，便于教师讲授，更便于学

生理解。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李建生老

师的观点：高中阶段学生最需要学习

的，便是议论文写作；最可以教授的写

作文体，也是议论文。长期陷于感性

思维的学生，需要用逻辑来厘清思绪，

用理性来辨析世事，用推理来判定是

非——如此，我们下一代才能更踏实

坚定地应对新时代的挑战。

令人信服的是，本书是在李建生

老师和他的同事几轮教学实践后推敲

所得，附有大量实践案例和学生习作，

可谓大胆假设、小心论证的产物。读

完本书，最终坚定了我对议论文写作

“系统化、理性化、实践化”的信念。

《性心理学》
启示：什么是文明？

大学初读此书时，我特意找了张

纸将其严实包裹起来。这恰可以折射

出当时性教育的尴尬处境：人人好奇，

却又个个羞谈。因为在我们看来，

“性”是一件不宜公开讨论、甚至略感

羞耻的事情。时至今日，环境大为改

善，但放眼中小学的性教育，仍难言充

分与公开。如此，这部写于 85 年前的

专著，恐怕并未过时。

我推崇此书，不只因为性心理学

一科的普及。本书译者潘光旦有一番

高见，恰可明示本书的深意：识字教育

可以教人读书、读不费脑力的书，却不

能教他读哪一种书才相宜。如果不同

时授以辨别价值的原则，充满原始欲

望和惰性的普通人，自然会向着抵抗

力最少的路径走下去，同时必然会有

怀揣利益之想的外界势力引诱他一去

不回——如今网络小说的盛行，“三

俗”文艺的炽热，短视频的火热，完全

印证了潘光旦先生的见解。

所以要打造一个文明社会，让人

人趋向高雅而自觉摒弃庸俗险恶，我

们必须严肃认真、正大光明地研究各

种学问，并且不遗余力地推广普及，而

不能因为传统的偏见或另外的私心，

做自得其乐的井蛙。

本书译文也是“信达雅”的最高典

范，潘光旦先生更是新增七成附录，将

中国文献与习惯中流传的关于性的见

解、事例附缀其后。只读此一部分，便

已然大有收获。

《明辨力从哪里来——
批判性思维者的六个习性》

启示：如何运用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是近几年中国教育

改革的热点。身为年轻教师，我一直

学习并试图将其引入教学之中。然而

不巧，我是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人，对

于那些纯理论的著作虽可耐心读完，

却总感难以付诸实践。

董毓老师的新作，及时解决了我

的难题。这本书从头至尾，都是鲜活

生动的案例。这些细节丰富、流程明

晰的事件，从“反思、准确深入分析、清

晰具体思考、认真地求真、谨慎地推

论、开放地综合判断”这六个方面入

手，明确告诉读者该怎样进行批判性

思维。更可贵的是，这些案例都来自

当下热点，汇聚不同观点，追问事件真

相，最终达到自我反思、明辨是非、果

断选择的终点。

本书所讨论的话题并不限于语

文，从政治、经济到体育、文化，几乎

无所不包，这也显示出批判性思维广

泛的适用性。因为当我们要解决一

个现实问题的时候，一切学科的分野

便不存在了。这本书始于反思，深于

推论，趋于明辨。它切实鼓励我在作

文、阅读教学中运用批判性思维，与

学生一起重新审视曾被我们习以为

常 的 世 界 ，走 向 更 开 放 、更 公 正 的

天地。

上述十本书中，直接与教育教学

相关的只有 3 本。这并非鼓励同人远

离专业书籍（事实上我一直坚持阅读

专著和重要期刊），而是想强调一点：

教育的范围应该与生活同样宽广，所

以我们的阅读面也应不拘一格，广开

视野。如此，才能激发学生“开眼看世

界”。回想我自己做学生时，除了刷

题，几乎没有看过任何“作文选、方法

论”；伴我成长的，正是《笑傲江湖》《湮

没的辉煌》《史记》《万历十五年》这样

的“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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