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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我们的“跑马”之旅

十 本 书

□ 陈宇彦

小学一二年级时，我在家里翻箱

倒柜，翻到一本有插图的书，画着一个

矮人，有人要他钻狗洞，引得我哈哈

笑。后来，我才知是“晏子使楚”的故

事。还有一本随意一翻，便见一句话

“不要让别人把你的脑袋当跑马场”，

竟一下子记住，高一时还用到作文里

去了，因为那时已知叔本华是哲学

家。后来再去翻他的书，看得一头雾

水，原来我的脑袋被叔本华当“跑马

场”了呀。

现在想来，此中藏有寓意。当我为

写此文在脑袋里“翻箱倒柜”，苦恼得想

要把笔扔掉时，心里有声音说，“矮子，

来钻狗洞吧！”看来，不好好读书，不沉

潜静思，只能当文化的“矮子”。

所以，被古今中外的智者、勇者、

仁者的思想进到脑中“跑马”实在是一

种荣幸。若再能用秃笔把它们的百分

之一、千分之一整合内化成自己的见

识，且学以致用，更是与我荣焉。

叫魂

学生能理解寓言《穿井得一人》，

大抵也能读懂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

中国妖术大恐慌》，一个借古讽今的现

实演绎版。

1768 年，民间的一个“叫魂”纠纷

竟上升为政治事件，转瞬变异为洪水

猛兽，搅得大清盛世朝野不宁，也使敢

叫万国来朝、使节颤抖的乾隆皇帝内

心根植着“不安感”。于是，这“不安

感”就广植于大清的历史、经济、种族、

政治、宗教等；就纵深于君臣的思想、

潜意识、魂魄。弘历的一个喷嚏就是

西伯利亚般的寒潮，他自己也为之寝

食难安。

满清之不安感，在于权力正统问

题；官僚之不安感，悬空于上下；民众

之不安感，系于基本的活命。这也是

历朝历代传统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基本

症状。孔飞力正是在引导读者探究这

背后的历史意涵和警世意义。

庞大的帝国，脆弱的神经。历史

的魅影，影影绰绰。荒谬与真实交织，

子虚乌有与捕风捉影共存，这悖论足

够迷人又足够骇人。弄权者可利用群

氓的不安，将其转化为打压异己的野

蛮力量，“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

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利补

偿”。在娱乐至死的年代，此书当会引

发人们沉重的思考。

转入语文教学领域，躬身省察，我

们的教学方向是否发生偏差，阅读之

“魂”又何在？也许一如牛汉所言“我

仍在苦苦跋涉”。

田园诗与狂想曲

当你看到这样的例子：两只小鸡

在争夺一条蚯蚓时，我们能否说鸡群

中存在着“私有制”？你是否会想到此

书探讨的是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制度

问题？

没错，封建社会绝不会像田园诗

那样诗情画意，秦晖、金雁概括出它可

怕的三要素：宗法共同体、依附人格、

自然经济。一个是专制制度之源；一

个是强制的与“自愿”的不自由；一个

是在人身依附的基础上以超经济强制

的方式进行的。其依据的事实是“关

中模式”对比“太湖模式”。

作者进而引申出：封建思想根深

蒂固。正如《皇帝的新装》里，腐朽的

统治者是绝不会放弃他们的权力而承

认真理的。这些都表明，理性的觉醒

绝不只是一个思想进化的过程，它与

社会化商品经济的发展、人的自由个

性的发展密不可分。这样的洞察，真

是鞭辟入里。

在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无数次的

PK中，又引发我们几多的思索和行为

呢？在这个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我

们更要思考的应该是每个人都要完成

属于自己的民主革命和现代化进程。

这才是教育的要义。

甲骨文

语言是浏览器，会汉语的美国人

Peter Hessler（中文名何伟）仿佛披着

西方占卜师的外衣，记录了一部“彼

得·海斯勒的中国游记”。

对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

说，何伟像是一个尽心尽职的社会教

育者，修补、丰富着我们的记忆，让我

们明白来自何处、身处何方。

他的另两部作品《江城》《寻路中

国》皆是单一线性结构，《甲骨文：一次

占卜当代中国的旅程》则是什锦盒，每

层每格都是热点。风味不同，意义相

同。殷墟、青铜器、基层村民选举，各

种人物穿梭其间……把非虚构写出了

历史感。

此书涉及主角陈梦家（甲骨文和

青铜器研究者）的笔墨其实有限，也许

现实与历史之间笼罩着一种迷雾，一

种甲骨文一样的谜语。

为什么爱读三部曲？读的是自己

的二三十年，是改革开放的 40 年。过

去未远，未来已近，所有的时光托起的

是现在。

我多次把《江城》《寻路中国》送给

学生，希望他们了解世界，更了解中国。

一百年漂泊

一部台湾百年变迁史，叙述了对岸

的社会演变和民间生活。读来毫无暌

违感，因为这三四十年来，大陆的经济

发展、生活品质的改变，有如它的翻版。

微观上的，远亲近邻，各色人等的

生态；宏观上的，农村往事，乡镇企业

的崛起。

时间是一种装置。外挂着摩托

车、汽车、房子按揭买卖、博彩、贷款、

选举……内置着平淡、颓废、辗转、苦

难、奋斗、旁观、亲历……无所不似。

蕴含其中的不乏：“颠倒迷错，流浪生

死”。既把人、群体乃至时代上下抛

掷，又系牵着他们有意无意地寻找幸

福之路。

青青河畔草，不是望乡时。不管

是台湾的外省人本省人或大陆人，明

月多应在故乡。而这些经历过往又与

何伟的中国三部曲交相辉映。

原以为读过《看见台湾》等已熟识

宝岛，不承想仍是熟悉的杭州、陌生的

汴州。

所以，亲爱的学生，祖国的宝岛——

台湾，除了在朗朗的读书声中，你又了

解多少，亲近几何？

海峡不远，心可以很近。

沉重的肉身

《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

纬语》号称书评、影评的结集，本质却

是棱角分明的哲学之著，煞有温度，热

爱且冷冽，层层哲思的询问、追问、反

问，明明写到山穷水尽，笔锋一转又宕

开新境。谈制度、论道德、析选择，推

进不同思考的各自历史进程。迷人的

“问题意识”贯穿全书，思想的热光冷

光交织闪烁。

当丹东的自然之理，遭遇虚无；罗

伯斯庇尔的神性之理，遭到虚无；庄子

的蜗牛犄角之争理论又跳将出来，舞

之蹈之。读得似懂非懂，又似乎步入

了混沌有光之境，选择忠于自身，忠于

灵魂，忠于不求甚解安身立命的感觉

秩序。

在昆德拉、卡夫卡那里，也在刘小

枫的个别化叙述中，小说是有关伦理

的现代化演绎和建构的，说通俗一点，

现代小说似乎是把“现实主义写实手

法”踢出去。似乎所有的词语概念都

可以反向理解，例如自由与平等会陷

入互为矛盾中，博爱与无情分不清楚。

但书中只是呈现、表达问题，表现

了人生的个体困境，没有解决方案，

没有现成答案。就像十字路口上的赫

拉克勒斯对卡吉娅和阿蕾特的选择，

肉身的快乐还是灵魂的美好？终究意

难平。

读得矛盾呀，却又甘心跟着刘小

枫陷入痛并快乐着的状态。

读书是为了落后于时代的，说的

没错。

读书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区，语文

教师对学生说，也是对自己说。

老头儿汪曾祺

“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

谐。”汪曾祺说。

在三位儿女合著下，汪曾祺的色

彩、形象、声气纤毫浮现。那该是黑白

版的小人书，陪伴着清贫少年儿童时

代，将国人的温良恭俭让蕴含在岁月

的情怀里，是民间接地气的戏文曲调、

养生家常。

当年惊艳于《受戒》，以为知人论

世有例外。后来才知，这是对信息的

占有量不足。作家与作品、源与流，都

应知晓。鲁迅说，看一个人，该看他的

全集。陶渊明、老舍如此，鲁迅如此，

汪曾祺亦复如是，而现状不尽如此。

想起与汪曾祺并称“文坛双璧”的

林斤澜。老舍说:“在北京的作家中，今

后有两个人也许会写出一点东西，一

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刘心武

说：“汪曾祺得到了应得的荣誉，而林

斤澜还没有。”

林斤澜的小说，在溅血的天幕上

撕裂丑恶，透出地狱冷光，同样也是美

的，譬如《十年十癔》。

这印证了，你读的下一本书就在

你现在所读的这本书里。这些，可与

学生交流。

汉字书法之美

入眼，是山水小轴；入耳，是丝竹

金石；入口，是清茶冰酒；入手，是苏

湘纨绣；而入心，是简繁归一，虚实相

生，计白以当黑的东方哲学。这就是

我对书法的感受与膜拜。而蒋勋则表

示：书法是呼吸，是养生，是身体的运

动，是性情的表达，是做人处事的学

习，是安定保佑的力量，是生活现实

里的记忆，是还原到初写自己名字时

的认真……他的解读明显比我更宽广

遥深。

且随蒋勋的磁魔叙述，来一个酣

畅的美学之旅。

赏绝世瑰宝，“横”如千里之阵云、

“点”似高山之坠石、“撇”如陆断犀象之

角、“竖”如万岁枯藤……王颜苏徐，张颠

怀狂，笔墨间似气息奄奄又似横空纵肆；

析卫夫人《笔阵图》教学法，联通书法与

自然万物的联系，完胜永字八法。若当

初我有此种体验法来写字，也不至于如

今羞愧。

在键盘时代，此书对于喜欢写字

的学生是治愈系。

悠悠我心

传统诗词赏析学究气居多，腔调

肃穆术语充斥，学生敬而远之。可喜

“梁惠王”——史杰鹏身段柔和笔风爽

朗，绝少酸腔陈腐气。他以现代人的

理性思维体察古代人事，又以“了解之

同情”代入式带领读者去理解古人的

情感。

此书为学生赏析古诗词开辟了一

条训诂之路。别怕，夫子的看家本领

就是把字源音韵梳理得通俗易懂，为

缺乏音韵学基础的读者提供一个进入

的门径。

富有批判精神的史杰鹏还提醒

道，古人也常强做解人，如遍注群经的

郑玄，不免时有误释。个人犯错不要

紧，把人带坑里可使不得。我是欢迎

学生挑刺质疑的，如果我错了就坦然

致歉。又如描述殷洪乔临江沉信的故

事，史杰鹏直言感觉殷洪乔的人品有

问题，要么别答应要么就送到。快人

快语。

这种打通古今之隔，劲爆的网红

作品正当时。如李晓润《断鸿声远长

天暮》，王晓磊《六神磊磊读唐诗》等。

嗜书的人就像“西虹市首富”，有

种每天花3000万的甜蜜负担。

中国古典小说

名著阅读正在中小学蓬勃开展，然

而囿于各种规定和不科学试题的导向

及师生阅读力所限，效果并不理想。故

此，适当引入专家的赏析不无裨益。

如夏志清将《三国演义》《水浒传》

《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用“义

理”的批评依序评点，检视小说所反映

中国哲学、历史、宗教、社会、政治的各

层现象及其意义。

夏志清认为，《三国演义》的源头

是《史记》《资治通鉴》。若西方小说起

源于史诗，那么中国小说则孕育于史

书。他批驳对农民起义的溢美之词，

在 1966 年就告诫世人：《水浒传》中这

股黑暗野蛮的冲动，其实是人类潜意

识释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量，任何

文明如要生存，必须抑止这种暴力的

滋生。他认为，《西游记》是被当作《般

若波罗蜜多心经》哲理上的评注。一

如托翁、陀翁的小说人物在面临道德

问题时，常常或诵或议《新约全书》，反

过来以此给小说定下基调。心经是唐

僧与孙悟空反复讨论的主题，它有同

样的小说功能。

夏志清指出，《儒林外史》如现代戏

剧，让小说人物自己登上舞台由举止言

行展现性格，由读者自行推断发展情

节。由此，中国小说进入“现代”。《红楼

梦》是中国的“梦的解析”，触及人类潜

意识的心理活动，含义深刻复杂，合乎

心理学潜意识梦境的分析。

读先生的书，恰似一跤跌进青云

里，目迷五色，心又透亮。于是，透亮

的你又可以瞄向他山之玉，如林庚的

《西游记漫话》、田晓菲的《秋水堂论金

瓶梅》……

今天怎样做教师

认识到我从事的事业是一场爱的

教育和技术流，其实是在“遇到”北京教

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教师王

晓春以后。他用 100 个教育案例归纳

出：光有良好的师德，不够；光激情燃

烧，不行；还要具备科学的思维方式和

真正的专业智能。从那时起，我确定对

学生的爱的坐标是教师角色的爱；我顿

悟教育必须走专业化发展之路。

王晓春用案例讲“师爱”，分析何为

“真正的爱”，是否“真心”“爱心”就能解

决所有的问题。若“真心”就能够解决

问题，教师的专业知识还有何用？一问

一答间，不是什么哲学灌输，而是基于

高水位典型案例所剖析的智性的展

示。加之妙语迭出，叫人不时会心一

笑。案例是软道理，但渗透其间的实用

效应，就是硬道理。譬如他说，要注意

角色定位：管孩子时，教师是指挥者，希

望孩子害怕，恐惧是动力；哄孩子时，教

师是鼓动者，希望孩子欣喜，兴奋是动

力。二者都主要诉诸感情，比较情绪

化。而帮孩子时，教师是研究者，希望

孩子冷静、清醒，智慧是动力。一语点

醒职业倦怠者、挫败者。

力量来自识见、实践和创新。

在网络大步迈向 5G时代之际，在

师生面临同样的科技起点之时，作为

教师似乎已没有多少优势可言，譬如

对多媒体的使用，我就多次求教于学

生。所以，作为教师更要对自我的“芯

片”提速提质升级换代，去学习，去成

长，去拥抱时代。

语 文 教 师 不 读 书 ，就 是 不 务 正

业。读书是倾听思想和灵魂声音的自

留地，其最可贵之处在于抵抗自身的

局限与渺小。曾经沧海仍思水，遍读

真知和灼见，乃是福报。

正如卡夫卡所言，书本代替不了

世界。文学的道路与生活的道路一

样，需要用不断学习来拓宽。

你的“跑马场”有多大，你的格局

就有多大。也欢迎你骑上自己的马，

扬鞭奋发。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美］孔飞力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版

《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

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

秦晖、金雁 著

语文出版社2010年版

《甲骨文：一次占卜当代中国的

旅程》

［美］何伟 著

卢秋莹 译

八旗文化出版社2014年版

《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

杨渡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版

《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

事纬语》

刘小枫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老头儿汪曾祺》

汪郎、汪明、汪朝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

《汉字书法之美》

蒋勋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悠悠我心：梁惠王古诗词二十讲》

史杰鹏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

《中国古典小说》

夏志清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版

《今天怎样做教师：点评100个

教育案例（中学）》

王晓春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陈宇彦，任教于浙

江省宁波市实验学校，

初中高级教师。以刷

书为乐，相信阅读就是

“流水盛千言，萤光即

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