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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读过许多书，但只要读就

会认真思考。读别人的故事，想自己

的人生；读别人的故事，写自己的人

生。思维与表达并举的读书方式，让

我受益良多。

我也深深地知道，如果能够读更

多的书，那我的思想来路会更加多元；

掌握的资料越多，思考的凭借物也就

越多，思维和表达都会更加不同。

选取这10本书，很不容易，就像做

历史研究。时间越久远的越好选，把

能记住的写出来就可以了。离得近的

反而模糊，一书橱的书，到底哪一本影

响了我呢？往往很难判断，有的书读

了很多遍，但是不能确定到底影响了

我的哪个方面。

最终按照一个原则，就是读了这

本书让我知道了我所不知道的，做了

我不曾做过的。然后，就开列出下面

的10本书。

童年的书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语言积

累与运用。这本书，是我独立拥有的

第一本书。虽然现在看起来，它并不

符合“整本书”的概念。我还记得，在

集市上的供销点，不知道怎么就发现

了仅有几本书中的这一本。黑色的封

面，上面有 4 个成语故事，其中一个是

“杀鸡取卵”，我现在还记得杀鸡的那

个男人兴高采烈的表情，以及后面他

的目瞪口呆。

当时，书的价钱是五角，而我身无

分文，就去找在集市上卖梨的伯父，软

磨硬泡，在他老人家的嘟囔声中拥有

了平生第一本书，我如获至宝。

因为反复地看，黑色的封面先是

磨得发白，再后来干脆掉下来了，我还

觉得很可惜。

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搜过这本

书，也找到了封面，后来却不知道存到

哪里了，现在也找不到了。

人生中，有许多东西都会失去，

但 是 那 种 感 觉 、体 验 、触 动 不 会 失

去。书中的插图对理解成语起到了

很好的辅助作用，这可能也是我非要

拥有这本书的原因，因为我能看得

懂，并且里面都是我的语言世界中没

有的词汇。这本小书陪伴我好几年，

为我打下了一些语言的底子。

《三毛流浪记（选集）》——看图知

幸福。《三毛流浪记》这本书，我忘记是

怎么得来的了。但是，它带来的那些

快乐一直都在。我看的是张乐平先生

黑白印刷且没有配文字的版本。后

来，我毫不犹豫地买了《张乐平漫画全

集》。可见，这本书对我的影响。

每天翻着书页，看着弱弱的三毛

一个人行走在繁华的都市大街上，形

单影只，孤苦伶仃。但是，他并没有屈

服，虽可怜但坚强，这让小时候的我由

衷佩服。一个人这样，竟然可以活

着。从小小的三毛身上，我感受到的

是生命的力量，是一种在逆境中的艰

难成长。

我生在农村，草木茂盛起来的时

候，小小的我就拿着镰刀、背着柴筐

去砍草。看到一大片茂密的草，就像

寻宝者发现了宝藏。当把割下来的

草装筐时才发现太多了，筐里装不

下。但是，因为是流着汗割下的，就

尽力往筐里装。满满的一大筐草装

好了，看着都高兴，然后就是烦恼，怎

么才能背回家呢？犹豫了一会儿，找

个高一点儿的斜坡，先把筐一点儿一

点儿弄上去，然后蹲下身子，用左肩

来背，右手去找到筐的把手，这样挣

扎几次，才能把筐背起来。接下来就

是迈着沉重的步子前行，但很快两个

肩膀、腰、腿就不给力了，家还在遥远

的地方，怎么办？我就数步数，告诉

自己再走 5 步就放下，走完 5 步的时

候，告诉自己再走 5 步，直到真的再

也坚持不住了。就这样，走走停停才

能到家。我现在想，这哪里是割草，

分明是人生大课，即使负重，坚持一

下总会到达。我以后的人生路都是

这样走的，负重前行，心中数数，总会

抵达。

而这些，似乎又是那个弱弱小小

的三毛给予童年的我以力量，让我知

道“柔弱胜刚强”。后来看到老子《道

德经》中的这句话，我也会无端地想到

三毛。

《希腊神话故事》——读不懂也

能读。《希腊神话故事》这本书，是我

自己买的，同时买到的还有两本小学

生作文选。那是在市里的新华书店，

也是我平生第一次去新华书店。

很薄的一本，有着色彩鲜艳的封

面，我现在想努力确定是哪个版本，但

是在网上也搜不到了。

买是买了，但是看不懂，里面很难

读的众神的名字，很难理解的图画，读

了一点儿就放下了。倒是那两本作文

选，让我反复阅读，受益很多，知道作

文可以怎么写了。

总 有 百 无 聊 赖 的 时 候 ，可 读 的

书就这么一本，也只能硬着头皮读，

就是温儒敏老师说的“连滚带爬地

读”。反复多次以后，总算读懂了一

点儿。希腊神话的谱系我根本也没

弄清楚，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是我最

熟悉的，也是现在唯一记得的，我还

记得插图中高大的木马和正在向里

面爬的战士。这个故事确实让我在

小伙伴面前有些风光，我反复地给

他们讲这个故事，向他们传递异域

的精彩。

那本书晦涩的感觉，颜色强烈的

封面以及难读的众神，还是给我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

青年的书

《林语堂绝妙小品文》——与懂

你的人对话。买《林语堂绝妙小品

文》这本书，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绝

妙”二字。因为那时我并不知道林

语堂是谁，小品文是什么文。我现

在还记得书店的摆放布局，在那里

逛来逛去，逛了大半天，总得买一本

吧，估计是这样的心理，我就拥有了

这本书。

读林语堂的小品文，才知道什么

是才情，什么是智慧。一个螺丝钉可

以谈 4 次 ，一个牙膏可以写出一篇

文。我惊异于林语堂先生的表达方

式，认为他是“我手写我心”的典型代

表，就那么轻描淡写，就那么深刻隽

永了。古今中外，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了。我自己当时写日记，就是那种平

淡的记录。我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表达

方式算不算写作，看了这本书，让我

知道“看似平常最奇崛”是最高水平

的表达方式，也就对自己的记述方式

不再纠结。

在书中，我也慢慢地了解了林语

堂，理解了小品文。后来又买了《林语

堂自传》，对他更加熟悉，觉得亲切。

有一段时间，见到他的书就买。

在林语堂的文字中，勾起了我对

庄子、苏东坡的好奇。于是，我开始读

《庄子》和《苏东坡传》，对中国传统文

化也开始感兴趣。后来再读林语堂的

书，仿佛他正拿着烟斗微笑着坐在我

面前，与我分享他的人生智慧，也在倾

听一个后辈的稚嫩声音。

《白话老子·白话庄子·白话列

子》——死生大事，悟在须臾。这本书

的开本很小，书名很长，是并列排放

的，由三位先生翻译，分别是邓潭洲、

李申、杨伯峻，是介绍老子、庄子和列

子学说的通俗本。读这本书，对我而

言没有压力，因为书中讲的我都能懂。

印 象 最 深 的 是 庄 子 的“鼓 盆 而

歌”，惊异于一个人能够如此一反常

态地对待死亡。我那段时间一直在

想，庄子面对妻子的死亡是这样超然

的态度，那么他对待自己的死亡又会

怎样呢？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生与

死，思考不知多少年后的某一天，我

会离开这个世界，关于我的一切也将

永远被人忘记，就好像我没有来到这

个世界上。每当此时，我就有芒刺在

背的感觉。

“子非鱼”“相濡以沫”“蜗牛触角

上的战争”……这些小故事，让我对生

活以及个人的人生选择有了更加直观

的思考。

《禅说：尊者的棒喝》——倾听智

者的声音。《禅说》是一本漫画哲学书，

是蔡志忠先生画的，用图画和文字共

同讲述禅宗的故事。

禅宗是佛教的中国化，中国化的

过程就是把佛教的“来世”变为中国人

的“现世”，把对未来的美好寄托变成

现在的处世智慧，是重视“此岸”的中

国人过好今生今世的生命诉求的转

化。当时，我和一个老师同住单身宿

舍，这是他从学生那借来的一本书。

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了茶几上的这本

书。看到以后，发现很有意思。

“鸡寒上树”“杯茶禅理”“佛在家

中”……这些富有哲理的故事，我反复

看过多次。“手指与月亮”这个出自禅

宗六祖慧能的故事我在很多次讲座的

结尾处都会讲到，我希望听讲座的人

能够透过语言文字去思考自己的现实

生活。

这个系列中也有《六祖坛经》《庄

子说》《老子说》等，所以有些故事是反

复多次读的，有时记不清具体出自哪

本书了。但是，这些书非常明显地影

响到我，不但教会我怎样思考，也教会

我怎样表达。

专业的书

《点》——多角度看儿童发展。这

是 2009 年看到的一本图画书，是一位

对教育充满热情的青年翻译者翻译

的。我只看到了电子版就被深深吸引

了，书中的故事我讲了无数遍，不管是

面对老师还是家长。2018年我看到了

纸质版，便买了20本送人，希望这些理

念能够传播得更远。也许是因为先入

为主的原因，总觉得这次纸质版的翻

译缺少了些许想象空间，读起来没有

那么动人。

这是一本与教育理念高度相关的

书。书中讲了一个叫瓦斯蒂的孩子，

她根本不会画画，但是老师让她画了

一个“点”，并且把她画的“点”镶嵌在

金色的涡形画框里挂在办公桌前。自

此一发不可收拾，瓦斯蒂画出了各式

各样的“点”，并且专门举办了画展，她

把这种鼓励传递给了一个小男孩。

不同的人读这本书会有不同的

触动。每个生命个体都是充满能量

的，只是要找到一个“激发点”，这个

点就是“起点”。这个点还可以是“点

拨”“点化”，一个高明的、有智慧的教

育者，应该有能力去点拨不同类型的

学生。

这本书像一本生命哲学书。让人

从挫败的现实生活中反观自己，让自

己重新找到一个起点。这本书也像一

本教育哲学著作，只要找到合适的方

式，一定能够让学生找到学习的起点，

然后开始自主学习。

“请写上你的名字”，这句话在书

中出现了两次。写上自己的名字，是

对自我的唤醒，也是对自己负责任的

要求。我每次写名字的时候，都会很

谨慎，我的文章、我的课、我的书，写的

时候，我都会问自己，是否用心做了？

是否对这段生命历程负了责任？

《叶圣陶教育文集》——学习与观

察。这套书有5册，由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因为我在人教网小语论坛的工

作原因，小语论坛的主管刘芬老师送

我一套。先是寄来5本，结果5本都是

第三卷。只能又退回去，等了一段时

间，才拿到5卷本。

拿着这套精装书，我忽然觉得应

该好好地阅读。其中第三卷，我读了

不少于5遍，连出差的时候都拿着。在

阅读的过程中，我用铅笔多次批注，写

了许多自己的感悟。也是从这本书出

发，我开始“不动笔墨不读书”。把思

考即时写在书的空白处，让我感觉到

阅读思考的快乐。

叶圣陶先生关于阅读教学的观

点，我都是在本书中看到的，许多深刻

影响到了我的日常教学。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

目和书影》——如何做研究。我读《传

统语文教育教材论暨蒙学书目和书

影》是在首都师范大学读教育硕士的

时候，在图书馆发现了这本书，然后复

印了。2019年5月，我买到了新版。

这本书让我对语文教师做研究有

了新的认识，作者张志公先生对中国

传统语文教育中的教材和教学都有研

究。在我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

构建艺术》一书中，对语文教育史的梳

理就多次引用了张志公先生的观点。

这本书的写作水平很高，它让枯

燥的研究变得很有趣。因为是边叙边

议的方式，读者能够看到张志公先生

爬梳整理的过程，这也让我对如何表

达研究成果有了新的认识——把自己

的研究过程和研究发现逐步展开，慢

慢地在读者面前打开一幅画卷。我的

硕士论文《叶圣陶“读整本书”思想研

究》就受了张志公先生的影响，希望能

够把发现的过程展示出来。

《人类沟通的起源》——在时空中

变焦。2018年7月，我讲小学语文整体

教学的时候，讲到了汉字的整体教学，

讲到了汉字符号化的过程，讲完以后

我忽然想知道：“用语音表意的时代究

竟有多久”？

谁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

马上发信息向北大中文系教授汪锋请

教。汪锋教授第二天回复：可以看看

《人类沟通的起源》。我马上买到了这

本书，开始寻求答案。

通过这本书我发现，在没有文字之

前，有口头语言，在没有口头语言之前，

人们是“以手指物”，是“动手动脚”“眉

来眼去”的交流时代。这些让我忽然有

了一个新的思路：语言的学习应该遵循

人类发展的过程，应该从人类学的角度

来理解语言学，来理解语文学习。

没有文字的时期，语音就可以表

意了，这个时代大约持续了 15 万年。

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开

启了一扇门，一扇关于人类与语言的

门，让我可以从新的视角发现语文教

学的新根基。

我读这些书几乎都是事出偶然，

也似乎都是在“似懂非懂”的情况下阅

读的。在整理这些书的时候，才发现

“全懂”与“不懂”都不是阅读的最佳境

界。世界上的书“我懂”“懂我”“解决

问题”三个要素兼备的时候，才是对一

个人的思维和表达起作用的时候，也

会印入人的生命记忆。

十 本 书

《绘图儿童成语词典》

杨荫深 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

《三毛流浪记（选集）》

张乐平 绘

少年儿童出版社1959年版

《希腊神话故事》

陈兆林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林语堂绝妙小品文》

林语堂 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白话老子·白话庄子·白话列子》

邓潭洲 李申

杨伯峻 译

岳麓出版社1990年版

《禅说：尊者的棒喝》

蔡志忠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年版

《点》

〔加〕彼得·雷诺茲 著

艾斯苔尔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叶圣陶教育文集》（5卷本）

叶圣陶 著

刘国正 主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传统语文教育教材论》

张志公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人类沟通的起源》

〔美〕迈克尔·托马塞洛 著

蔡雅菁 译

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

李怀源，北京教育学

院副教授，特级教师，著有

《每个孩子都能学好语文》

《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

理论与实务》《小学语文单

元整体教学构建艺术》《叶

圣陶谈阅读》《驾驭语文课

堂的艺术》等，曾获基础教

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

奖，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十

三五”课题。

□ 李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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