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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2019年7月17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曹聚仁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记者、作家。本文回忆自己从幼年到青年的读书经历，没有
什么具体的方法。但是，作者读书生活中那种一以贯之的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却跃然纸上。每
个读书人都会有自己的读书经验，但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同的独特经历。阅读曹先生的读书经
验，恐怕更重要的还是回到自身的反省上，省察自我的阅读是不是变得贪多务得、细大
不捐，没有经过独立思考这把筛子的处理，变成了两脚书橱。 （杨赢）

我的读书经验□曹聚仁

每周推荐

随看
随想

中年人有一种好处，会有人来请教什么什

么之类的经验之谈。一个老庶务善于揩油，一

个老裁缝善于偷布，一个老官僚善于刮刷，一

个老政客善于弄鬼作怪，这些都是新手所钦佩

所不得不请教的。好多年以前，上海某中学请

了许多学者专家讲什么读书方法读书经验，后

来还出一本专集。我约略翻过一下，只记得还

是“多读多看多做”那些“好”方法，也就懒得翻

下去。现在轮到我来谈什么读书的经验，悔当

年不到某中学去听讲，又不把专集仔细看一

看；提起笔来，觉得实在没有话可说。

记得四岁时，先父就叫我读书。从《大学》

《中庸》读起，一直读到《纲鉴易知录》，《近思

录》；《诗经》统背过九次，《礼记》《左传》念过两

遍，只有《尔雅》只念过一遍。要说读经可以救

国的话，我该是救国志士的老前辈了。那时

候，读经的人并不算少，仍无补于满清的危亡，

终于做胜朝的遗民。先父大概也是维新党，光

绪三十二年就办起小学来了；虽说小学里有读

经的科目，我读完了《近思录》，就读商务印书

馆出版的《高等小学图文教科书》；我仿读史的

成例，用红笔把那部教科书从头圈到底，以示

倾倒爱慕的热忱，还换了先父一顿重手心。我

的表弟在一只大柜上读《看图识字》，那上面有

彩色图画；趁先父不在的时候，我就抢过来

看。不读经而爱圈教科书，不圈教科书而抢看

图识字，依痛哭流涕的古主任古直、江博士江

亢虎的“读经”“存文”义法看来，大清国是这样

给我们亡了的；我一想起，总觉得有些歉然，所

以宣统复辟，我也颇赞成。

先父时常叫我读《近思录》，《近思录》对于

他很多不利之处。他平常读《四书》，只是用朱

注，《近思录》上有周敦颐、张载、邵雍、程明

道、程伊川种种不同的说法，他不能解释为什

么同是贤人的话，有那样的不大同；最疑难的，

明道和伊川兄弟俩也那样不大同，不知偏向那

一面为是。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些地方他是说

得非常含糊的。有一件事，他觉得很惊讶：我

从《朱文公全集》找到一段朱子说岳飞跋扈不

驯的记载，他不知道怎样说才好，既不便说朱

子说错，又不便失敬岳武穆，只能含糊了事。

有一年，他从杭州买了《王阳明全集》回来，那

更多事了：有些地方，王阳明把朱熹驳得体无

完肤，把朱熹的集注统翻过身来，谁是谁非，实

在无法下判断。翻看的书愈多，疑问之处愈

多，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已经不大信任朱老夫

子了。

我的姑夫陈洪范，他是以善于幻想善于口

辩为人们所爱好，亦以此为人们所嘲笑，说他

是“白痞”。他告诉我们：“尧舜未必有其人，都

是孔子、孟子造出来的。”他说得头头是道，我

们很爱听；第二天，我特地去问他，他却又改口

否认了。我的另一位同学，姓朱的；他说他的

祖先朱××于太平天国乱事初起时，在广西做

知县；“洪大全”的案子是朱××所捏造的。他

还告诉我许多胥吏捏造人证物证的故事。姑

夫虽否认孔孟捏造尧舜的话，我却有点相信。

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到杭州省立第一师范

去读书，从单不庵师研究一点考证学。我才明

白不独朱熹说错，王阳明也说错；不独明道和

伊川之间有不同，朱熹的晚年本与中年本亦有

不同；不独宋人的说法纷歧百出，汉、魏、晋、唐

多代亦纷纭万状；一部经书，打不清的官司。

本来想归依朴学，定于一尊，而吴、皖之学又有

不同，段、王之学亦有出入；即是一个极小的问

题，也不能依违两可，非以批判的态度，便无从

接受前人的意见的。姑夫所幻设的孔、孟捏造

尧、舜的论议，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

伪经考》找到有力的证据，而岳武穆跋扈不驯

的史实，在马端临《文献通考》得了确证。这才

恍然大悟，“前人恃胸臆以为断，其袭取者多

谬，而不谬者反在其所弃。”（戴东原语）信古总

要上当的。单师不庵读书之博，见闻之广，记

忆力之强，足够使我们佩服；他所指示正统派

的考证方法和精神，也帮助解决了不少疑难。

我对于他的信仰，差不多支持十年之久。

然而幻灭期毕竟到来了。五四运动所带

来的社会思潮，使我们厌倦于琐碎的考证。胡

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带来实证主义的方法，

人生问题、社会问题的讨论，带来广大的研究

对象，文学哲学社会……的名著翻译，带来新

鲜的学术空气，人人炽燃着知识欲，人人向往

于西洋文明。在整理国故方面，梁启超的《中

国历史研究法》，顾颉刚的古史讨论，也把从前

康有为手中带浪漫气氛的今文学，变成切切实

实的新考证学。我们那位姓陈的姑夫，他的幻

想不独有康有为证明于前，顾颉刚又定谳于后

了。这样，我对于素所尊敬的单不庵师也颇有

点怀疑起来。甚而对于戴东原的信仰也大大

动摇，渐渐和章实斋相近了。我和单不庵师第

二次相处于西湖省立图书馆（民国十六年），这

一相处，使我对于他完全失了信仰。他是那样

的渊博，却又那样地没有一点自己的见解；读

的书很多，从来理不成一个系统。他是和鹤见

辅所举的亚克敦卿一样，“蚂蚁一般勤劬的学

殖，有了那样的教养，度着那么具有余裕的生

活，却没有留下一卷传世的书；虽从他的讲义

录里，也不能寻比一个创见来。他的生涯中，

是缺少着人类最上的力的那创造力的。他就

像戈壁的沙漠的吸流水一样，吸收了知识，却

并一泓清泉，也不能喷到地上面来。”省立图书

馆中还有一位同事——嘉兴陆仲襄先生也是

这样的。这可以说是上一代那些读古书的人

的共同悲哀。

我有点佩服德国大哲人康德，他能那样的

看了一种书，接受了一个人的见解，又立刻能

把那人那书的思想排逐了出去，永远不把别人

的思想砖头在自己的周围砌起墙头来。那样

博学，又能那样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真是难

能可贵的！

我读了三十年，实在没有什么经验可说。

若非说不可，那只能这样：

第一，时时怀疑古人和古书；

第二，有胆量背叛自己的父师；

第三，组织自我的思想系统。

若要我对青年们说一句经验之谈，也只能这

样：“爱惜精神，莫读古书！”

（选自《阅读的危险——大师的读书经

验》，安悱主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7年版）

让暑假有暑假的样子
□张菊荣

且行且思

人生没有什么捷径，每一步对自己来说都

是当下，都是珍贵的。我是一名普通的幼儿教

师，爱唱、爱笑、爱游玩、爱做梦，每天和孩子一

起快乐地成长。选择幼师职业，对于我来说，

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归属！

我不是学习拔尖的学生，但我一直保持对

学习的热情。还记得高考填报志愿时，当我看

到“学前教育”专业时，脑海中浮现的是我与一

群孩子游戏的情景，这份纯真、快乐吸引着

我。本科学习时，我遇到了一群好老师。刘萍

老师的才艺、朱立新老师的钻研、吴玲老师的

幽默、赵学菊老师的文采、束丛敏老师的博学

都给我很深的印象。在我考研的道路上，束丛

敏老师大大地助推了一把，她给我们讲解答题

的思路，鼓励我们不要害怕，大胆报考。

对于求学的日子，我感受到的是青春那股

勃发的生机，敢闯、敢爱、敢拼！在南京师范大

学读研期间，我跟随许卓娅教授一起去幼儿园

观摩教研，自己尝试教学，与幼儿园老师一起

做课题。

毕业之际，由于男友南下深圳，我头也不回

地跟随到了深圳。刚上岗，迎接我的就是主班

老师一个月后离职、我来接任的局面。面对一

群稚嫩的孩子，我常常很无助，不知如何有效组

织一日生活，让孩子既自主又有序。面对一群

陌生的家长，我很难自信地去沟通。我不知道

如何把学到的理论和知识自如地运用在工作

上，只能发挥音乐教学研究方面的经验，组织各

种音乐游戏。奇妙的是，孩子们很快喜欢上了

我。我积极地走近孩子，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

这让我体悟到，当你眼中有了每一个孩子，熟悉

了他们，你自然就有话题和信心与家长沟通了。

带班的日子，给我最大的帮助是“儿童”对

于我来说，不再是抽象的认知概念，而是一个

个鲜活的生命、不同的个性与脾气。在系统学

习与实施“专题研习”活动中，我和孩子一起体

验主题探究的乐趣，这对于成长在传统教育模

式下的我来说，是一种新的学习。在这里，我

获得的是一种质朴的幸福——与孩子一起的

那份单纯与快乐！

2013年，我遇到我的另一位恩师——郭琼

园长，应聘进入她所在的区属公办园。她教我

如何做人、做事、做管理。在她的引导下，我不

断成长，历任了教研员、教学园长岗位，并评为

深圳市幼教苗圃工程“教科研骨干”，被聘为深

圳市学前教育协会指导师团成员、广东省学前

专委会讲师团“骨干讲师”。

从教学岗位转变为管理岗位，年轻的我如

何胜任？这曾经大大困扰过我，并促使得我走

入心理学的世界，寻求自我提升的途径。我报

考心理咨询师，报名学习精神分析、意象对话、

舞动治疗、贝克认知疗法、戏剧治疗、沙盘等各

种流派，并参加了为期两年的小组学习，逐渐

地，我发现殊途同归，归一于心。于是，我放慢

了学习的脚步。我体察到重要的成长不是外

求，而是内求。外在的学习只是积累知识，关

键的还是自我的体察、认知与调节。

人的成长如一棵大树，幼儿教育好似“养

根”，正所谓“根本不美，枝叶茂者，未之闻也”。

作为幼儿教师，为孩子提供快乐健康成长的环

境，呵护与培育着他们，担当“护根者”，就是非

常有意义的事情；作为幼儿园教学管理人员，为

教师提供学习提升的机会，让教师幸福生活与

工作，同样也是值得我去努力为之的事情！

回顾我的幼教之路，最大的收获是学会感

恩。在感恩中成长，让我的心更加澄澈，也让

我学习如何去爱，爱自己，爱身边的一切！

（作者单位系深圳市罗湖区清秀幼儿园）

当我写下这个标题时，心中不由得生

出“怀旧”的意味。想起儿时，一放暑假就

进入无所事事的状态，一天到晚不知道做

些什么，村前村后逛来逛去。如今回忆童

年生活，这种闲散、自由、漫无目的的时光

最让我怀念。其实，所谓“无所事事”“漫

无目的”只是今天从一个成人的视角观察

得出的结论，当时的我并不会感觉“无所

事事”“漫无目的”。在儿童眼中，童年是

色彩斑斓的，童年生活是精彩纷呈的，而

这种色彩斑斓、精彩纷呈，不在书页间，不

在玩具中，更不在商场里，而是在大自然

当中，在小伙伴之间。只要有大自然、小

伙伴，就是美好童年。

暑假是孩子应该尽情享受的日子。

苏霍姆林斯基称大自然是“蓝天下的学

校”，是“智力的源头”，在大自然中，人能

以赤子之心与世界对话、与自我对话。与

大自然对话，无须离家很远，儿童身边就

有最真实的大自然。

每个人的童年，都应该有一片与他的

生活密切相关的大自然，这个大自然能

“大”当然好，但在钢筋水泥的城市里，也

许这太奢侈，那就找一个小小的“大自

然”，让儿童在这里发现秘密、创造故事。

一个人，当他追溯童年时光，记忆深

处应该有这样一些熟悉的风景：一弯小

河，一片竹林，一片可以看云的草坪，一堵

可以藏蜜蜂的砖墙，甚至只是一个斜坡，

一个池塘，一棵大树……儿童对物质要求

并不高，但他们需要奢侈的精神享受，需

要大量的时间完成这样的精神之旅。而

成人偏偏喜欢用物质占领珍贵、稍纵即逝

的儿童的自由时光。要知道，像清风明月

之景一样，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不能用物质

来换取的。

当然，儿童还需要小伙伴。没有伙伴

的童年是不完整的，幸福的童年应该是在

伙伴的陪伴中度过。与伙伴交往是童年

精神生活的重要内涵，让儿童寻找自己的

伙伴、与伙伴交往，儿童的精神世界就会

蓬勃地生长起来。在伙伴的陪伴中成长，

是童年不可缺失的一课。

有人说童年充满神秘，当我们凝望

儿童时，当我们看着儿童投入地做一件

成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情时，当我们看

着儿童歪着脑袋思考时，我们无法想象

他们的生活有多么精彩。这种全身心的

投入，这种无法理解的神秘，这种无与伦

比的精彩，在儿童与儿童的交往中显得

更加丰富。

让暑假有暑假的样子，其实质就是

让童年有童年的样子：图书馆要去，博物

馆要去，作业要写，诗词要背，智慧的启

蒙要接受，与人交往也不可缺失……让

儿童到大自然中去，到小伙伴之中去，这

才是童年真正的样态，这才是正常的童

年生活。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实验小学

教育集团总校长）

屈指算来，我站在三尺讲台上已有二十三

载了。二十三载如白驹过隙，我与学生之间的那

一个个平凡的故事，却时时激荡着我的心灵……

正红花油·护膝·硬汉。一天，赵文睿一瘸

一拐地来上学。我心生疑惑，蹲下身来轻轻挽

起他的裤腿，只见他膝盖乌黑发青，肿得像个

大馒头。

“怎么了？”我着急地问。“星期天篮球课上

摔的。”他低声说道。

这孩子可真能忍啊！我找出正红花油对

他说：“坐好，忍着！”我用手掌心按住他的膝

盖，慢慢揉搓起来。揉搓了大约 5 分钟，突然

一滴水落在我的手臂上。我把抽纸递给他说：

“你不是在班上自称兰博吗？兰博可是硬汉

啊！硬汉还会掉眼泪？”我站起身拍拍他的肩。

终于，他止住了哭声，说出了心中的郁

结。原来，去年我们班输掉了篮球决赛，同学

们开始疏远他。为了赢得比赛，赵文睿报名参

加了校外篮球训练营，膝盖上的伤就是在训练

中撞的。听完他的讲述，我不禁沉默起来，这

个孩子内心深处有这么多的秘密，而我对此却

一无所知，我既感动又愧疚。

比赛那天，我送给赵文睿一副护膝。那天

的比赛很激烈，也很精彩，最终我们班取得了

胜利。终场哨响起时，孩子们冲上赛场把赵文

睿抬起来，抛向空中……

以后的日子，赵文睿成了真正的兰博，真正

的硬汉，最终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襄阳五中。

我时常想，如果没有泪水的洗濯，男孩儿

不会蜕变为硬汉。作为一名教师，蹲下身子倾

听男孩儿的哭诉，见证他们成长为男子汉，对

我来说就是最高的奖励。

忍者神龟·旋风小子·其疾如风。冬天，寒

风凛冽，一群学生在塑胶跑道上艰难地挪动着

双腿。终于，学生们艰难地丈量完了1000米，

体育老师的脸早已扭曲变形，愤怒地吐出4个

字：“忍者神龟！”

我正是这群学生的班主任，听到“忍者神

龟”4个字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煞是难受。第

二天大课间，我换上运动鞋，站在了队伍最前

面说：“我叫郑世勇，今年 40 岁，从今天开始，

我每天陪你们跑1000米。”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大课间都陪着这群

“忍者神龟”丈量操场。开始几天很难很累，但

我不会放弃。一天，体育老师拦住了我：“老

郑，还是你有办法，昨天给他们做了测试，以后

得叫他们‘旋风小子’了！”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喊破嗓子，不如做

出样子。

泡面·盆栽·冰红茶。一天中午放学，我独

自坐在办公桌前批改试卷。突然，办公室的门

被推开了，刘文浩和另一个学生走了进来，只

见刘文浩手中捧着一桶热气腾腾的泡面，另一

个学生手里捧着一盆小小的盆栽。

我连忙问道：“你们怎么还没有回家？”刘

文浩抢着说道：“郑老师，你怎么还不回家吃

饭？”学生的反问让我无言。接着，他们又从书

包里拿出一瓶透着凉气的冰红茶递给我。

望着泡面、盆栽、冰红茶，我百感交集，竟

然说不出话来。

想当初追梦立志从教，希冀着桃李满天下

的盛况；看今朝执教摸爬滚打，历经着欢歌远

航的幸福！当我聆听琅琅书声的时候，当我在

灯下批改卷子的时候，当我见证男孩儿蜕变的

时候，当我和学生一起奔跑在操场的时候，当

我看见绿色盆栽上那朵小红花的时候，我觉得

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襄阳市第三十一中学）

童心绘师

Miss Mao是我最喜欢的老师，她温柔漂亮，还有一双会笑的大眼睛。只要我们认真

听课了，她就会奖励我们听英文歌、看英文动画片或做小游戏，好玩极了。可是，到了四

年级她就不再教我们了，想想我就好伤心，因为我太喜欢她了。我要好好珍惜现在和她

在一起的时光，在她的英语花园里自由快乐地成长。

深圳市鹏兴实验小学 何芷芃 指导教师：禹天建

慢慢地走幸福的路
□季 琴

成长记录

一路欢歌远航
□郑世勇

师生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