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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 书

我生长在东北农村，小时候很少

见到教材之外的图书。可以说，是语

文书完成了我最初的阅读启蒙。记得

每到 9 月开学，新书发下来的那一刻，

我都无比激动。反复摩挲崭新的封

面，像爱抚极其珍贵的礼物。

我尤其喜欢阅读语文书中的故

事，读完一遍，望着天空发呆，任文学

所激起的遐思在心中涌动。觉得不过

瘾，就借来上一届好友的语文书来

看。那些年，寒暑假作业也是装订成

册的，其中配有漫画故事，虽不是很

长，但也颇有趣，特别喜欢读，至今还

记得其中的一些细节。

埋下一颗文学的种子

让我对文学沉吟至今的，是世界

名著《鲁滨逊漂流记》。上小学四年级

时，一次偶然机会，我从一个远房亲戚

家看到一本中英文对照的《鲁滨逊漂

流记》，鼓起勇气借来看。看书的时候

正是下午，天空逐渐乌云密布，不一会

儿就天雷滚滚，瓢泼大雨。我坐在仓

房里的米袋子上，借着微亮的灯光，一

下子沉浸到文字的世界里，全然忘记

了窗外电闪雷鸣。

我同情鲁滨逊的不幸遭遇，佩服

他顽强的生存能力，慢慢与之合而为

一，仿佛被全世界抛弃，在荒岛上孤独

度日、等待救援的那个人就是我自

己。等看到“星期五”出现，有了可以

倾诉的人类伙伴，我差一点喜极而

泣。最后，他们离开荒岛，重新回到城

市，我亦如释重负。而窗外，已是骤雨

初歇，云开日见。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阅读所独有

的物我两忘的高峰体验。

还有一本《古诗词选释》，让我对

文学的力量有了更深感悟。那是我远

在千里之外当教师的四姨送给我的，

文本不厚，选摘了一些古诗词，并有一

些简单注释。当时其实很少接触到语

文书之外的诗词、散文书籍，更不知有

《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因此拿到

手时非常兴奋，迫不及待从头翻到尾，

不知不觉地还朗声读了好几首，愈发

感慨诗词的韵律实在是美。加上小时

候记忆力好，王维的《观猎》、秦观的

《鹊桥仙》、汉乐府《十五从军征》、南北

朝《木兰辞》等几乎倒背如流，算是打

下了一定的基础。

一本名著、一本诗词，看似很普

通，却让一个农村少年埋下了文学的

种子，以至于终身以文字为业。

武侠小说点亮中学时代

初中三年，我依然处在几乎无课

外书可读的状态，所以一遇到好书，如

获至宝。记得初二在镇上同学家看到

一本缺了页的《三国演义》，好话说尽

才有了半天阅读时间。虽然书中很多

字不认识，如“郭汜”“李傕”“荀彧”等，

只知道前两个不是好人，后一个是谋

士，但这不妨碍我读得津津有味。特

别是翻到关羽过五关斩六将时，读得

那叫一个血脉贲张、热血沸腾，恨不得

也立刻锻造一把大刀，穿越回古代，驰

骋沙场。

考 上 高 中 后 ，班 里 的 一 些 男 生

热衷读武侠小说，其中以邻桌郑绍

山同学为最。他每隔几天就到书摊

上借几本看，金庸、古龙、萧逸、梁羽

生等人的作品轮着借。等他看完一

本，我便借来看，没想到竟也成了武

侠迷。记忆中，看得最投入的一本

是金庸的《倚天屠龙记》，开篇郭襄

孤身登上少室山，与少林和尚起争

执，尤其是与无色禅师过招的情景，

写得丝丝入扣、扣人心弦，一下子把

人带到那座千年古刹中，产生一种

身临其境之感。

金 庸 为 书 中 人 物 起 名 的 智 慧 ，

更是让我赞叹不已，如武当七侠“宋

远桥、俞莲舟、俞岱岩、张松溪、张翠

山、殷梨亭、莫声谷”这些名字看上

去 赏 心 悦 目 ，读 起 来 也 朗 朗 上 口 。

当时，对书中四大门派的人员架构

记忆深刻，课间、打饭路上、睡觉之

前，我都和同学一起讨论有何妙处，

如何有深意。还记得最后一册是在

学校运动会上看完的。周围的同学

呐喊助威，而我躲在最后一排埋头

看书，全然不受干扰，真是到了“闹

市读书”的境界。

怀念每天都有书读的大
学生活

小学阶段即被勾起、中学阶段亦

未满足的阅读兴趣，到了大学得到彻

底满足。整个大学 4 年，我应该是那

一届学生里在图书馆停留时间最长、

借阅图书次数最多的一个。从《曼哈

顿的中国女人》《苦闷的象征》到《美

的历程》《白鹿原》，图书馆里的旧书

新书我不加选择，文学、美学、哲学、

新闻学、社会学以及报纸杂志，都读

得如痴如醉，很像高尔基所言的那句

“我扑在书上，就像饥饿的人扑在面

包上”。

《平凡的世界》便是那时候读的

书，对我后来人生产生了很深的影

响。这本书之前，我从同学那里读

到过盗版的《人生》《路遥短篇小说

选》，因为其中错别字不少，但这不

影响我很喜欢这位作家。一天午饭

后，我从图书馆借出这套书，坐在中

文系的阶梯教室里开始阅读。一翻

开，就再也停不下来，整个人的魂魄

飘向陕北，化身为孙少平，与之一起

或喜或悲。看到田晓霞死去时，我

甚至也不由地泪流满面。等待三本

书读完，一抬眼，教室里满是落日余

晖。那一刻，我的心里有着前所未

有的充实与感动。

从大学图书馆借阅第一本书起，

我开始认真做笔记，标注出版信息，

以及感觉很有深意的句子。一本书的

笔记往往只是一两页，但有一本书我

的笔记记了很多，因为其中的新知

识、新观点对我影响很大，让我明白

文学为什么那么有力量，为什么能改

变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以及自己阅读

不同作品为何有不同感受。这本书就

是陈传才、周文柏所著的《文学理论

新编》。书中从文学活动的语言、审

美、文化、人学等维度，阐述了文学的

特性、价值、功能系统及演化发展规

律，写得深入浅出，读完真有茅塞顿

开之感。

逐渐完善自己的阅读体系

没想到的是，对这本书的精读，让

我于2000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

考试时轻松应对，顺利过关，并有机会

坐在当年不敢想的人民大学教室里听

陈传才老师的课。对这本书的精读，

让我感觉阅读有时候如月老一般，百

转千回之中续接起各种奇缘，改变你

的人生走向。也是因为这本书，我开

始有意识地搭建自己的阅读框架，不

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通过阅读来

把握自己的人生走向。

具体来说，一是文学作品。读研3

年，我几乎通读了包括王安忆、刘恒、

刘震云、阿城、叶兆言、铁凝和海明威、

索尔·贝娄、杰克·伦敦、菲茨杰拉德、

乔治·奥威尔、斯蒂芬·茨威格等在内

的国内外名家代表作。这些作品铺开

我的文学世界，也帮助我对作家的文

字能力、想象创造有了高下对比。对

于晚生代的作家，如毕飞宇、述平、东

西、鬼子、何顿、徐坤、林白、朱文、陈

染、刁斗、张旻、邱华栋、韩东等，我以

每人两到三本代表作的节奏去读。这

些作家中，我相对更喜欢毕飞宇，也许

他不认为自己是晚生代，但其作品有

明显的个人色彩，艺术水平也很高，

《家事》《青衣》以及后来《推拿》等写得

十分独到。

二是文艺理论。阅读《文艺心理

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文学

批评史》《文学理论》等书时，我经常

一边上课，一边阅读，一边做笔记。

包括跟美学有关的作品，如《美的历

程》《林中路》《美学散步》《冥河的摆

渡者》《西方美学史》和王逢振主编的

“先锋译丛”系列（10 种）等，用零花钱

买下来当作工具书来读。许多书啃起

来其实很费劲，怎么看也看不懂，但

凭着一股跟自己较劲的劲头，我硬是

通读了一遍。

相对来说，受益颇深的是朱光潜

的《西方美学史》，不仅畅晓通俗，而

且思路清晰。全书根据西方美学的

历史发展脉络，以时代为线索、流派

为纲要、主要人物为落脚点，一一介

绍了各个美学流派中的代表性人物

及其观点，并加入自己的美学观点进

行评述，让我对从古希腊罗马时期到

二十世纪初的西方美学发展史有了

系统了解，看完之后有种一览众山小

的感觉。

三是心理学。文学作品中对于

人性的描述，让我对心理学有了一

定的兴趣，看到此类好书自然不想

错过。

四 是 网 络 文 学 ，这 是 我 硕 士 毕

业论文的主题，为此不得不大量研

读宁财神、李寻欢、尚爱兰等网络写

手的代表作。尽管在一些人看来网

络文学也属于文学作品，但与传统

文学作品相比显然在气质和行文上

有着不少区别。

在童书与心理学著作中
找到一生志业

硕士毕业，懵懵懂懂地进入教育

行业，读了不少与新闻、教育、写作有

关的书。真正让我的阅读有了根本转

向或向下扎根的，是 2005 年我当了爸

爸之后。在我的小家伙不到两岁时，

一次从同事那里看到了《猜猜我有多

爱你》《疯狂星期二》等绘本，逐渐对这

种艺术形式产生兴趣。后来，有机会

在报纸读书周刊工作，有机会与出版

社、作家深入接触，在方卫平、彭懿、朱

自强等专家的影响下，开始大量阅读

绘本，每天给孩子读故事。

这一读就是 10 年，直到孩子上小

学五年级才停止。

亲子共读让我受益很多，但让我

真正开启教育写作的则是一本叫《被

孩子教诲》的书。书中记录了作者与

孩子相处的日常，透出浓浓的温馨。

我对作者所记录的与孩子对话的小片

段尤其感兴趣，感觉既幽默又有教育

意义。就像作者所说的，“孩子说出的

话有时像一颗小雷，让人一笑，也让人

一惊”。受之影响，我也开始记录我与

孩子的日常，慢慢对童书、童心、童年

有了不一样的了解，并搭建起童书阅

读框架、童年教育框架以及自我的未

来成长框架，有机会引领更多父母一

起找到亲子相处之道，提升家庭教育

的质量。

我经常向其他父母推荐一部儿童

文学作品——《我亲爱的甜橙树》，因

为细腻的文字深深感动了我。我还记

得是在家里阳台上读这本书的，读着

读着，很快入了境。故事的主人公是

一个名叫泽泽的5岁小男孩，他经常调

皮或者闯祸，几乎每天都会被打，哥哥

姐姐也不能理解他的胡言乱语。但他

交了一个朋友，就是院子里的那棵甜

橙树，每天与树谈心，倾诉自己的苦

闷。后来，一个葡萄牙人与泽泽成为

好朋友，让他有了前所未有的幸福

感。当我读到，老葡被火车撞死，他在

甜橙树前喃喃自语那一段，忍不住流

下泪来。

童心无比纤细、敏感，需要呵护、

善待，从这本书开始，我决心成为一个

守护好孩子童年的爸爸。

为了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给他

相对科学的教育，我阅读了不少儿童

心理学书籍，如维果茨基、阿尔弗雷

德·阿德勒、埃里克·埃里克森等的作

品。给我帮助较多的是《阿内特青少

年心理学》，书中将传统的青少年期进

行了延伸，扩大到“初显成人期”，讨

论了 10-25岁这个个体发展阶段的内

容。阿内特立足于文化视角、理论视

角、研究视角和历史视角，全面阐述了

青少年时期面临的心理问题，揭示了

存在于青少年阶段的普遍现象与文化

差异。这本书虽然看似教材，却非常

实用，让我在孩子进入青春期时能及

时应对。

记忆比较深的是，阿内特通过大

量的研究证明，孩子的生命之初，父母

是其成长的最大影响源，在 9-10岁时

达到高峰，随后影响力逐渐下降。而

9-10 岁之后，孩子受同伴的影响力逐

渐上升，在初显成人期时达到峰值，之

后孩子会更多地受恋人、爱人的影

响。所以，家长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

的哪些方面下力气，《阿内特青少年心

理学》给了我很多指引。

孩子上小学五年级时，开始喜欢

玩手机、电脑游戏，这段时间我正在读

博士。出于对新媒介的兴趣，我开始

阅读马歇尔·麦克卢汉、保罗·莱文森、

哈罗德·伊尼斯、詹姆斯·波特、张开、

张艳秋等传播学、媒介理论学者的著

作。其中，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

文明向技术投降》一书很有分量，让我

对如何引导孩子看待媒介、如何与互

联网相处有了想法。

作为“媒介批评三部曲”的终章，

波兹曼的这本书系统讲解了技术垄断

对人类社会的文化、宗教、传统和心理

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深刻指出了技术

的发展不受控制所带来的恶果——

“技术所创造的文化缺乏道德根基，它

破坏了某些心理过程和社会关系，破

坏了人类生存的价值所在”，揭示了技

术垄断阶段各种“软”技术的欺骗作

用，挞伐所谓的社会科学，号召人们以

教育的力量去抵抗技术垄断，并坚决

反对文化向技术投降。书中对于人类

技术的阶段性发展划分不是我感兴趣

的，但波兹曼给出的应对策略耐人深

思，即回到历史的源头，梳理人类的发

展历史来坚定信心，这一点与《未来简

史》《今日简史》的观点异曲同工。

从《鲁滨逊漂流记》《古诗词选释》

到《阿内特心理学》《技术垄断：文明向

技术投降》，其间隔着十万八千里，却

真切地印刻在我的生命历程之中，明

明白白地勾勒出我的精神发育史、专

业成长史。好书就是有如此魔力，时

刻抚慰着你、疗愈着你，冥冥中指引你

的方向。当你不知道未来在哪，回到

书中，来一次全然忘我的阅读，抬起

眼，前路也许清晰可见。

□ 张贵勇

《鲁滨逊漂流记》

刘锦芳 注释

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

《古诗词选释》

佐海峰、刘海荣等 选注

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倚天屠龙记》

金庸 著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1994年版

《平凡的世界》

路遥 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文艺理论新编》

陈传才、周文柏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西方美学史》

朱光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被孩子教诲》

赵妮娜 编

李极平 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我亲爱的甜橙树》

〔巴西〕若泽·毛罗·德瓦斯康塞洛斯 著

蔚玲 译

天天出版社2010年版

《阿内特青少年心理学》

〔美〕阿内特 著

雷雳等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

〔美〕尼尔·波兹曼 著

蔡金栋、梁薇 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

张贵勇，文学博士、专栏

作者、亲子教育畅销书作家。

著有《给孩子的童年书》《让教

育回归美好生活》《真正的陪

伴》《阅读的旅程》《读书成就

名师》《学生眼中的好教育》。

连续多年担任新阅读研究所

中国童书榜副秘书长、首都图

书馆“阅读之城”评委、深圳书

城年度“十大童书”评委。

幸
有
好
书
照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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