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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NG RIBAO

怡 书 苑

●
桐雨绿烟

●
读书就像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一样，

已经陪伴我走过快乐的童年、美丽的青
春、走向了成熟的中年。曾经的迷离，
曾经的梦幻，如今，都已轻巧地划过日
历的眼前，留下的记忆只有六月美丽的
鲜花与掌声。

邂逅相遇 适我愿兮——《诗经 .
野有蔓草》

啥时候开始我的读书生涯，感觉时
间过了很久，又仿佛在眼前。那时应该
上二年级吧，认识了一些字，能看懂一
些图画书了。那是除了课堂用的语文、
数学，很难找到其他书的时代。邻居家
有亲戚在上海，带回来一箱子旧书，各
式各样的小人书。于是，我就成了她家
的常客，只要有空闲，就坐在她家看
书。一本本有趣的小人书，深深地吸引
了我，什么《小兵张嘎》、《白蛇传》、《大
闹天宫》……有些字不认识，就看着图
连蒙带猜，总能弄明白大概意思，发觉
故事里的一些妙处。渐渐的，字也认得
多起来了。我的母亲是个开朗的女人，
虽然她读书不多，却一直鼓励我们认真
读书，她觉得没能多读书是她的遗憾。
因此，就算家里很忙，可如果我们在看
书，她就觉得这是正事，不喊我们去劳
动。也因此，我们姐弟三人喜欢读书，
且成绩不错。读这些小人书，让我喜欢
上了文字，学会了理解图文，我的作文
水平在那时的村小是拔尖的，小学时就
被送到乡里、县里参加作文竞赛。这大
概就是读书带给我最初的荣誉吧。

欢喜欢喜 渐得清活计——《黄莺
儿》

一本好书，无需刻意追求豪华精美
的包装，当你崇敬地把书名和熟悉或陌

生的作者名字默记心间，再极虔诚地翻
开扉页，映入眼帘的是黑白分明，嗅到
的是馨馨墨香，而耳朵早已跨越尘俗，
窃听器一般藏匿在书中主人公身上，合
书掩卷之余，更让你浮想联翩回味无
穷。那本《小灵通漫游未来》还让我记
忆犹新。书里的未来城市是那么的神
奇，那飘在空中的飞行器、神奇的可视
电话、数字显示的手表、聪明的机器人
铁蛋、还有那怎么吃也只吃了一个小洞
的巨型西瓜……一切东西对于那个八
十年代初农村小姑娘的我，是那么的不
可思议。我着迷地一遍一遍地翻看，记
不清到底看了几遍，我就想知道那未来
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看来有些早已经
变成了现实。这就是读书的魅力，作者
将我带进了那未知的世界，让我沉迷。
不由得我赞叹作者叶永烈，怎么能构想
出那么美妙的未来世界。我感觉自己
好像在书中获得了很多的乐趣，从那以
后我就更喜欢读书了。

闲步露草 偏爱幽远——《绕佛阁 .
暗尘四敛》

“读书能思接千载，视通万里。”读
书能开拓我们的视野，为我营造一道
至真至美的亮丽风景。初中时，上学
的任务愈发的明显，学业也紧张起来，
那时的我迷上了琼瑶的小说和金庸的
武侠小说。从琼瑶的小说中知道了朦
胧的爱情是什么；从武侠小说中知道
了善恶总有报。读书让我的语文作文
成绩非常突出，也增强了我的理解能
力，数学、物理、化学也学得很好，因此
很顺利地考取了南通师范，跳出了“农
门”。

走进南通师范的大门，你会感受到
浓浓的书香氛围，草坪上、荷花池旁、小
路上，总有些同学捧着书在读。通师后
花园的图书馆，给了我读更多书籍的机
会。我也在图书馆查看一些专业书籍，
帮助我理解所学的知识，丰盈我的学生
生涯。除了专业书籍，在那里我开始了
国内四大名著的翻阅，感受中华文学的
深奥。接触到了世界名著，在晦涩的文

字中感受人物情节的跌宕起伏，领略小
说家知人论世的洞幽烛微。小说的妙
处总让人能沉浸在故事情节中不能自
拔，于是我也尝试写小说，只是最后读
者只有自己。我坚持写或叙事或抒情
的日记，让文字反应我的生活与情绪。
我的语文老师说：“看了你的日记，能感
知到你的未来。”原来，读书了，再写出
来了，那样的读书或许更有意义了。

百尺竿头须进步 十方世界是全
身——《湖南长沙景岑招贤禅师偈》

工作了，读书还是我的爱好。但工
作中经常遇到一些问题，让我也开始去
读那些专业书刊。作为教师的我在不
断的阅读与思考中，调整着自己的工
作、学习、生活状态，努力改变自己的生
活现状，重塑自己积极的教育生活。《3-
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纲要》，在
我的教育工作中给了我指引，提升了我
的教学理论素养，让我知道该怎么做；
《体验孩子：宋庆龄幼儿园区域活动案
例》、《小小探索家——幼儿教育中的项
目课程教学》让我走进孩子的世界，在

童心世界里徜徉；《早期教育》、《幼儿教
育》等杂志让我学到许多新的知识，懂
得新的信息，紧紧跟上幼教的时代步
伐。在书的海洋里我寻求着新知，寻求
所期待的答案，体验到从未有过的成就
感、幸福感，实现自己教育生活的增
值。读书用于我的工作，从工作中总
结，于是，我开始写一些工作中的心
得。1991年，工作后的第二年，我参加
了县市的师德演讲比赛，并获得南通市
演讲比赛一等奖的好成绩，演讲稿《我
为孩子献上一颗爱心》寄出，当《幼儿教
育》杂志社寄来杂志时，看着打印出的
文字，我是那么地惊喜，书香变成了墨
香。在以后的教育生涯中我陆续发表
了一些文字，也因此获得了一些荣誉，
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先后被多次被评
为县教坛新秀、县骨干教师、市骨干教
师、市学科带头人。是读书让我体会到
了教师的美丽。

古人云：“布衣暖，菜根香，还是读
书滋味长。”一本好书，如美食佳酿，令
人回味无穷，流连忘返。读书让我享受
了一段段的精神之旅，更让我找到了远
方的自己，让自己变得更美好。

一杯香茗，一本书，悠然的倚在窗
前，大概便是我最幸福的时刻。记得
2016年毕业后，作为定向委培生要下乡
支教三年，当我来到工作单位时，那里
的环境和条件都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这时候我接触到《中华本土教育家陶行
知》这本书，就像行走在沙漠里的人看
到了清泉，是它带我走上陶路，开启幸
福的教育生活。

先生说: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中产生
活的教师，要从活的教师中产生活的
学生，活的乡村教育要利用活的环
境。是啊，我园附近有金色的田野、飘
香的果园还有可以尽情创造的沙石
场，这些不都是极好的特色资源嘛！
利用这些活的环境怎能不引领孩子创
造出更有趣的生活呢。在陶行知先生
的引领下，几年来，我也做了一些尝
试。

陶行知先生说：把学校里的一切伸

长到大自然里去。是呀，广阔的田野为
幼儿活动提供了宽广的舞台，这是农村
幼儿园的独特优势。为了创新集体活
动形式，我和孩子们走出活动室，奔向
无垠的田野，在田梗上写生。

瑶瑶发现银杏树的叶子变得半黄
半绿，真像一只只小蝴蝶呢。香樟树上
结满了黑黑的果实，正等待着种子的成
熟。还看见一簇簇的桂花掩映在枝头，
浩浩踮起脚尖、伸长脖子凑上去闻了
闻，说真香呀。孩子们走来走去，踩在
落叶铺成的松松软软的地毯上，发出沙
沙的声响。也为孩子们的创作增添了
灵感！

先生说:要解放儿童的空间，给儿童
提供广阔的创造舞台，为他们进行创造
活动打下基础。为此，必须反对鸟笼式
的学校，反对导致儿童营养缺乏的教科
书，要让小孩子“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
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只有

“解放了儿童的空闻，才能搜集丰富的
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
之创造力”。

因此，学校附近的果园应该很好的
利用起来。每年春天，园内果树鲜花盛
开，花香扑鼻，美不胜收，到了秋天，一
棵棵果树挂满硕果，金黄的鸭梨、红通
通的柿子、紫的葡萄、绿的桔子压弯了
枝条。我带领孩子去果园观赏，同时会
不失时机的组织孩子开展角色游戏。
看到管理果园的一些阿姨将采摘的果
子摆在路边出售，孩子们也想试一试。
有些“卖家”开始还不好意思，在阿姨的
鼓励下，终于壮起胆子学着吆喝起来，
还引来一些顾客，有模有样的询问情
况，讨价还价。香味飘逸的果园不仅让
孩子们心旷神怡，流连忘返，他们还在
这里丰富了知识，锻炼了社交能力，并
交流、融洽了情感。

陶行知说：教育活动的开展过

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资源的开
发过程。

于是，我和孩子们开始挖掘身边的
各种资源，园区附近的沙石厂成功的引
起我们的注意。沙堆成了儿童的乐
园。游戏中发现，孩子们都能合理分
工，有机合作，有两个小组将泥和沙混
合后加入水，沙石变得富有黏性，他们
得以更便捷的造出城堡，并捏出一些动
物、植物来装饰、美化城堡，看着孩子们
大师级的作品，作为老师的我自豪感油
然而生。

慕然回首，充实而又幸福的三年
支教生涯已结束！这一切还要感谢陶
行知先生，是他引领着我，我引领着孩
子们，从室内奔向室外，从传统教学到
课程游戏化。希望有更多的乡村教师
变成陶子，这样，农村的孩子成长的步
伐一定迈得更远，梦想的翅膀一定飞
得更高！

初读《姥娘》是在一个读
书公众号中推出的节选《藏身
之处》。那时，我并不知道它
出自于本土作家刘老师之手，
也并不知晓它是如此一部饱
含曲折经历与复杂情感的力

作，只是莫名地感到来自跨世
纪的亲情是那样的朴实，有一
种心疼的感觉。文字中的平
淡生活离自己那样的近，近到
甚至就在昨日、触手可及。

细读《姥娘》，我捧在手

心，蓝印花布的封面是老师对
姥娘那个时代的谨献。应该
说尘世间的所有生命，谁也避
免不了老去，谁也不能挽留时
光的脚步。当岁月流逝、沧海
桑田，当亲人老去，我们该怎
么办呢？

很快我钻入其中，难以置
信的是从来没有哪一部小说
让我连续十几个小时茶饭不
思，也从来没有哪一部小说如
此触动我的情感，让我哽咽多
次、泪流满面。我感叹姥娘的
命运，对这样一位耄耋老人晚
年辛酸的生活充满不舍，对

“建波”给予姥娘千里跋涉的
“喂养”所带给我心灵上的触
动满怀感激与敬佩。

姥娘的一生充满坎坷，由
旧时期进入新中国，历经第一
次土改，在山东大庄她亲眼目
睹着亲人遭受迫害、相继离
去，之后靠讨饭的生活艰难地
拉扯着 3个年幼的孩子。好
在姥娘有一个当兵的出息的

“大女儿”，靠着去福建投奔了
大女儿，才躲过了三年自然灾
害。然而天有不测风云，福建

永安的一场变故，使得姥娘又
跟着大女儿一家千里跋涉来
到了如东长沙。

姥娘淳朴慈爱，她和所有
的老一辈一样爱护自己的子
孙。大外孙建波小时候因为
经常和“结巴”的小伙伴一起
玩耍，耳濡目染地“愣”了起
来，急坏了的姥娘带着建波走
在 长 沙 镇 的 街 头 去 卖“ 愣
子”。想象一下这是一幅怎样
的“大带小”的画面呢？夏日
炎炎，姥娘用芭蕉扇给孩子们
扇风，给他们涂抹痱子粉，给
他们“扒瞎话”，等到孩子们一
个个皮肤爽滑了，再像抱冬瓜
似的抱回家去。

姥娘勤劳节俭，她能纺纱
织布、能烙玉米饼子、还能养
蚕，也是腌制咸鸭蛋的好手。
作为发挥余热的老一辈，她一
个人带大了五个孙子辈，这在
如今是相当了不起的。民间
有句古话：“爷爷奶奶喜欢长
头孙”。姥娘就也有一个“秘
密”，独爱自己的大外孙：她经
常瞒着其他的孙子女偷偷地
塞给建波一个蛋；她在初夏的

夜晚，建波回来后趔趄着小
脚，进进出出，忙得陀螺似的
团团转。

哎，平淡的生活很温暖，
假如日子能一直这样过下去
该有多好哟！到了建波父母
（也就是老娘的大女儿女婿）
退休回家与姥娘同住一个屋
檐的时候了。建波父亲铁石
心肠，当姥娘老到再无生活价
值，当姥娘老到需要用竹质拐
杖来支撑自己、甚至将来还需
要儿女的照顾时，他坚决要求
姥娘跟着小舅子离开，理由是
他姓刘没有义务一直赡养姥
娘。即使天寒地冻、即使舅舅
和建波苦苦哀求、即使姥娘有
千个万个不愿离开，但父亲是
那样的决绝，更要命的是母亲
此时竟然也和父亲结成了同
盟，硬是逼着让姥娘离开。

“姥娘不吭声，和衣躺在
床上。这是她的习惯，当她不
高兴、不如意的时候，便和衣
躺在床上。到了傍晚，姥娘头
发蓬乱地从床上爬起来，对儿
子说，那就走吧。”此时，我捧
着书本，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

来，我能感受到这样一位残烛
老人的无奈和内心的无助，我
能理解她对生活了将近三十
年的如东“故土”的不舍。

当母亲唆使舅舅趁着建
波不在带姥娘离开时，眼前出
现的是“姥娘在风中飘扬的白
发，和她颤栗的脚步。姥娘就
像戴着沉重的脚镣，挪几步，
停下来喘口气，四处望一眼。”
她是在寻找建波的身影。这
一刻，我蜷缩在沙发的一角，
泪如雨下。我不忍“看”到那
凌乱的白发，我也不忍“看”到
那颤栗的脚步，那双“三寸金
莲”的小脚是如何支撑内心的
无助与沧桑的？我只有止不
住的流泪……

姥娘两次无奈离“乡”，一
个八十多岁的小脚老人，一个
已是风烛残年随时都会像灯
一样熄灭的老人，离乡背井受
尽了儿媳的白眼、虐待和四川
的水土不服。建波两次千里
跋涉，从遥远的吉林通化和四
川自贡接回姥娘，在交通并不
发达的那个年代，祖孙两人途
中所受的苦又有谁能体会呢？

让我一再流泪的还有那
曾经的岁月，曾经的那个年
代，以及属于那个年代的物是
人非。搭拖拉机的顺风车、歌
唱《五月的鲜花》，或是骑 28
式自行车的横杠，这与我生活
的时代背景是那么地不谋而
合，又是那样的真实。我能想
象得到姥娘在空旷无人的校
舍里的那种孤寂和落寞，我也
能想象得到姥娘在宾东新村
因为无法站稳、手扶墙壁而遭
受女婿训斥恭顺的样子。所
有这些她别无选择，只能隐
忍。好在还有建波，她唯一的
生存依靠。只是，那碗还没来
得及做的“鸡蛋文蛤汤”成为
建波心中永远的痛。

巧合的是在写下这些文
字时，我的孩子们正在新苗幼
儿园小班的午睡间安静地睡
着。他们的天真和懵懂像极
了曾经也上新苗幼儿园的“远
远”。只不过,当年的“六角竹
质拦车”或许还在，“六角拦
车”里的远远也已经长大，能
和爸爸一样扛起笔杆，而坐在

“六角拦车”外的老太太，那个
给远远捡拾纸片的老太太，早
已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影子。

就像奥地利诗人特拉克
尔所说的“大地上的异乡者”一
样，我始终相信有爱存在于不
同空间维次的生命和轮回中，
愿世间有爱的人一切安好！

“当你把阅读当成一种生
活方式，当成一种像呼吸一样
自然的生命状态时，阅读就融
入了你的生命，成为生命本身
的一部分。”初次打开这本书
时，就被这句话给震撼到了。
这是怎样的一种读书境界，在
现在这个飞速发展的信息时
代还有多少人真正能把阅读
看得如此重要呢？我第一个
就做不到，其实我真的不喜欢
阅读，经常一拿起书就想睡
觉，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似乎现
阶段的我又不得不阅读，就是
在这种迷茫，无助的状态下我
才选择了阅读《给教师的阅读
建议》这本书，我想从中找到
一些让我爱上阅读的理由，给
我的阅读之路指点迷津。然
而当我看到这句话时，我满脑
子充满了怀疑和好奇，以至于
我利用一个晚上就把这本书
给看完了，也许这就是阅读的
力量，当然我也收获了许多阅
读的美好。

首先作为一个普通人，阅
读会让你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生
活更加丰富，那些让人刻骨铭
心的爱恨情仇，那些曾经与你
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芸芸
众生书写的精彩人生轨迹，你
都可能通过阅读而看到，并参
与期中，可能因此改变你周围
的一切，包括你自己的一切。
正如闫学所说：“因为阅读，我
对生活变得甘心；因为阅读，我
对生活又总是充满渴望。”

其次作为普通人中教师群
体而言，阅读不仅仅是为了夯
实底蕴，提升教育教学素养，它
可以帮助教师在精神上实现突
围，让生活变得敞亮、充满活
力。面对现如今有点不尽如人
意的教学环境，令人焦虑的教
育现实，教师们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挑战，因为阅读，教师懂得
尊重和接纳学生个体的差别，接受这种差别所造成的
工作的繁琐，能坦然面对自己的困难，积极寻找解决问
题的策略；因为阅读，教师的眼神更平静，性情更豁达，
更难以被激怒，学会了在困境中保持必要的优雅，而不
是动不动就在教室里破口大骂；因为阅读，教师在不知
不觉中向学生传递生活的美好，传达善良的心意，培育
敞亮的心胸，学生受到重要的影响，因为教师对阅读的
热爱而热爱阅读。正如闫校长所说：阅读，就这样成为
一种很重要的教育力量，帮助教师完成了对自身职责
的诠释。

我们总抱怨工作太忙，没时间阅读，但是却可以连
续保持刷抖音半个小时，可以连续看几集偶像剧，这个
时间又是哪挤出来的呢？其实读书不需要一张固定的
桌子，也不需要腾出大把完整的时间，当你把翻开一本
书读一页看成是与打开手机看微信朋友圈一样自然
时，你就会有了阅读的精力和时间。如果能保持这种
状态一直持续下去，你就会慢慢发现，你的工作其实也
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忙了。另外，我们可以反思一下，为
什么会这么忙呢？同样的工作，有的老师能气定神闲，
有的老师却是手忙脚乱。个中原因，除了经验的积累
不同，更多的可以说是教育智慧的不同，那么教育智慧
从哪里来？从实践中来，从学习中来，而这个学习除了
像优秀教师学习，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阅读中
来。所以，越忙才越要阅读。

我们读的越多，对人生的理解越深刻，越感到人
性的复杂；读的越多，越感到自己的浅薄和可怜，我
们会惆怅、忧伤。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历练，一种
教养自己的方式。其实，教师本来就是十分寂寞的
职业，人脉资源、社交圈子都是一目了然的，如果能
坚守一辈子，实属不易。在这种情况下，阅读带给我
们的不仅仅是增加教养，还有抵抗寂寞的能力。

闫学提出：对于一个渴望成长的教师而言，阅读
是一辈子的事情。我渴望成长，更重要的是阅读既
然这样美好，我怎么能放弃这样一个让美好永存的
机会呢！我要阅读，我要尝试把阅读融入自己的生
活，让阅读成为一种必要的丰富与润泽，一种重要的
借鉴与参考，而不是生活的额外负担。

读 书 伴 我 成 长
□ 陈永红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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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的 喂 养
□ 孙海霞

和陶先生一起走过支教生涯
□ 钱惠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