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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胜

时下的文坛有一种奇怪现
象：许多名家写不出名篇佳制，
而一些一般作者却不断有佳作
问世。厉彦林先生不是文坛中
人，但他挚爱散文，并且一出手
就有些不同凡响，除了数量还
有质量都令人惊异。近期，由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地气》一书就
是他的一个重要收获，也给文
坛带来新气息。

《地气》虽然也写了《中国
红》《人民》这样的作品，但整本
书主要不是宏大叙事，多是写
农事、农人、土地、故乡，尤其是
以沂蒙山那个名不见经传的
“小山村”为抒怀中心。这就决
定了作者把姿态放得很低，让
根系牵扯着乡土，使情感连带
着真情实意。作者写《父爱》有
这样的细节：“那里的冬天奇
冷，山里人衣服单薄，除了筒子
棉袄和棉裤，里边没有什么毛
衣、衬衣，因而寒冬腊月常常冻
得打哆嗦。有时父亲把他那厚
棉袄披在我身上，只感到很沉，
但很暖和，闻到一种很熟悉、很
亲切的汗味。”还有父亲大老远给“我”送吃食：“只
见父亲提着一捆煎饼和煮熟的鸡蛋，脸冻得发紫，
帽子和棉裤上挂满了雪花，口中呼的热气在胡子
上结了一层霜。我赶忙给父亲倒了一杯白开水。父
亲双手捂着杯子，望望我，巡视一下我们室内的摆
设，摸摸我的被子。”这样的细节非常鲜活，一下子
跳出视线，进入我们每位读者的心中。它有体温、
有亮色、有刻痕、有悠长的韵味，长久挥之不去。没
有在农村大地上被汗水和泪水洗过，被炎热的太
阳晒过，被苦难的人生浸泡过，作者是永远写不出
这样的感受的。

厉彦林散文善于发现日常生活中的真善美，
尤其是从最底层、普通的人生中发现美丽如花的
人生。作者的母亲最为普通，她的善良与温暖如同
阳光般播撒在儿女心间，她虽然已经驼背，且变得
老态。《舍命保花》写的是牡丹，更写的是母亲。牡
丹是“舍命不舍花”，而母亲何尝不是如此？所以作
者写道：“感觉这牡丹花如同我娘，为了儿女不顾
自己的命，泪水立刻盈满了我眼眶。”“我终于明
白：娘只要看见花朵，闻到花香，即使生活贫寒，心
窝里也幸福温暖，洋溢人性的魅力与光芒。面对一
生平凡平淡的日子，娘倾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供养
孩子们不受任何委屈和伤害，快乐自由地成长。这
品格竟和牡丹花一样。”文章末尾说：“想起生活清
苦却爱花的娘，周身就顿增直面风雨的力量！”这
样的描写一下子将母亲的美好心性写活了。其实，
厉彦林散文中还有一个特点，即通过母亲传达出
来的这种真、善、美的力量，折射的是更为坚实远
大的背景，那就是纯净美好、甘于清贫和乐于奉献
的沂蒙山精神。那块土地上散发出的永恒的人性
和生命之光。

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于万物生灵的描写。

以人写情尤其是写天地正气固然重要，但透过万
物来写世界人生之美好有时更为重要。当《童年卫
士》写那条老黄狗时，作者看到了它的忠诚勇敢，
更看到了世间的缘分。所以作者说：“狗重情义，也
通人性。人与植物、动物相逢、相遇、相识都是缘
分。珍惜平等相处的时光，就会留下美好的记忆和
温馨的情感。”《赤脚走在田野上》用爷爷的话说：
“地是通人性的，不能用鞋踏的。如果踏了，地就喘
不动气了，庄稼也就不爱长了。”这看来是一种对
于土地的深厚情感，其实包含了一份对于天地的
敬畏。当下许多文学创作之所以失于肤浅，一个很
重要的原因在于：只从“人之道”角度来看待问题，
结果失去了更为广大的天地宇宙作为背景。

厉彦林的《地气》还有一个价值值得注意：它
突破了长期以来消极的乡土书写，进入一个为乡
村正名和定位的过程中。长期以来，乡土文学有一
种普遍倾向是，破败、衰落与荒凉成为乡村社会的
总基调，于是在整个城镇化过程中，乡村日渐不堪
甚至消亡，其山光水色与正能量早已不再。厉彦林
的散文则为我们谱写了乡土风情的颂歌，一种被
地气充盈的美妙的诗意，它甚至成为城镇化和现
代化不可忽略的巨大存在。这与那些消极书写中
国乡村的文学形成了鲜明对照，也成为重新发现
文学乡村和文化乡村的范例。《村庄的灵光》是一
首关于村庄的美妙诗篇，也是在文化与文学上注
入底气和正气的自信力量，还是乡村振兴和青山
绿水理念的文学书写。所以，作者提出：“大自然和
村庄恩赐我很多，我却把村庄贴心暖肺的关怀与
眷恋带进了喧嚣的城市。”“土地和家园是乡亲们
灵魂的永久住所。——— 他们辛劳地耕种，用那执着
与沉重，支撑着城市膨胀的浮华与奢望。”这充分
肯定了乡村及其乡村文化的价值，对于消极和简
单地书写与否定乡村的倾向，无疑是一种突破和
超越。在《城市中的土味儿》一文中，作者还表示：
“农村是中国人的故乡。”“城市从乡村中娩出、崛
起、长大。”他还直言：“我无意贬低城市。城市与乡
村是一母同胞的孪生兄弟，砸断骨头连着筋。我以
为，在携手快速发育成长的过程中，这对双胞胎应
坚守土地的色调、品质和味道。”说白了，就是在城
镇化过程，中国不能失去乡村的长处与根性，否则
我们的城市文化就会被异化。事实上，不论是文化
发展和文学创作，今天人们的观念都有偏颇，即认
为乡村已没多少价值，它像一个被榨干了乳汁的
母亲一样，可以弃之不顾，认为它离美好的生活和
希望渐行渐远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厉彦林的散文

《地气》赋予了乡土文学以新的生机活力，可称之
为“新乡土散文”写作。

总之，《地气》确是元气充沛、有感而发、情真
意切、心怀大爱、有大道存矣的一部散文集。它也
可能在艺术上并不完备，有的方面开掘得不够深
入，但就像“地气”本身一样，它来自大地深处，带
着天地正气，是生命的底色，也饱含着原始的动
能，所以呈现着一种贯通天地的力之美。在当下不
少散文变得表面化、孱弱、虚假时，《地气》一书显
得尤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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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山山远远

公元 1518 年，距今正好 500 年前，重重叠叠
的大山中，一支队伍迤逦行军，旌旗招展，刀甲鲜
明。这是南赣巡抚王阳明的军队，他率兵挺进广东
龙川三浰(今河源市和平县)。

这一年，他 47岁，面容清癯，神情庄严，厉目
如电，须发已有些斑白。他的前后左右，均是崇山
峻岭，这些大山，曾是山贼啸聚之地，无法无天数
十年，如今，他们碰到了王阳明，一介儒生，却善于
机变，用兵如神，手段霹雳。

王阳明此番面对的，已是南赣最后一股山贼，
大势明朗，大局已定，大胜在即。但他并无多少欣
喜，进军路上，他给自己的学生薛侃写了一封信，
信中有十个字，500 年后仍震撼人心：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这十字，一语道破人生之难题！
在众心浮躁焦虑的当下，我们带着疑问以及

敬仰，把目光回转到 500 年前，聚焦策马前行的王
阳明，山风浩荡，须发飞扬，他的内心，充盈着至阳
至刚的力量，却又宁静平和。这，才是真正的内心
强大。

明庭剿贼无方，守仁救急登场

王阳明初到南赣，面临的是一个复杂且敏感
的乱局，乱到不能再乱。

乱到什么程度？
山贼肆虐，完全失控。
明朝南赣巡抚辖区，包括今天的赣南、闽西和

粤东，古籍称赣南“南抚百粤，北望中州”，据五岭
之咽喉，扼赣闽粤湘之要冲。此地被崇山峻岭包
围，也被称为“十万大山”：武夷山脉、罗霄山脉、南
岭山脉、雩山山脉……当王阳明作为一方最高军
政长官来到南赣时，治下多处地盘，事实上控于山
贼之手。

当时，谢志山占领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占
领浰头，各自称王，与大庾的陈曰能、乐昌的高快
马、郴州的龚福全、南靖的詹师富、龙南的黄秀魁
等遥相呼应，攻占、劫掠各处府县。他们手下兵马
不少：谢志山拥众八千多，池仲容麾下五千多，龚
福全有兵马七千余人……山贼非常剽悍，南安、南
康、信丰、龙南、安远、乐昌、桂阳等地城池，屡屡被
山贼围攻，地方官员或战死或沦为俘虏。

有些山贼，还不满足于夺取钱财，试图与明朝
分庭抗礼，谢志山自称“征南王”，龚福全自称“延
溪王”，池仲容给自己封了个“金龙霸王”。他们也
确实有些才能，比如谢志山，被俘后，王阳明审问
他：“汝何得党类之众若此？”谢志山说道：“平生见
世上好汉，断不轻易放过；多方钩致之，或纵其酒，
或助其急，待其相德，与之吐实，无不应矣。”王阳
明闻之，叹道：“吾儒一生求朋友之益，岂异是哉！”
可以说，谢志山慷慨好义，真诚对待部下，四方豪
杰纷纷到他帐下效力，甚至官府中也有不少人成
了他的眼线。

山贼们也很狡黠，摸透了官府的心思，处于下
风时，就接受招安，风头一过，马上反。比如谢志
山，1512 年遭遇官军强势围剿，假意接受招安，朝
廷大喜，给他不少赠品。但官兵收兵后不久，谢志
山又重树反旗。这种“降-反”的游戏，被山贼们玩
得滚瓜烂熟。

相形之下，南赣官军战斗力低下，迫于无奈，
朝廷只能派湘西或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狼
兵”过来剿匪，“狼兵”们战斗力倒是很强，“狼兵”
一来，他们就躲藏起来，等“狼兵”走了，再出来捣
乱。“狼兵”毕竟是客军，不可能长留南赣，一来一
回得一年。更让人头疼的是：“狼兵”纪律太差，往
往把地方搞得鸡犬不宁。

南赣剿匪之事，明庭不知如何作为，要么“乱
作为”，要么“不作为”，陷入恶性循环：官兵围剿不
力，为对上交代，往往滥杀无辜，激得老百姓投靠
山贼；久剿不灭，为避免朝廷震怒，保住乌纱帽，地
方官员对匪患往往隐瞒不报，也百般迁就山贼，虽
被反复玩弄，还是迷信招抚，梦想以最小成本来赌
一个最大收益，结果山贼之祸，愈演愈烈。

这貌似无解之困局。王阳明的前任文森，直接
给朝廷上奏：我病得很重，不能去赣南上任。

王阳明因此闪亮登场。

“龙场悟道”后实践“知行合一”

来南赣之前，王阳明的名气并不大。
这之前，他的人生颇为坎坷：从小研究孔子和

朱熹之学，28岁进士及第，在朝廷当个小官，因仗

义执言得罪了大太监刘瑾，被廷杖四十大板，给
打得死去活来，又被贬到贵州龙场驿，流放途
中，还遭到刘瑾派来的杀手追杀，假装跳钱塘
江自杀，才得以逃脱。九死一生到达龙场驿，
艰难困苦，内心悲愤，想死的心都有了，但父
亲尚在，怎能求死？他开始尝试求得内心平静
之法，一天夜里，忽然觉得“心中洒洒”，仿佛
有人对他说话，于是“大彻大悟格物致知之
旨”，顿时明白格物致知当自求于心、不当求于
外物的道理，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
中，“此心光明，亦复何言”。他呼跃而起，手舞足
蹈，把睡着的仆人们都惊醒了。这就是著名的
“龙场悟道”。

“龙场悟道”后，王阳明的“心学”渐成体系，
又恰逢权阉刘瑾伏诛，自己冤案平反，离开贵
州，辗转多地任职，到南赣前，他在留都南京任
正四品的鸿胪寺卿。兵部尚书(明朝的国防部
长)王琼一直欣赏王阳明，当南赣情形糟糕、文
森托病请辞时，在他力荐下，王阳明被擢为都察
院左佥都御史，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
(州)等地。

主政一方，王阳明终于有了“知行合一”的
实践机会。“这个任命与贬谪龙场具有同等意
义，如果说贬谪龙场造就了中国哲学史上的王
守仁，南赣汀漳巡抚的任命，则造就了中国政治
史上的王守仁，而正是这两个方面的相互激发、
相互结合，才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千古唯一的王
守仁。”学者方志远在《旷世大儒——— 王阳明》一
书中如是评价。

在南赣，短短时间，王阳明成了“神”一般的
人物。“神”这个字，可是正儿八经写进《明史·王
守仁传》的：“守仁所将皆文吏及偏裨小校，平数
十年巨寇，远近惊为神。”。

王阳明 14岁起，开始学习弓马之术，研读
兵法，他认为儒生最大的缺点就是不懂兵法，虽
然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但当世的儒生
仅仅是巧于章句，平时只关注科举及第和荣华
富贵，做文章粉饰太平，一旦遇事，就束手无策。
王阳明绝非纸上谈兵之辈，他的赫赫军功，也绝
非依靠的是小聪明。他一直在学习，15岁时随
父亲居北京时，就游历居庸关、山海关等名关要
塞，纵观山形地势、兵争要塞，为日后带兵打下
了好基础。

史料中，对王阳明的军事才能是这么评价
的：用兵“诡异”、独断，素有“狡诈专兵”之名。平
定南赣山贼，王阳明的“狡诈专兵”发挥得淋漓
尽致：就地练兵(给日后曾国藩组建湘军提供了
宝贵借鉴)、激发士气、搜集情报、攻心为上、策
反分化、各个击破……在总攻横水谢志山部时，
关键的十八面隘之战，最能说明王阳明出神入
化的军事才能。《王阳明与崇义》一书，详细描述
了此役全过程：

十八面隘是由东南部进入横水的必经之
路，山势险峻陡峭、易守难攻。王阳明亲自率军
抵近时，山贼鸣锣示警，奔走呼告，避入山寨抵
御。王阳明认为：敌人已经察觉，而且占据险要
地势，各处关卡、隘口都布置有大量滚木擂石，
此时进攻官兵占不到便宜，于是在等天完全黑
下来时，再命令全军悄悄逼近山贼山寨。为了麻
痹山贼，王阳明一方面故意让官兵在离山贼山
寨还有三十里的地方扎下营寨，在营寨外围开
挖堑壕，并设立瞭望敌情的土堡，给山贼造成一
种官兵在此与自己长期对垒的错觉。另一方面
却暗中选派悍将，率领四百名擅长登山的乡兵
和当地樵夫，每人领一面旗帜，扛上火炮、铳枪，
带上登山用的钩镰、绳索，在夜里抄小路攀登上
悬崖绝壁，爬上十八面隘周围远近极高山头进
行埋伏，同时派军官分别带勇士数十人，爬上悬
崖预先埋伏在十八面隘旁边密林草丛中。

翌日，天蒙蒙亮，王阳明率军进抵十八面
隘，指挥官军发起攻击。听到王阳明中军炮响，
预先埋伏在周围山顶的 400 名官军，立即树起
旗帜，燃起数千垛茅草，放起火炮、铳枪，迷惑山
贼。勇士们则从草丛中一跃而起，砍翻守隘山
贼，夺隘而入，斩断滚木擂石绳索。守卫十八面

隘的山贼，奋死拼战，无奈官军铳箭齐发，呼噪
逼近，声震天地，滚木擂石已失，已无险可守。此
时官军另一支部队又从小路包抄过来尽焚了山
寨据点，山贼于是溃败。十八面隘溃败引发了连
锁反应，山贼们误以为横水主寨被破，丧失斗
志，四散逃命，首领肖贵模、谢志山先后被活捉。

山贼陆续被灭，盘踞浰头的池仲容见势不
妙，又想玩假招安的套路，王阳明将计就计，将
他们一网打尽。

不由感慨：假如王阳明能够穿越到 100 年
后，明朝又怎么会那么快在起义军和后金(清)
的夹击下灭亡呢？

为善去恶破“心中贼”，唯有教化

“山中贼”已破，如何破“心中贼”？
对王阳明而言，这是一个更艰巨的考验。破

“山中贼”，他崇尚“兵贵神速”、“狡诈专兵”；但
破“心中贼”，却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诚意。

初抵南赣时，为了切断山贼与老百姓之间
的联系，王阳明强势推行一家隐匿盗贼、其余九
家连坐的“十家牌法”，他也知道，这是在非常之
时，行严苛酷法之举。若无根本性的举措，又何
来长治久安？

根本性的举措，就是教育！
王阳明坚信：“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

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如何致良
知、成圣贤？为善去恶。王阳明心学四绝是：“无
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
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既然知道了善恶，就
应该在事上磨炼，“格物致知”，不断为善去恶，
克除不善，消去各种浮思闲虑的干扰，把心从偏
颇失控的不正常的状态拉回来。如何为善去恶？
教化。

山贼平定后，王阳明凯旋回到赣州，颁布文
告，兴办学校，制定《南赣乡约》，刻印儒学经典，
提高教师待遇，还整修了城内的濂溪书院(这所
书院在清末更名为阳明书院)。一时间，南赣地
区，书院林立，城市带动乡村，书院带动民间社
学、义学，江西省内外许多学者纷至沓来，王阳
明自己也聚徒讲学，他的几部主要著作，包括

《传习录》等，都刊刻于赣州。
王阳明认为，教育学生，“惟当以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为专务”；有关教育的方法，应
当通过咏诗唱歌来激发他们的志趣，引导他们
学习礼仪，借以严肃他们的仪容；教导他们读
书，借以开发他们的潜力。他谆谆教导：为人师
表者，一定要理解他的用意，并一直遵守，不要
因为世俗的言论而更改了他制定的规矩，“庶成
‘蒙以养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效果良好！好斗逞凶的民风民俗得到改变，
南赣风气为之一新。《王阳明年谱》中形象地描
述了南赣民风的可喜变化：“先生谓民风不善，
由于教化未明。今幸盗贼稍平，民困渐息，一应
移风易俗之事，虽未能尽举，姑且就其浅近易行
者，开导训诲。即行告谕，发南、赣所属各县父老
子弟，互相诫勉，兴立社学，延师教子，歌诗习
礼。出入街衢，官长至，俱叉手拱立。先生或赞赏
训诱之。久之，市民亦知冠服，朝夕歌声，达于委
巷，雍雍然渐成礼让之俗矣。”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是王阳明对畲族的教
化。当时与官府对抗的多为畲民，在官方语系
中，畲民“梗化”，意即“顽固不化”、桀骜难驯。当
然，畲民好斗，根源还是当时的政治环境。《王阳
明与崇义》一书写道：“频见于宋元明的记载都
说明在明以前，畲民‘喜斗’好讼，‘啸聚八方’，民
风强悍，其实畲族是一个民风淳朴的民族，畲民
的反抗是不堪压迫。尽管畲民‘好斗’之风已广为
人知，但这种‘好斗’却非畲民本心所好……”一
言以蔽之：官逼民反。

学界公认：王阳明通过教化畲民，有效地缓
解了社会矛盾。学者谢重光在《新民向化——— 王
阳明巡抚南赣对畲民汉化的推动》一文中写道：
经过王阳明军事剿抚、保甲监督和乡约教化的
综合作用，闽粤赣交界处的畲民由此“去蛮化”，

“梗化”“顽民”开始“新民向化”，大量畲民转化
为客家人。

今天江西赣州的崇义县，就是王阳明两次
上疏奏请设县而来的，上犹县、南康县及大庾县
部分区域被合并为一个新县，县名“崇义”，版权
属于王阳明，取的是“崇尚礼义”之意。王阳明还
特地将新县县城所在地，定在横水——— 就是以
前山贼的大本营。

超越“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济天下”

中国古代读书人，孜孜追求“立德、立功、立
言”之“三不朽”。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古代
历史上真正做到“三不朽”的，只有“两个半人”：
两个是孔子、王阳明，半个是曾国藩。

这评价相当高！不过，相比于曾国藩，孔子
与王阳明，生前其实并不风光，甚至有些“窝
囊”。

比如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孔子
与弟子在郑国走散了，他一个人站在城墙东门
旁发呆，郑国有人对子贡说，看到东门有个人，
长得什么样什么样，“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把
郑国人的话一五一十如实告诉了孔子，“孔子欣
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
哉！’”

孔子颇有自嘲精神，后人读了却颇为心酸：
这么一位伟大的仁人智者，却不为当时权贵所
接纳，空负理想，颠沛流离。

王阳明更具悲剧色彩，他用 35 天时间，平
定了宁王朱宸濠策划了 30多年的叛乱，这是不
世之功，堪称挽救了大明王朝，但不幸的是，当
朝的是一个糊涂又任性的皇帝，围着皇帝的又
是一群奸邪小人。小人取悦皇帝：陛下御驾亲
征，活捉叛逆，多牛！皇帝居然同意了。但大军还
没开过来呢，王阳明就平叛了，俘虏了朱宸濠。
小人又妒又恨，居然想出馊主意：让王阳明放了
朱宸濠，让皇帝来亲自抓获。他们也不掂量皇帝
打仗到底有几斤几两。但皇帝也居然同意了。王
阳明当然不会干放虎归山的蠢事，将朱宸濠交
付当时尚属正直的太监张永，然后想到南京求
见皇帝，被拒，回到南昌，又要整日应付皇帝身
边那伙以清查宁王余党事实上想来发财的小
人。

他们没有从王阳明身上勒索到财物，到南
京后继续诬陷，居然说王阳明跟宁王勾结，想要
谋反，幸好张永帮王阳明说好话，才勉强过关。
后来他还被迫按皇帝和小人的意思上奏章，说
打败宁王是皇帝的方略，皇帝身边那帮小人个
个皆有战功。如此写了，皇帝和小人，才感觉有
面子，从南京回北京去了。

如此战功，居然不被承认，还差点惹来杀身
之祸，王阳明的悲愤，可想而知。难怪，他曾经这
样形容自己的处境：“危栈断我前，猛虎尾我后，
倒崖落我左，绝壑临我右。我足复荆榛，雨雪更
纷骤……”

所以，即使有“龙场悟道”，但修心，还真是
一辈子的事。

他跟孔子，也因此更让后人敬佩：他们都有
一颗强大的心，即使身处困境，遭遇厄运，也不
会屈服，他们超越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
天下”，不管是“穷”还是“达”，不管得志不得志，
他们都在努力改造身处的这个世界——— 他们都
相信“教化”的力量。也就是说，不仅要自我修
身，破自己的“心中贼”，还要“新民”，运用自己
的智慧，去帮助更多的人，破他们的“心中贼”。

儒家经典《大学》开头就说：“大学之道，在
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谓“明明德”，
就是发扬光大人所固有的天赋的光明道德，这
是对己。“在亲民”，此处的“亲”同“新”，是革新、
弃旧图新之意。“新民”，是使人弃旧图新、去恶
从善，这是对人。对己、对人，对内、对外，结合起
来，才能“止于至善”，达到儒家封建伦理道德的
至善境界。

“教化”，重点在“化”；“破心中贼”，重点也
在“化”。化己，化人。

王阳明内心强大就在于此：不管千难万难，
只要一息尚存，就不放弃影响他人为善去恶的
努力。

但他在更大的范围影响人，是在他病逝之
后，一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人们，如何更好地
做人做事，让自己和这个世界，都能变得好一
些。

王阳明如何“破心中贼”

“教化”，重点在“化”；“破心中贼”，重点也在“化”。化己，化人。

王阳明内心强大就在于此：不管千难万难，只要一息尚存，就不放

弃影响他人为善去恶的努力

“

张张丰丰

朋友家的儿子今年 11岁，对音乐有很好的鉴
赏力。他也喜欢看书，一个人可以静静地坐在那里
看很久。他甚至会和成年人一样，遇到不开心的
事，会躲避到书里。

这样的男孩让人钦佩，但是朋友却感到忧心，
因为他的考试成绩不怎么样。朋友怀疑他在学校
遇到了难题。在班级里，有人欺负他，但是老师没
看见。等到他还击的时候，老师却恰好发现了，于
是挨批评的反而是他。类似的事情可能发生多起，
小男孩悲愤至极。在我们劝他要理解老师的时候，
他哭了起来。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的遭遇。读小学三年级的
时候，我因为先天性近视，在全校第一个戴上了眼
镜。事实上，在那个乡镇小学的历史上，我也是第
一个戴眼镜的孩子。同学们像看怪物一样，追着我
跑。他们大喊：“牛眼结冰了！”不得不佩服这些小
朋友的想象力，因为近视镜的大小，确实和牛的眼
睛差不多。

这让我感到羞愧。我不愿意戴眼镜上学，父
亲当然不同意。后来我就偷偷把眼镜片摔碎了。
配新镜片要到县城，在我第二次“不小心”摔碎镜
片后，父亲就不再管我了。老师们倒是对我照顾
有加，但即便坐在教室的第二排中间位置，我还
是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语文课我可以把课文全背
下来，数学就没有办法了。一个小学生，是无法自
学数学的。

更艰难的是，我无法像同学们一样运动。进
小学之前，我有着不错的运动能力，不管是奔跑
还是和小朋友摔跤，我都不惧怕。但是在学校里
开始接触篮球运动，却让我感到恐惧。那是当时
小学里唯一的集体运动形式了，因为视力的原
因，篮球传过来，我的反应总是会比别人慢一
点。于是我对打篮球非常厌恶，慢慢也就厌恶一
切运动形式。在大家心中，我终于变成了一个不
爱运动的人，甚至对运动本身感到恐惧。

最严重的羞辱终于到来。初中毕业的时候
要考体育，那不是重要的考试，但是却要求“达
标”，然后才能获得报考师范学校的资格。引体

向上我一个都做不了，更难堪的是跳马，鞍马就
放在父亲宿舍的门口，弟弟和妹妹都能轻松地
一跃而过。他们助跑，用手撑住鞍马，然后就飞
了起来。他们相信我一定可以，主考官也鼓励
我，甚至说只要我跳一下，不管怎样都会给一个
及格的分数。我从恐惧变成了对抗，围观的人越
来越多，我打定主意，死也不跳鞍马——— 现在看
来，这真是奇怪的想法，但是谁又能理解一个小
孩内心的屈辱呢。

那真是一个人生难关，我败下阵来。此后，
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上体育课对我都是极大
的负担，应对办法就是装病或者旷课。我要感谢
应试教育中的一些“潜规则”，如果成绩够好，老
师总会帮你在体育课上过关。因为体育课每个
人都能轻松达标，而能升学的人却寥寥无几。我
小小年纪就揣测到班主任的心理，也算是懂得
人情世故了。

远离小朋友都喜欢的操场，我的办法就是
躲进书本。在那个小镇上，我读一切能找到的书
籍，不管是琼瑶金庸还是本县县志，我拿到什么

读什么。对我来说，书中是另一个世界。它是完
整的，自足的，不受外界干扰的。我可以把自己
想象成书中的某个人物，或者从一本书穿越到
另一本书。初中时，我在作文本上写过武侠小
说，在一个作文本用完的时候，主人公就杀死了
他的师父，但是我也无法再写下去了。或许这也
反映出我内心的苦闷吧。
这样的阅读，其实是一种治疗。读大学的时

候，读到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主人公渡边
的好友在周围人看来无比优秀，却在中学时就
自杀了。其实，每一个人能够顺利成年，都算是
一首史诗。也许在大人看来不值一提的事情，在
小孩心中却是无法翻越的高山。有多少孩子在
这样的高山面前败下阵来，从此成为“坏孩子”
或者“不争气的孩子”。我的幸运之处，在于及时
地爱上读书，接收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抚慰。
所以，我对朋友说：真的不用太担心你的孩

子，爱读书的孩子不用愁，他总会找到应对世界
的办法。他在现实生活中所缺乏的，书都会给
他，并且守护他长大。

爱读书的孩子不用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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