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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奥斯丁的传记很多，有些是线性梳

理，有些是文学批评，主题与角度各异，但

对于这位擅长描写家庭生活的女作家，从

根本上说，“家庭与养育”是一切的出发点。

这正是英国传记作家克莱尔·托马林

撰写的《简·奥斯丁传》的核心主题，这部传

记把“家庭和养育”作为奥斯丁成长和生活

的关键要素。托马林写过很多英国经典作

家传记，比如托马斯·哈代、狄更斯等，并得

过一些传记文学类奖项，她的作品叙事流

畅而落笔审慎。

该书从英国汉普郡塞尔伯恩村庄冬日

风光起笔。1775年12月16日，简·奥斯丁出

生在当地一户乡绅家庭。那年，简的父亲奥

斯丁先生44岁，简是这户人家8个孩子里降

生的第7个。这意味着，简不大可能受到父

母的重视，后来，她的小说很少出现亲密的

母女关系，兄弟姐妹的相处情谊更加重要，

比如《傲慢与偏见》里描写的吉英与伊丽莎

白，实际上就是简与二姐卡桑德拉的映射。

她俩是一辈子的好姐妹，也是闺蜜和知交。

牧师住宅虽然简陋但很宽敞，简·奥斯

丁人生的前 25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公馆

一度办成了小学校，住满了适龄男童，热热

闹闹，在男孩群里长大的简·奥斯丁有点像

她的作品《诺桑觉寺》里的凯瑟琳·莫兰德，

宁愿玩板球和棒球，而不玩洋娃娃。简·奥

斯丁遵循习俗又突破常规，如同她小说里

那些聪慧的女主角，风趣幽默，善解人意，

拥有一些学识、观察他人的能力和追求自

我完善的人格。

简·奥斯丁能成为作家，还有一个要

素，那就是全家人都爱读小说。当时，小说

这种文学体裁刚刚萌芽，但一出来就生机

勃勃，它呈现活生生的现实，涵盖家庭、爱

情、生与死、狗血与激情、白日梦与理想等

人类几乎所有的想象。奥斯丁家的读书品

位不算特别好，大多是通俗的、甚至蹩脚的

小说，但简拥有敏锐的直觉以做出恰当的

扬弃和吸收，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相互之

间的欣赏和互为读者拥趸的氛围，让这项

爱好最终发展成为了一生的职业。

作者说，简·奥斯丁居家的生活就是读

书、写作和幻想，而户外则置身于邻居群

中，她进入另一片天地，充满惊奇和戏剧

性。奥斯丁一家栖居的英国乡村社区，与亲

戚、邻居的交往，庄园的格局、小贵族的礼

仪、有身份的妇女和穷苦的孩子、舞会和节

庆、游戏和民俗、宗教信仰等，这些丰富的

素材库供给简敏感心灵很多写作的需求。

她在 20 多岁就写出了《傲慢与偏见》等作

品初稿，虽然时隔十几年才得以出版，不过

很快就得到了关注，她所获得的上层贵族

如摄政王的资助和青睐，说明小说家这个

群体是受尊重的，并不孤独，相当荣耀。

传记重点讲述了简的表姐伊莱扎和她

的母亲汉考克太太不寻常的经历，仿佛一

条平行线贯穿在简的生活里。她们的印度

背景、殖民地风情、她们夫君的统治者身份

和企业创业的甘苦成败以及后来在法国大

革命里殒命断头台的这些带着传奇色彩的

故事，很早就激发了简的想象力，并使她

思考女性、金钱与婚姻的位置。有些批评

家诟病简·奥斯丁不怎么关心时事，似乎

看不到正在发生的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在那个时代，女性被排除在政治生活的边

缘，但奥斯丁借助创作把自己的看法隐晦

地融入了小说人物的对白、思想和行为

里。更何况，简·奥斯丁的所有小说都充满

了英格兰社会生活的细节，以其独特的能

力保存了时代的风貌。

“让别的文人墨客去描写罪恶与不幸

吧。”简·奥斯丁在《曼斯菲尔德庄园》里说

道。与其高谈阔论不了解的东西，还不如明

智地写好“小世界”。世界可以是小的，但人

类的心灵是广阔的。所有的人都是被家庭

塑造的，一切文学作品归根到底都在写家

庭，对这种普遍现象的极致描写正是简·奥

斯丁的永恒魅力，也启发我们思索我们的

家庭与养育。

在 2020年令人焦灼的春天，为帮助成都七中

完成《这块屏幕改变了命运》一书的编写，我们《教

育导报》几个记者一头扎进浩如烟海的百年成都

七中资料和书稿中。一天，我偶然抬头，发现屋外

春日暖阳却空无一人，心里猛然一惊：在生命蓬勃

生长的春天，不是所有的时光都能享受到充足的

阳光雨露，能给予生命丰沛的营养；更不是所有的

环境都能给人以肆意地吸收、学习、创造的机会和

土壤……新冠疫情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还有战

争、贫困等，人的成长和时代的变迁并不会因之停

滞，只有知识和教育在那些至暗时刻支撑人们坚

定地克服困难，发展自我、看见他人、发现世界。

人生的春夏秋冬，中学时代是其中的鸟语花

香的春天。“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进入成都七中，

这多么让人遗憾！”这一念头冒出来之时，我暗自

笑了。作为一个教育媒体的记者编辑，接触了很多

成都七中的人和事，阅读了一摞摞资料，看到了更

多鲜亮的生命和有趣的灵魂——成都七中已然成

为这些人身上鲜明的标签，竟让一名旁观者泛起

艳羡之情。

在 2018年底刷屏的冰点周刊《这块屏幕可能

改变命运》之后，我们反复讨论《这块屏幕改变了

命运》书的结构，梳理要采访的人物，研究搜集到

的资料，不停追问一个个问题——为什么是成都

七中？为什么成都七中敢提“审是迁善，模范群伦，

启迪有方”？为什么成都七中做成了“全日制远程

教学模式”？……与其说我们试图在找成都七中的

办学密码，不如说借此书稿为个体和群体的生命

成长寻找解答。在此过程中，我们看到的一个个闪

烁着璀璨生命之光的七中人，他们身上有着七中

的“文化基因”和“敢为人先”的精神。

“一所卓越的学校，必有学术的传承。”为准备

书稿，我们接触的一个有趣的人是80岁的查有梁

教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是成都七中的物理教

师，而后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教育专

家。步入老年以后，仍保有旺盛创作能力的他写了

一本《中学之精神》，2019年 1月,他发表了《论“学

圣”扬雄与成都七中》。查有梁认为成都七中办学

精神可从西汉扬雄的治学精神中得到启示，那就

是：“和而不同，学无止境。”扬雄的“子云亭”就在

成都七中前身“墨池书院”里。查老说：“我的女儿

查宇、儿子查星，都就读于成都七中，从初中到高

中毕业。感谢成都七中老师的教诲。他们不是特

别冒尖的学生，综合起来是平均水平的学生，但

在他们的身上，我也发现有‘学圣’扬雄的‘文化

基因’。”著作等身的查老也在“为什么是七中”这

个问题中找寻自己的答案。

成都七中的知名校友非常多，不乏像王小川、

周涛这样当前在学术界、科技界极具潜力和创造

力的人，他们敢为天下先，敢碰硬骨头，在他们眼

里没有“不可能”。在翻看资料中，成都七中校长、

师生敢做的令人惊讶的事很多——“敢”，可能是

成都七中的另外一个基因。

印象最深刻的“小鬼当家”一事。上世纪五十

年代，成都七中进行“思想改造”，学校教职工全部

集中封闭学习。学校当时面临很多工作，如建校工

作、扩展校园、修建礼堂等，怎么办？“当时刘文范

校长将学校的全部事情都交给我们学生会来做。

我是学生会总务股长，所以就分管学校总务处的

全部工作，既要管学校，还要当会计。办公地点就

在墨池图书馆楼下的办公室内。另外还找包永林

同学担任购房小组组长……他负责购买青龙巷靠

学校那边的居民住房，还负责居民的搬迁工作。一

切费用全由我负责签单。”在学生张纯清的回忆

文章中，他说：“我当时只是一个15岁的普通初中

学生，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地接下了这份工作，直干

到老师们‘思想改造’学习结束，才将工作交还给

学校。”让学生来修学校，这件有点像天方夜谭的

事情真实发生过。让初中生挑起这副担子可能只

有成都七中敢干、敢做，培养出的学生才敢于担

当、敢为天下先！

捧起这本《最七中》，再次邂逅很多熟悉的面

孔，成都七中让人艳羡的教师群体让“模范群伦”

名至实归。教育应该是怎样的，教师应该怎样当？

校长易国栋开宗明义说：“我们不要‘见分不见人’

的教育。”副校长毛道生说：“举重若轻的成都七

中，乃是厚积薄发，已铸重剑。”教师杨元林的《无

穷的远方，无数的人民，都和我有关》激起无数人

的关注，他希望自己培养的学生不要成为“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不跟风、不媚俗，坚守人文滋养，立

德树人，无问西东。……

再讲一件巧事。因为写书稿，发现报社同事白

纲正是《最七中》书中多次提到的白敦仁老先生的

孙子。我和他聊起他爷爷，1956年，国学大家白敦

仁委派到波兰华沙大学教授中文，并受到周总理

接见，后放弃去北师大教书的机会，回到成都七中

继续当一名普通中学教师。再后来，白老先生参与

创办了成都大学，培养出了更多的国学和教育人

才，泽被后世。

传承文化、敢为天下先、不跟风、不媚俗……

成都七中人身上的标签是什么？这些词汇都是，却

也都不是，真正的七中精神渗透在他们的血脉里，

在生命的某些时刻，有些璀璨的光芒会从他们身

上散发出来，照亮一段路，影响周围人。

【
读
书
】

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不曾

看书了，心里隐隐地有些惶恐，

害怕自己与那些爱读书、勤读

书的人之间的差距又拉大了许

多。

难道不是吗？我在上网的

时候他们在读书，我在洗碗的

时候他们在读书，我在发呆的

时候他们也在读书……日积月

累，我们之间的差距会从一本

书两本书到十本书二十本书，

再到一百本书两百本书。时光

越走越远，差距越来越大，直至

无法企及。每每想至此处，我

便不由得汗涔涔而下。

我从不讳言自己对于书的

喜爱，也总在计划着下一阶段

能读一些书。对我来说，只要

是书，天文地理，正史野史，什

么都好，然而每天加完班回到

家，等忙完家务发现时间已经

很晚。想熬一会儿夜，可第二

天还有新的工作和任务，再者，

随着年岁的渐长，熬夜于我也

变得越来越艰难了。我一直在

害怕，害怕自己因为没有读书，

有一天变得言语无味、惹人讨

厌。

也正因此，哪怕行程很紧，

外出途中我也会在包里带上几

本书。其实心里明白，即使带

了也不一定有时间去看，但是

万一得闲呢？车上看两眼，饭

后看两眼，也是聊胜于无。说

不定工作、培训的间歇安排了

自由活动的时间，那更是“贫儿

暴富”般的美妙。

对于爱书之人来说，看书

和看花一样，让人心情愉悦，甚

至看书的心情比看花还要好。

一朵花只有一种颜色、一种姿

态，而书里藏有百样人物、千种

曲折，精彩至极。

书中风景胜过满山花色的

另一个理由在于：一朵花只能

记录一个季节，而一本书可以

写尽无数个春天与秋天——书

在不经意间开阔了人们的视

野，也丰富了人们的感知。

大千世界，朝夕变化，不会

长出两片相同的叶子，也不会

落下两滴一样的雨水。今年的

风也许刮得就和去年不一样，

今年的雪下得也和去年有所不

同。然而人的寿命十分有限，

精力也很有限，对世间万物的

感知亦是如此。好在有书，借

着书中作者的描述，我们可以

领略他所看到的日光和月色，

飞鸟与游鱼……捕捉到很多很

多有意思的信息。书里有无数

个春天，有无数朵花，无数棵

草，有无数只鸟儿在鸣叫，无数

尾鱼儿在嬉戏，自然而然地，看

书的我们也就拥有了比不看书

的人更广阔的视野。

其实，一本书，无论是历史

书还是地理书，看或者不看，对

你的生活都不会有太大的影

响，它不会让你一下子变得博

学，也不会一下子让你变得富

有，甚至还会耗费你大量的时

间和精力，并且牺牲许多玩乐

的时间，但你还是会情不自禁

地想要去看它，宛如看一个心

仪已久的对象。这种情感上的

迫切，不是出于某种目的，不是

为了求得某个结果，而是想且

愿意为之付诸行动。当我们全

身心地投入时，那种看书的快

乐是再多金钱也买不来的。

当你沉浸其中、读有所得

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付出

“物超所值”。因为书，你的视

界被打开了，你的内心变得丰

盈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

呢？

所有人都是被家庭塑造的
■ 林颐

成都七中：
一个激荡出璀璨生命之光的标签

■ 夏应霞

《简·奥斯丁传》

作者:【英】克莱尔·托马林
译者:周春塘 / 朱玉 校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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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七中：成都七中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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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书犹胜看花
■ 潘玉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