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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第 9 课 穷人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Лев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

й)(1828.9.9~1910.11.20)俄国作家。1828 年 9 月 9 日出生于图拉

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托尔斯泰

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

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伊里奇伯爵参加过 1812 年卫国战争，以中校

衔退役。母亲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是尼·谢·沃尔康斯基公爵的女儿。

托尔斯泰一岁半丧母，9 岁丧父。1841 年他的监护人姑母阿·伊·奥

斯坚-萨肯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姑母彼·伊·尤什科娃监护。于是

他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

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

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

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

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的同学的

优越性。1847 年 4 月退学，回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

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漫长的一生绝大部分时

间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因得不到农民

信任而中止。1849 年 4 月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

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天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 月起名义上在图



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 12 月被提升为十四品文官，实际上却

周旋于亲友和莫斯科上流社会之间。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

到厌倦，1851 年 4 月底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以志

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1854 年 3 月，他加入多瑙河部队。

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

棱堡任炮兵连长，并参加这个城市的最后防御战。在各次战役中，

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

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托尔斯泰在高加索时开始创

作，在《现代人》杂志上陆续发表《童年》、《少年》和《塞瓦斯托

波尔故事》等小说。1855 年 11 月他从塞瓦斯托波尔来到彼得堡，

作为知名的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和涅克拉索夫等人的欢迎，并逐渐

结识了冈察洛夫、费特、奥斯特洛夫斯基、德鲁日宁、安年科夫、

鲍特金等作家和批评家。

推荐阅读：

穷人家的孩子更孝顺

作者:岑嵘

天蒙蒙亮，还在读小学的女孩董云就起身了。她包揽了所有的

家务，洗衣做饭，同时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她要帮妈妈翻身、

按摩。捶背，还要给妈妈喂饭喂药，而这些事情，在她五岁时父亲

离开这个家后就开始学习起来了。当她以优秀的成绩考取大学之后，

她又背着相依为命的母亲一起去上大学。



在这个世界的另一个地方，有个很有钱的母亲，她给未成年的

儿子买各种豪车。送他出国上贵族学校。然而儿子不是打架斗殴就

是闯祸犯法，做母亲的操碎了心。

穷人家的孩子是否更懂事更孝顺？单个的例子可能无法证明这

个观点。于是经济学家们试图从统计数据和经济学理论来回答这个

问题。

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埃米施致力于研究此类问

题，他的研究表明：财富越多，相应地，子女就越不孝顺。这也印

证了长久以来为许多为人父母者将信将疑的观点。

埃米施说，和穷人相比，有钱人在养育孩子时往往给子女提供

更多的金钱和帮助。然而在孩子身上所起的作用却好像正相反。根

据英国的家庭调查数据，以拥有大学学位的富家子弟为例，他们给

父母打电话的次数要比普通人少 20%，去看望父母的次数更是要少

50%以上。

这也许有些令人困惑，因为我们通常都认为自私的孩子可能表

现得正好相反。大多数有钱人都是从有钱的父母那里继承到财富的，

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如果不阿谀奉承，就会失去大笔财产。

那么是什么使得富人的孩子不够孝顺呢？埃米施解释说，这里

有两个可能的经济学原因。第一个是由于收入的增长，他们尽孝道

义务的边际成本也就同样提高。有钱的孩子时间用在了开游艇泡嫩

模，这些宝贵愉快的时间用在陪家人聊天上就好像变得很不值了，

所以富裕往往会显著拉大父母和子女之间的距离。并且，既然亲自

看望可以用电话问候代替，那么接下来就会连电话都懒得打了。



另一个原因是来自于一个叫做“策略遗产理论”的经济学边缘

分支。富人家的孩子们只会付出确保其获得一份合理比例的遗产所

必需的孝顺，在这里，孝顺更多是一种交易，而那些没有同胞兄弟

姐妹与之争夺财产的孩子则舍更容易达成目的。

没错，这也是穷人的孩子更孝顺的原因，他们没有财产，不需

要策略，他们知道生活的艰辛，亲情是他们最大的财富。和家人在

一起显得弥足珍贵。正如契诃夫笔下的小凡卡说道：“亲爱的爷爷，

发发慈悲吧，带我离开这儿回家，回到我们村子里去吧……亲爱的

爷爷，我再也受不住了。我原想跑回我们村子去，可是我没有鞋，

又怕冷。等我长大了，我会照顾您，谁也不敢来欺负您。”

那么有钱的父母们又该做些什么呢？也许多生些孩子会得到好

的结果。或者像比尔-盖茨一样把钱捐给慈善机构。不过埃米施却并

不乐观。他说：“他们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围着孩子转。并且不要犯

李尔王那样的错误，先把钱交出去了。”当然，他们还有能力为闯

祸的孩子请一个好的律师。

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

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了 5 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地质学院近

8 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

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

期同样是难忘的。

参加工作以后，我有 14 年时间是在海拔 4000 到 5000 米的极

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

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使我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



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

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到中央工作后，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我用整整 10 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

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

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

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

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

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

答应不答应。

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

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

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

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

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

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

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

的顶梁柱，失去了它，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

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

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

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

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http://www.xiexingcun.com/Article/Index.html


6-第 10 课别饿坏了那匹马

地点：一个小书摊

人物：

我 一个五年级小学生

小书摊的老板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一个脚有残疾的年轻人

碧云 残疾年轻人的妹妹

父亲 文中“我”的爸爸

第一幕

[幕启。有一天，学校门口有一位脚有残疾的年轻人摆了个书摊，

我跑过去想去看看书。]

我 （高兴地）来我要来买本书。

摊 主 （笑笑）小朋友，想买什么书呀？

我 我当然喜欢看故事书了。

摊 主 （指了指）小朋友，这边全是有趣的故事书。

我 我先拿本看一看（说着拿起了其中一本）

摊 主 （依然笑笑）小朋友，怎么样？好看吗？

我 好看是好看，可是这本书我看过了明天我再来看看。

[说罢，我便兴冲冲地向家跑去]

第二幕

[幕启。由于身无分文，所以往后的几天，我只能去那个书摊看白

书。可是有一天，父亲突然在那个书摊找到了我。]



父 亲 （生气地说）都几点了，还在这里看书。

我 （闷着头）我在看书呢。

父 亲 孩子，你身上多少钱？

我 （支支吾吾）一分钱都没有。

[父亲拽着我的手将我拉到了一旁]

父 亲 （指着我）都向你这样看白书，人家还怎么过日子？

我 （委屈地）我要是身上有钱，我还用得着这样么？

父 亲 （沉思）要不这样吧，我们家附近不是有一个小山坡么？山

上都是马草，搬运队的马车夫需要马草，你可以扯马草赚钱。

[从此，每天清早我就去山坡上扯马草，上学前卖给那些马车夫。

攥着来之不易的毛票，我立刻奔想那书摊。可马草并不那么好卖，

卖不出马草的日子，我就强制自己不去书摊。

第三幕

[幕启。有一天，我背着马草四处寻找马车夫时，路过了那个书摊。]

摊 主 （微笑着）小朋友，怎么不来看书了？

我 （叹了口气）我必须卖掉这些马草，换来的钱再到这里买书。

摊 主 （先是愣这住了，既之眼睛一亮）小朋友，让我看看你的马

草。

我 （拿过去）给你。

摊 主 这马草不错。

摊 主 （冲里屋叫了叫）碧云，你出来一下。

[从里屋闻声走出了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可能是他的妹妹吧。]

摊 主 咱爸不是有匹马么？把这些马草拎进去。



[姑娘迟钝了一会儿]

摊 主 （以哥哥的口吻）还不快去！

[姑娘接过我的马草，提进了里屋]

摊 主 以后你的马草就卖给我吧，以后你每天都可以到我这里来看

书。

我 （手舞足蹈）我巴不得有这样的好事呢，谢谢你了。

摊 主 记得每天都要来送马草哦，别饿坏了那匹马。

我 好。

[说完，我便看起了书来]

第四幕

[幕启。很久以后的一天，我一如既往地背着马草走向他的书摊。

一如既往地，他冲着里屋叫道：“碧云，快出来提马草。接连喊了数

声，可碧云迟迟不出来。]

摊 主 碧云，你赶紧出来提马草撒。

我 （疑惑地）怎么了？

摊 主 可能有事出去了？

我 既然这样，那么我自己提进去。（说着，向他身后的木板房

走去。

摊 主 （焦急地）别别别……

摊 主 碧云！碧云！（他用双手拼命地摇着轮椅想拦住我的去路）

我 别这样，我提和她提有什么不同？

摊 主 等碧云来提

我 （笑嘻嘻）没事，别饿坏了那匹马。

http://www.sogou.com/sogoupedia?query=很久以后


摊 主 那马会踢伤你的。

[可是迟了！我已经走进了他家的后院，看见了一堆焦黄的马草

——前些日子我卖给他的所有马草！那匹马呢？香甜甜地吃着我拔

的马草的马呢？我扭头冲了出来，依偎在他的轮椅上直想哭]

摊 主 （抚摸着我的头）孩子对不起，我这样可能伤害了你，你继

续看书吧

[我努力点点头，没让自己哭出来]

推荐阅读：

那条裤子温暖了我一生

冬亥

在那个钞票紧张，布票肉票更紧张的年代，我们一直过着贫困而

褴褛的生活。

我最好的一条裤子是姐姐穿小了送给我的，裤子的样式让我很难

为情。那时候还只有男的穿前开门的裤子，女式的裤子则都是侧开

门的，“男女有别”让我不敢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就瞅个机会

跑到教师专用小厕所里迅速解决问题。

一次我被一位高年级的数学老师逮了个现行。当我嗫嚅着把我的

裤子展示给老师看的时候，他竟然什么也没说，只拍了拍我低垂着

的脑袋就让我回教室上课了。



不久以后，我穿女式裤子的事还是被眼尖的同学发现了，并一时

传为笑柄。

第二天我坚决拒绝穿姐姐的那条裤子，换上一条破旧的裤子去了

学校。

没想到平时从不理我的文艺委员却在校门外拦住了我，很不好意

思地说她有一条前开门的裤子不好意思穿，想跟我商量商量能否跟

我换换。我当然大喜过望，从此那条裤子就松松地穿在了文艺委员

的腿上。

后来我知道了文艺委员就是那位数学老师的孩子，而换给我穿的

那条裤子花去了老师积攒了半年的布票。那条裤子后来穿破了，却

一直整整齐齐地叠放在我的衣橱里，看到它我就想起一位老师是如

何用自己的方式帮助了一个贫寒的孩子，并使他保留住了仅存的一

点自尊。这点小小的呵护，温暖了我的一生。

妈妈爱吃鱼头

在我依稀记事的时候，家里很穷，一个月难得吃上一次鱼肉。每

次吃鱼，妈妈先把鱼头夹在自己碗里，把鱼肚子上的肉夹下，极仔

细地捡去很少的几根大刺，放在我碗里，其余的便是父亲的了。当

我也吵着要吃鱼头时，她总是说： "妈妈喜欢吃鱼头。"

我想，鱼头一定很好吃的。有一次父亲不在家，我趁妈妈盛饭之

际，夹了一个，吃来吃去，觉得没鱼肚子上的肉好吃。



那年外婆从江北到我家，妈妈买了家乡很贵的鲑鱼。吃饭时，妈

妈把本属于我的那块鱼肚子上的肉，夹进了外婆的碗里。外婆说： "

你忘啦？妈妈最喜欢吃鱼头。"

外婆眯缝着眼，慢慢地挑去那几根大刺，放进我的碗里，并说：

"伢啦，你吃。"

接着，外婆就夹起鱼头，用没牙的嘴，津津有味地嗍着，不时吐

出一根根小刺。我一边吃着没刺的鱼肉，一边想："怎么？妈妈的妈

妈也喜欢吃鱼头？"

29 岁时，我成了家，另立门户。生活好了，我俩经常买些鱼肉

之类的好菜。每次吃鱼，最后剩下的，总是几个无人问津的鱼头。

而立之年，喜得千金。转眼女儿也能自己吃饭了。有一次午餐，

妻子夹了一块鱼肚子上的肉，极麻利地捡去大刺，放在女儿的碗里。

自己却夹起了鱼头。女儿见状也吵着要吃鱼头。妻说： "乖孩子，

妈妈喜欢吃鱼头。"

谁知女儿说什么也不答应，非要吃不可。妻无奈，好不容易从鱼

肋边挑出点没刺的肉来，可女儿吃了马上吐出，连说不好吃，从此

再不要吃鱼头了。

打那以后，每逢吃鱼，妻便将鱼肚子上的肉夹给女儿，女儿总是

很艰难地用汤匙切下鱼头，放进妈妈的碗里，很孝顺地说： "妈妈，

您吃鱼头。"

打那以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女人做了母亲，便喜欢吃鱼头了。



6-第 11 课 唯一的听众

郑振铎，(1898.12.19-1958.10.17)，生于浙江省永嘉县(今温

州市区乘凉桥)，原籍福建长乐。

郑振铎字西谛，书斋用"玄览堂"的名号，有幽芳阁主、纫秋馆

主、纫秋、幼舫、友荒、宾芬、郭源新等多个笔名。曾在广场路小

学、温二中、温州中学就读。1917 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

京交通大学)学习。1919 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1920

年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创办《文学周刊》与《小说

月报》，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

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 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

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

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

主编《民主周刊》，1949 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

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

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全国政

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

会理事。1952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3 年 2 月 22 日，任经中

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

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中国文学研究所第一任所长，1955 年当

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58 年 10 月 17 日率领中国文

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



曾就读于北平铁路专科学校，是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

为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

又是著名作家、诗人、学者、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艺

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训诂家。1955 年获任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主要著作有: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桂公塘》，散文集《山

中杂记》，专著《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

《中国文学论集》、《俄国文学史略》等。有《郑振铎文集》。还有《猫》。

《燕子》一文已编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三年级下册

第一组。

《别了，我爱着的中国》已被选入六年级语文教材每课一练(单

元测评(2)阅读天地)，五年级沪教版语文课文。

《唯一的听众》已以他的笔名"落雪"选入北师大版五年级上第

三单元第二课，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三课，以及九年义务

教育五年级下第 28 课。

《猫》一文已编入初中一年级下册教材(人教版 第 26 课）

《最后一课》已被编入人教版初中一年级下册自读课本《大海

的召唤》(第 15 课)



推荐阅读：

最后一美元

这是一位著名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讲的故事。

年前那个雨雪霏霏。 北风凛冽的季节, 刚刚中学毕业的我, 带

着对音乐的狂热 , 只身来到纳什维尔 , 希望成为流行音乐节目主

持人。

然而 , 我却四处碰壁。 一个月下来 , 口袋里差不多已空空如

也。幸亏一位在超级市场工作的朋友用那里准备扔掉的过期食品偷

偷接济我 , 我才勉强度日。 最后， 我只剩下一美元，却怎么也不

舍得把它花掉，因为上面满是我喜爱的歌星的亲笔签名。

一天早晨，我在停车场留意到一名男子坐在一辆破旧不堪的汽

车里。一连两天，汽车都在原地。而那名男子每次看到我都温和地

向我挥挥手。我心里纳闷，这么大的风雪，他待在那儿干吗？

第三天早晨，当我走近那辆汽车时；那名男子把车窗玻璃摇下

来。我停住脚步，和他攀谈起来。交谈中，我了解到，他是到这里

来应聘的，但因早到了三天，所以无法立即工作。 口袋里又没钱，

只好待在车里不吃不喝。

他忸怩片刻，然后红着脸问我是否可以借给他一美元买点吃的，

日后再还我。 然而， 我也是自身难保。我向他解释了我的困境，

不忍看到他失望的表情而转身离去。

刹那间，我想起口袋里的那一美元。犹豫了片刻，我终于下定

了决心。我走到了车前， 把钱递给了他。他的两眼顿时亮了起来。

“有人在上面写满了字。”他说。他没有留意那全是亲笔签名。



那一天，我尽量不去想这珍贵的一美元。然而时来运转，就在

当天早晨， 一家电台通知我去录节目， 薪金 500 美元。从那以

后，我一炮打响，成为正式节目主持人，再不用为吃穿用而发愁。

我再没有见过那辆汽车和那名男子。 有时候， 我在想他到底

是乞丐，还是上天派来的使者。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是我人生碰

到的一次至关重要的考试——我通过了。

6-第 12 课 用心灵去聆听

译者资料

顾周皓，男，1952 年出生于新疆，中学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

院附属学校。1969 年入伍，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

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 11 年。1980 年转业回北京。

从事医学工作 20 年后，开始专业写作，共发表作品 200 万字。

曾获庄重文文学、小说月报第四、五、六届百花奖、当代文学奖、

陈伯吹文学大奖、北京文学奖、昆文学奖、解放军文艺奖、青年文

学奖、台湾第 16 届中国时报文学奖、台湾第 17 届联报文学奖等各

种文学奖 30 余次。

国家一级作家。内科主治医师。北师大文学硕士.。

推荐阅读：

你一定会听见的

桂文亚



你听过蒲公英梳头的声音吗？蒲公英有一蓬金黄色的头发，当起

风的时候，头发互相轻触着，像磨砂纸那样沙沙地一阵细响，转眼

间，她的头发，全被风儿梳掉了！

你听过 80 只蚂蚁小跑步的声音吗？那一天，蚂蚁们排列在红红

的枫叶上准备做体操，“噗!”一粒小酸果从头顶落下，“不好，炸

弹来啦！”顷刻间，它们全逃散了。

你听过雪花飘落的声音吗？一个宁静的冬夜，一朵小小的雪花，

从天上轻轻地、轻轻地飘下，飘呀飘，飘落在路边一盏孤灯的面颊

上，微微地一阵暖意，小雪花满足而温柔地融化了……你一定会听

见的。如果你问，这都是想象的声音吗？我怎么听不出来呢？那么

我再说清楚一点：

你总听过风吹的声音吧？当微风吹过柳梢，当清风拂过明月，当

狂风扑过巨浪，当台风横越山岭，你总听到些什么吧!

你总听过动物的声音吧？当小狗忙着啃骨头，小金鱼用尾巴拨水，

金丝雀在窗沿唱歌，当两只老猫在墙头吵架，三只芦花鸡在啄米吃，

你总能听见些什么吧？

你也总听过水声吧？当山间的清泉如一道银箭奔向溪流，当哗啦

啦的大雨打向屋脊，当小水滴清脆地落在盛水的脸盆里，当清道夫

清扫水沟里的落叶，当妈妈开水龙头淘米着煮饭,你总该听到些什么

吧？



说的明白一些儿，只要你不是聋子,只要你两只耳朵好好地贴在

脸侧,打你出生那一刻哇哇大哭起，你就在听，就不得不听。你学着

听奶奶摇摇篮的声音，妈妈冲奶粉的声音，爸爸打喷嚏的声音；学

着听开门，关灯，上楼梯，电话铃的响声,还有弟弟被打屁股的声音。

这些随时在你身边发出的响声，你怎么不会听见呢？

你当然知道，声音就是物体振动时与空气相激荡所发出的声响，

而每一种声响，每一种声音，都代表了不同的意思。从声音里，人

学会了分辨、感受各种喜怒哀乐，也吸收了知识。愉快动听的声音，

带给我们快乐；嘈杂无聊的声音，则会使人痛苦。从声音里，我们

逐渐成长。

人有眼睛，观六路；人有耳朵,听八方。用心听，用心看，也用

心想，构成了一个丰富奇妙的世界。

可是，说也奇怪，当一个人长期习惯了一种声音或潜意识里抗拒

某种声音时，它们竟然会不知不觉地消失了。例如马路上疾驰而过

的汽车声，隔壁工厂轰隆隆的马达声，老奶奶唠唠叨叨的抱怨声，

久而久之，左耳进右耳出，人，开始了声音的“过滤”。聪明的人，

知道什么时候该听，什么时候不该听，这是因为他在“听”的成长

过程里，学会了选择和思考。他听进心里的声音，不仅“好听”，

也是“有益的”——这些声音，充实了他的生活，使他得到很多乐

趣。

可是对一个不用心听又没有兴趣听的人来说呢？久而久之，就成

了“没有感觉”的人。当大家说“好”的时候，他盲目地跟着鼓掌,



大家批评的时侯，他也跟着摇头。鸟叫虫鸣，只是一种“声音”，

即使美妙的声音，也只不过是几种乐器的组合。想想看，如果一个

“充耳不闻”的人，对外界的一切已经无动于衷，必然也是一个“视

而不见”的人了。当一个人丧失了接受“世界声音”的能力，不也

意味着这个人内心世界的封闭和退缩，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木头人

了吗？

你善于用你的耳朵吗？你听见了世界的声音了吗？你用心听了

吗？你听见了什么？

这里的几个声音游戏,你要不要试着玩玩看,也试着把感觉记录下

来?

轻轻松松嚼几片脆脆的饼干、几颗硬硬的糖果，感觉一下是什么

声音?

把玻璃纸揉成一团，然后聆听它缓缓舒展的声音。

听一听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的声音。

听一首喜爱的音乐，把它编成一个故事。

录下自己或家人、朋友的一首歌或一段话，仔细听一听。

你开始微笑，轻轻的笑，大声的笑，这时候，你一定会听见的。

这个世界，也跟你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