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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推荐

伦理问题也是教育的重要内容

理想课堂中知识、
生活与生命的共鸣

■鞠玉翠

■胡勤

‘
‘

为美好教育和生活辨明航向

让伦理理论回归教育和生活

相对于人们普遍重视的效率问题、
技术问题， 如何正当地对待人， 什么是
有意义的生活等伦理问题可能更具有根
本性， 因为这些问题关涉生活的价值取
向和目标方向。 本书探讨了学生中常见
的作弊和剽窃、 隐私、 友谊、 自控、 人
生意义等问题， 涉及诚信、 自由、 宽
容、 尊重、 忠诚、 自主、 归属、 责任等

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将伦理学的
原理与生活中的案例相结合， 让原
理不再抽象， 让案例解析具有了理
论高度。 如此， 可以帮助教育者和
学习者身临其境地体会生活中的伦
理情境和困境， 预见行为的后果，
做出适当的日常选择和行动， 防患
于未然。

新书速递

受过教育的人其
重要特征是会用自己
的头脑提出问题，有逻
辑、有证据地思考，学会
与他人平等对话，在对
话中矫正自己，并“承担
起自己生活的全部责
任”。 伦理是教育的重
要内容，也是社会和谐
的基础。

‘
‘

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让人们过上人
人向往的美好生活， 然而， 人们却很少
会将伦理道德与美好生活联系起来。 说
起伦理道德， 人们可能会问： “为什么
我应该讲道德？ 可能不道德的人反而会
生活得更好些。 例如， 考试时谨慎作
弊， 可能得到更高的分数还免受责罚。”
“讲道德不就是让人自己约束自己吗？
越讲道德的人不是越吃亏吗？”
怎样回答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伦
理道德问题， 直接影响到我们的人格发
展、 人际关系、 共同体状态、 生活状态
和教育质量， 伦理问题也是“美好生
活” 的基础。 而伦理道德水平的高低，
与社会的和谐状态， 与人们的日常生活
息息相关。
由国际知名学者肯尼斯·斯特赖克
等人编撰的 《伦理学与大学生生活的案
例研究》 （第三版）， 意在探讨伦理道
德教育问题， 学习过美好生活。 该书已
经被广泛应用于新生教育、 批判思维、
领导力、 哲学导论、 应用伦理学等课
程。 该书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成长和生活
的伦理道德之维， 提升教育者、 学生以
及社会人们的伦理意识与能力， 对追寻
美好生活颇有助益。

观念， 这些问题和观念都指向“如
何过美好生活” 这样一个重大 问
题。 例如， 本书详细分析了作弊和
剽窃对于同学、 自己、 学术 共 同
体、 雇主、 社会等方面的伤害， 让
我们清楚地认识到， 即使能够逃脱
责罚， 作弊和剽窃也不应是美好生
活的题中之义。
该书展示了同学之间如何通过
对话解决冲突和矛盾； 分析了放纵
为什么会妨碍美好生活。 作者提出
了 选 择 生 活 之 路 的 10 个 关 键 点 ，
如“认识真正的自己”， “找到自
己的位置”， “承担起自己生活的
全部责任”， “服务别人幸福自己”
等。 “我们知道， 为有益结 果 奋
斗 ， 并不断服务他人， 使得他 们
（指马丁·路德·金、 特蕾莎修女等）
成为更好、 更强大、 更容易满足的
人。 那些过度自私的人却因为不能
处理好得失、 沮丧和苦难， 只能一
个人苦闷、 愤怒或者失望， 却无处
寻求帮助。” 该书的实例与富有感
染力的语言相结合， 让我们清楚地
看到道德给我们自己、 给他人、 给
社会带来的美好和力量。 反之则会
给我们每个人带来伤害——
—现实已
经给了我们清楚的回答。

该书使用了五大伦理原则： 最大
善原则、 平等尊重原则、 关系原则、
共同体原则、 品格发展原则， 这是人
们日常生活中习用而未必知晓的。 该
书的清晰阐释常常使读者产生豁然开
朗之感， 也让读者学着从不同的角度
去思考伦理问题， 从而有可能避免单
一视角的局限。 例如， 影响广泛的功
利主义的“最大善” 原则， 要求行为
者关注行为的结果， 寻求最大多数人
的最大善， 这就给我们的行为设置了
界限， 要求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
益。 然而， 最大善原则允许牺牲少数
人的合法权利， 去获取最大善， 因此
备受诟病。 平等尊重原则假定每个人
都是有内在价值的个体， 我们每个人
仅仅因为我们是人， 就都是有价值
的、 重要的。 因此， 每个人都值得尊

《伦理学与大学生生活
的案例研究》（第三版）[美]肯
尼斯·斯特赖克、 帕梅拉·莫
斯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重， 被有尊严地、 公正地对待， 而不
能只被当作他人达成目的的工具。 平
等尊重原则对于维护社会和谐， 对于
个人的品格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基础
性价值。

邀请读者参与平等对话
道德教育低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因为灌输。 与高高在上宣读真理的独
白式、 灌输式写作方式不同， 本书不
仅重视“教以道德”， 还重视“道德
地教”。 它用讨论和对话的方式而非
说教的方式， 让教育者和学生对身边
的事情展开多角度的讨论和思考， 从
而更清晰、 深刻地理解人类的伦理原
则和价值， 学习思考和面对伦理困境
的基本思路， 并据此思考自己的生
活， 追寻更道德、 更美好的生活。

清晰的概念分析、 阐释和辩护是
哲学的特征， 也是对话的基础。 受过
教育的人其重要特征不是记住某些定
论， 不是屈服于权威的压制， 而是学
会用自己的头脑提出问题， 有逻辑、
有证据地思考， 学会与他人平等对
话， 在对话中矫正自己。 “坦然接受
苦难， 从中发现意义， 获得成长的能
力， 甚至能透过苦难看到生命的美
好， 我们称这种能力为毅力。” 本书
这样一种关于“毅力” 的界定， 是不
是让您为之一振？ 您当然可以尝试着
给出您认为更适当的界定， 在这样的
过程中， 我们对毅力这一品质的理解
就更加深刻了。
在对话 的 过 程 中 您 应 当 开 放 头
脑， 参与争论； 愿意为自己的观点辩
护， 同时愿意以开放的心态倾听他人
—即使您不同意对方的观
的论证——
点； 要求您摸着自己的良心， 从对自
身道德直觉的厘清开始推理； 最后，
保证在对话中人人平等。 没有权威人
物可以主宰对话， 因为对话更像朋友
之间的谈话， 而不是演讲或者布道，
所以每人都有权利被倾听， 被认真对
待。 这种对话在道德共同体中是必不
可少的。 在道德共同体中人们并不总
是相互赞同， 但他们相信伦理讨论的
重要性， 而且努力达成对正误的共享
性理解。 作者鼓励读者把自己所在的
学校和其他机构看作道德共同体， 也
希望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变成一个道德
共同体。
读这样的书也许会启发教育者：
当我们与学生打交道的时候，是不是可
以多一些对话，少一些灌输和命令呢？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副教授）

专家视角

大学章程:筑牢依法治校的基石
■詹福瑞

《
读书与教书》
郭华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书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家书院为兼职研究员开设的系列
高端学术讲座整理而成， 内容涉
及教育学、 心理学、 哲学、 历
史、 经济学、 文学等各个领域。

大学章程是“高校宪章”， 是大
学一切活动的灵魂。 由于我国的高等
教育起步较晚， 对于大学章程在高校
治理实践中具有哪些功能以及这些功
能的实现路径及程度如何， 这一重大
理论与实践课题尚未引起足够重视，
这不能不说是高等教育实践的一大缺
憾。 令人欣慰的是， 张金辉教授的新
著 《大学章程的功能及其实现》， 作
为国内首部致力于大学章程功能研究
的力作， 不仅填补了这一空白， 而且
适逢教育部颁行 《高等学校章程制定
暂行办法》 后、 全国高校纷纷进行
“立宪” 治校之时， 该书既将系统深
入的学术研究推向新的阶段， 又可为
高校制定章程提供充分的理论指导，
必将对促进我国高校“依法治校、 科
学发展” 产生较深远的影响。
该书开宗明义地界定了大学章程

功能研究的视域， 指出我国大学章程
建设具有两个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语
境， 即宏观层面， 中国特色现代大学
制度建设是我国大学发展的基本制度
导向； 而微观层面， 大学章程应在高
校自身建设中发挥其“基石” 作用。
承此架构， 该书对大学章程进行
了理论解析， 首先回答了“大学章程
是什么” 这一本体性问题， 作者认为
大学章程应以实现依法治校为目的，
由多元主体共同起草， 以规定高校重
大、 基本事项为内容， 具有彰显高校
法律地位、 为制定高校校规提供直接
依据、 促进高校特色化发展、 自主办
学、 学术自由、 教育教学质量提升以
及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制衡、 外部共同
治理协调、 师生权益救济等功能的总
纲性、 自治性、 规范性文件。 第二，
该书考察了大学章程在高等教育发展
史上的功用， 并上溯唐宋书院学规或
训示以对我国大学章程的历史演进进

行纵向研究， 深度解读不同时期大学
章程。 第三， 该书还以欧美一流大学
章程为范本， 在国际化视野中分析大
学章程所具有的组织维系、 行为导
向、 权力配置、 关系协调、 利益 整
合、 意愿表达等功能。
该书对我国大学章程文本的结构
布局、 主要章节及其基本内容进行实
体性研究， 并分析了章程文本的形成
过程等程序性要件， 以此深挖高校的
办学思想、 理念、 目标等深层问题。
然后将笔墨集中研究大学章程功能的
具体化： 针对我国高校的“趋同” 现
象， 该书明确指出， 只有以大学章程
为总纲， 实施“特色立校” 战略， 高
校才能在日益激烈的竞争中切实提升
高校核心竞争力， 有效推动高校可持
续发展。 该书认为， 要处理好政府与
高校的权力配置， 实现大学自治， 应
通过大学章程规范学校外部与内部各
利益主体间的权责利关系， 引入利益

相关者共同治理理论， 实现高校管理
模式的创新， 促进校长治校、 教授治
学、 学生参与和社会监督。 同时， 该
书进一步强调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核心
是学术自治， 高校应通过大学章程进
一步明确高校内部治理结构， 以学者
的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为基础， 形成
自由、 平等、 利于知识创新的学术环
境。 该书还立足于高校依法治校实
践， 阐述了大学章程的现实作用， 并
展开相关的实证研究。
细细品读， 该书堪称一部特色鲜
明且具有思想深度和实用价值的作
品， 选题精当， 问题意识浓郁， 且方
法得当、 实证详核， 不仅能激发读者
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深思， 而
且可为当前我国大学章程建设实践提
供可借鉴的经验。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
《大学章程的功能及其实现》 张
金辉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精神地图

《
孩子提问题大师来回答》
杰 玛·埃 尔 文·哈 里 斯 编 著
杜冰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本书编者从英国数千名4—
12岁的孩子提交的问题中， 精选
115个最奇妙有趣的问题， 然后
邀请世界各领域的顶级人物予以
解答， 最奇妙的问题， 遇到最高
明的解答。

■米海峰
要“与美同行”， 当然要知道什
么是“美”。 那么什么是美？ 这可是
个难题。 从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提出的
“美是和谐与比例”、 亚里士多德的
“美与不美， 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的
区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
原来零散的因素结合成为统一体”，
到现在中外无数的哲学家、 美学家对
美的种种解释， 都无法给美一个完美
的定义。
如果我们把“美” 解释为“是人
们创造生活、 改造世界的能动活动及
其在现实中的实现或对象化， 是一个
真与善相统一的， 能够激起人们感情
愉悦的感性形象”， 那么这个“形象”
还是不能为我们勾勒出一个具体的，
可以通过视觉或其他感官所能感知的
样貌。
于是， 人们想出了很多与“美”
相近的词语来诠释美， 如美即是真，
美即是善， 美即是和谐， 美即是高尚
…… 18 世 纪 英 国 哲 学 家 休 谟 曾 说 ：
“美是各部分之间的一种秩序和结构：
由于人性的本来的构造， 由于习俗，
或是由于偶然的心情， 这种秩序和结
构适宜于使心灵感到快乐和满足， 这
就是美的特征……”， 他将人的主观

上的社会审美意识与客观存在的审美
价值结合起来， 说出了美的特征。
但这些仍然感觉很抽象， 因为我
们不是哲学家、 美学家， 我们的学生
们更不是。
还是我们的古代祖先聪明， 他们
物化了本来感到抽象的美的本质， 用
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具体事物来阐释什
么是美， 比如他们以玉来比美： “夫
玉者， 君子比德焉”， 是把美玉比作
人的纯洁温润的美德。 再就是竹，
“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是以翠
竹的生态引申到刚毅谦逊的美的人
格。 还有高洁之松树、 暗香之梅花，
等等， 都被比作高尚坚毅、 宠辱不惊
等美的人格特质。 总之一句话， 美就
是“天人合一”， 在人看来， “天地
有大美而不言”。
在这个问题上， 19世 纪 俄 国 的
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美是
生活” 的观点， 暗合了我国古代先贤
对美的理解， 他认为“美是通过生活
概念被人认识的”。
那么， 就从生活中寻找美吧， 不
必找出哪个词语或哪个句段来给
“美” 一个精确的定义， 其实， 我们
的学生完全能从生活中感受到美， 认
识到美。
《与美同行》 一书第一篇文章的

标题就是“美是难的”， 但作者把这
个难的命题写成了“好玩的审美”。
在这本书里， 作者山东烟台实验中学
美术教师宋术成找到了与他的学生们
探讨美的切入点。 该书没有艰深晦涩
的理论陈述， 没有道貌岸然的高深说
教， 有的只是循循善诱、 娓娓道来、
平易而亲切的“聊天”。 读起来轻松，
听起来愉悦——
—这正是作为一位中学
美术教师教学基本功的体现。 可以想
见， 他的课堂一定如他的文字般活泼
而有生气。
与美同行， 当然要欣赏美。 古希
腊的德谟克利特说： “大的快乐来自
对美的作品的瞻仰”。 在这本书里，
作者引导学生欣赏了很多古今中外美
术家的作品。 与一般名作欣赏一类的
书籍不同的是， 宋老师是与学生共同
行走在美的路上， 让学生与他一起成
为本书的作者， 那一篇篇附在赏析文
章之后的“我读名画”， 给了学生们
发表自己见解的天地， 同时也让我们
看到宋老师的课堂的确与众不同， 值
得称道。
若从跻 身 美 术 教 师 行 列 开 始 算
起， 宋术成“与美同行” 已然26载。
还记得那是在1995年， 29岁的他被
评为“山东省教学能手”， 那是全省
中小学教师的最高荣誉， 可谓年近

《与美同行》 宋术成
编著 中国诗书画出版社

“而立”， 事业有成。 如今， 他已是全
省中小学美术教师中仅有的两名“齐
鲁名师人选” 之一。
当年的青年美术教师， 今天已经
成长为一位具有思辨能力和深度、 拥
有丰富实践经验同时又有一定理论水
平的美术教育工作者。 更可贵的是，
宋老师不仅仅从美术学科出发， 而是
能从审美教育这个更大的范畴中去探
寻美术教育的真谛。 他非常清楚， 美
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审美观， 发
展他们对美的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
而美术教育正是实施这一教育最直
接、 最有效的途径。 这本书是宋术成
老师对自己多年从事审美教育和美术
教学的一个阶段性总结， 是他所热爱
的这项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美术教育
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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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俄]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著
刘文飞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俄国诗人奥西普·曼
德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对苏联大
清洗时代的回忆与分析， 这本回
忆录不仅是成熟的文学作品， 还
带有深刻的政论性质， 它对于苏
联大清洗时代的社会众生相的描
绘穷形尽相， 入木三分。

引领学生走进美的世界

从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看， 教育是经天
纬地的事业， 关系到国家、 社会政治和人
格的发展， 教师的职责就是“传道、 授
业、 解惑”， 其中“道” 是第一位的， 孔
子所谓“君子学道则爱人， 小人学道则易
使也”。 “传授” 既是教师的职责， 也是
教学的主要方法， 学生理当乖乖地听讲。
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则经历了几次大变
革。 现代教育之父、 教育科学的奠基者赫
尔巴特主张“教师中心说”， 重视教育科
学化， 相对重视知识传授的系统、 精致与
效率； 而以杜威为代表的“儿童中心说”，
则认为教育即生活， 学校只是社会生活的
一种形式， 不仅仅是一个传授知识、 学习
课业、 养成习惯的地方。
教育与哲学是同呼吸共命运的。 后现
代教育思想受阿尔都塞、 福柯、 德里达、
罗兰·巴尔特、 马尔库塞等人掀起的后现
代哲学思潮的影响， 以人为本， 重新审视
始终不变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模式。 颠覆教
师的中心地位， 取消对教育信息资源的限
制和控制， 破坏叙述和逻辑中心主义的规
则， 把知识、 生活、 生命的高度融合与深
刻共鸣， 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 毫无疑
问， 这是理想教育的最高境界。 张悦老师
的新作 《知识、 生活与生命的共鸣——
—新
教育语文课堂》 追求如此高的教育境界，
并要在自己的课堂里实现它， 这的确需要
有大智慧、 大魄力。
打开这本书， 可以具体而深刻地了解
作者关于知识、 生活、 生命的融合与共鸣
的理想课堂教育观与课堂实践。
知识， 存在于内心关照之中。 知识不
是客观的， 它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
个体之外。 尽管语言赋予了知识一定的外
在形式， 并且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 但
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者对这种知识有同样的
理解。 真正的理解只能是由学习者基于自
己的经验背景和认知取向而建构起来的。
以书中的核心词来说“知识， 与学生精神
的意义关联”， 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个人
经验， 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也完全可能是多
样化的。
例如教学 《陈情表》 一课， 从课堂实
录的学生讨论可以看出， 对同一个问题理
解是不一样的。
这堂课讨论涉及的知识面很广， 从字
到词到句到篇章、 从文章到文化、 从传统
人文内涵到现代人文精神、 从情感体验到
理性分析、 从整体阅读到文本细读再到意
义重构。 老师没有把学生带到课文之外的
某个对象， 而是融入学生独特认知、 情感
的语句章法、 语文知识。
讨论的过程中， 教师、 学生的已有经
验始终与“这一篇” 散文所传达的作者独
特的经验相互碰撞， 感受、 体验、 分享
“他者” 的人生经验。
教育的灵魂在于人。 孔子、 庄子、 李
密、 杜牧、 郁达夫、 马克思、 恩格斯、 茨
威格、 托尔斯泰， 一个个作者及其作品中
的人物都是在教师和学生内心跳动的活着
的人， 在张悦看来， “每一篇文化随笔都
有一颗文化的心”。 她倾听作品人物， 倾
听学生， 也倾听自己， 以心声与学生、 作
者和文本交流。 我们可以看一看 《在马克
思墓前的讲话》 这堂课的实录， 这篇写实
文章在张悦的课堂里也流淌着深情。
“还” 这个简单的没有感情色彩的副
词， 也流淌出生命的情怀。
在师生的交流碰撞下， 学生的语言也
呈现出生命的世界。
师生的这种对话里有4重世界： 文本
世界、 作者世界、 学生世界、 教师世界。
走进文本、 倾听作者不容易， 倾听、 理解
学生更不容易， 而在这种状态下， 要守住
自己的语言世界其实更加困难， 因为， 倾
听别人的时候， “我” 会很容易迷失。 张
悦却能自如地跨越这些不同的世界而不会
迷失。 在这跨越的过程中， 能够自然地通
过语言的通道将学生引领到思考的空间、
精神的空间。
我特别以朱永新先生在 《知识、 生活
与生命的共鸣——
—新教育语文课堂》 这本
书序言中的话作为结束语： “语文教学不
是简单地教学生一些字词句……真正地用
那些美丽的文字与思想润泽自己的心灵，
这大概就是知识、 生活与生命共鸣在语文
学科中的意义了。”
（作者系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员、
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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