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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从某种程度来
说， 是充实、 丰富人们
情感的重要手段； 音乐
教育就是使人们在成长
中获得音乐学习的钥匙，
而音乐教育心理学则是
掌握这把钥匙的渠道和
桥梁， 是另一把名副其
实的金钥匙。

重磅推荐

新书速递

《九色鹿立体化幼儿读物》
周蓝等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该书的编写者是活跃在云南
幼教一线的专业实践者， 该书立
足对幼儿美德、 人格、 审美意识
的培养， 同时引导培养幼儿自主
的科学探索精神， 以及幼儿良好
的习惯， 该书尤其体现出一种
“润物细无声” 的教育思维。

给你一所学校

■高万祥

孩子总是自己的好。 梦山书系的第一
本书 《教师第一课》 书稿杀青之际， 我们
产生了一个强烈的印象： 这是一本对广大
中小学教师朋友很有帮助、 不可多得的好
书， 这是一所送给教师朋友自我培养和成
长发展的理想学校。

良好的自我感觉首先源于这本书的内
容。 “书写教师的生命传奇” 一章从教师
的人生追求和生命价值的实现这一宏观层
面作一总说， 但愿能打动读者朋友并对大
家的事业人生产生良好影响。 在这个世
界， 没有什么快乐和奖励比得过能够改变
一个人的命运啊！

“阅读教育大师” 一章引领大家走进
人类一流伟大教育家的心灵。 周国平说：
“阅读是与历史上的伟大灵魂交谈， 借此
把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占为己有。” 《道
德经》 有云： “含德之厚， 比于赤子。”
意思是道德厚重的人， 比得上婴儿。 也
许， 走进和阅读一流教育大师的目的， 不
是让我们更丰富更成熟， 而是能让我们如
大师一样， 对教育、 对社会、 对生活、 对
人生永葆一颗赤子之心。

“不可或缺的心理学知识” 不是系统
的理论介绍， 而是注重实践和应用。 什么
是心理学？ 心理学研究什么？ 我们很欣赏
这样一个定义： 心理学研究“关系”。 研
究人和社会、 人和自然、 人和他人、 人和
自我的关系， 从而实现心智的更新与内外
宇宙的和谐。 教师是世界上特别需要讲究
和人交往、 沟通的职业之一， 不掌握一些
基本的心理学知识是不行的。 “师德的核
心是大爱” 解析教育就是爱， 爱就是教
育。 西方的基督教讲博爱， 东方的佛教讲
真爱， 中国的本土文化儒学讲仁爱， 我们
比较喜欢“大爱” 这一概念。 我们坚信，
物欲横流的中国社会， 功利主义的当下教
育， 当务之急是呼唤“大爱” 的回归。

“在教改科研中收获幸福和优秀” 一
章给教师铺出一条登上高台阶的路。 我
们一向认为， 应试教育是简单劳动， 它
带给学生和教师的永远是痛苦和灾难。
而抵制应试教育， 拯救学生、 拯救教师、
拯救中国教育的最好行动， 一定属于真
正的教改科研。 专业修炼， 职业素养， 事
业追求， 这是教师从平凡走向优秀， 从优
秀走向卓越的三个阶段、 三个台阶。 我们
认为， 融三者于一体的教改科研才是一个
教师能够超越别人的核心竞争力。 而且，
只有属于创造性劳动的教改科研， 才能让
教师获得成就感和幸福感， 获得自我价值
实现的尊严。

“写作： 卓越教师和平庸教师的分水
岭” 大力倡导教师一定要学会和善于写
作， 其意义在标题中已说得十分明白。 我
们还要告诉大家， 写作至少是人生的一种
趣味， 文字能给你带来无穷的快乐。 当代
一流文化名人吴冠中、 刘诗昆等， 主业都
不是写作， 但对写作都情有独钟。 吴冠中
甚至说， 他的散文比绘画更有传世价值。
写作的意义和魅力可见一斑。 “口才是教
师的第一能力”、 “人际交往中的生活智
慧” 则介绍了教师应该怎样表达、 沟通、
交往。 教育是创造人生幸福的事业， 这种
创造往往通过教师的大爱圣心以及由此生
成的美丽生动的语言去实现， 往往通过和
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去实现。 谨录一位禅师
的话和大家共享： “当你像佛陀那样慢步
行禅时， 你把自己的平稳、 坚定、 解脱与
喜悦印在地面上。 你有尽情享受这么做的
权力。 你的脚就像一个印章， 像皇帝的玉
玺一样。 我们看见解脱的印记、 幸福的印
记， 以及生命的印记。”

这八个篇章是八首教师职业生涯中不
可或缺的优美乐章。 八个篇章， 八门课
程， 一所教师幸福人生中有缘相逢的别样
学校。

良好的自我感觉还来自对本书作者
的欣赏。 除我和朱永新外， 本书作者中
有誉满全国的著名学者朱小蔓， 有术业
专攻的苏州大学教授王家伦， 邵统亮、
焦晓骏、 司庆强、 徐飞等几位则是在基
础教育一线从事教育和研究的佼佼者。
他们有理论功底， 有教育和生活积累，
有独立思考的睿智， 也有生动流畅的文
字表达。 衷心感谢他们的鼎力支持和辛
苦的创造性劳动！

怎样才能得到音乐教育的金钥匙
■张大均 胡晓东

音乐教育在我国从来就是小门
类，普遍不受重视。 然而，音乐在人的
成长、 工作和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
巨大力量和作用，则是普遍的事实。从
听妈妈的摇篮曲开始， 到在葬礼进行
曲的陪伴下走完人生的全过程， 人从
来就不能离开音乐。 音乐既然在人生
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教育者就应
该去了解音乐教育心理学， 以获取这
把金钥匙。

音乐教育心理学是教育学、 心理
学和音乐学等几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
的产物。 我国的音乐教育心理学研究
始于20世纪上半叶，至今已有近80年
的历史。 但该学科与其他学科教育心
理学的发展相比还显得落后。目前，我
国音乐教育心理学的学科体系还处于
构建阶段， 西南大学郑茂平教授主编
的《音乐教育心理学》在构建音乐教育
心理学学科体系与研究范式方面，进
行了有益的探索， 它汲取了国内外近
年来该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 也为本
学科理论与音乐教育实践之间的联系
进行了成功的尝试， 是我国音乐教育
心理学领域的最新成果。

该书涉及音乐教育心理学的基础
理论、教师心理、学生心理以及影响因
素等四个方面， 与其他同类著作相比
在整体结构上有多方面的新探索，在
基础理论方面， 介绍了音乐教育过程
中时间属性的认知规律， 总结和提炼
了音乐教育过程中的情感体验规律。

在教师心理方面， 探讨了音乐教育中
的教学心理理论、教师心理特征，以及
音乐创作、音乐表演、音乐审美中的心
理规律。在学生心理方面，探讨了学生
音乐学习的心理理论、 学习者的心理
特征、学生音乐知识掌握和技能形成、
形象思维训练中的心理规律。 在影响
因素方面， 探讨了音乐教育过程的心
境因素、音乐偏好因素、音乐趣味因素
等个体心理特征。 上述四个方面都是
音乐教育领域极为重要的心理学课
题， 也是近年来音乐教育心理学研究
和实践领域的热点问题。 音乐教育心
理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 已经
形成其内部复杂精深的专业体系。 为
了让读者以最有效的方式进入课程学

习，该书在每一章的开篇都设计了3至
5个问题，在问题的指引下，学习者可
循序渐进地掌握知识要领， 进入自主
学习的状态。显然，作者在体例安排上
既考虑了易教易学的需要， 又注重反
映学科发展和实践的前沿。

音乐教育所涉及的问题杂而多，
选取合适的研究内容则是首要任务。
该书涉及的四个方面都以当前音乐教
育心理学研究的最新视域和内容为基
础，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如基础
理论方面关于对音乐时间的认知，作
者重点阐述了音乐作为时间艺术的概
念体系，从时间心理学视角出发，对音
乐艺术时间属性的二维———“时序”和
“时距”进行解读，继而对音乐作为时

间艺术的研究领域进行了梳理， 其中
重点介绍了音乐心理时间存在普遍性
的实证研究和音乐心理存在原因的实
验研究等理念和案例， 如雷帕与温德
森、帕特·德森考察音乐审美的节奏与
速度之间关系的研究案例，汉森·库尔
卡恩·泰克玛对心理时间与重音、规则
速度关系的研究等。 最后论证了音乐
心理学时间研究对音乐教育的启示和
促进， 使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内
容，都在该书中得以呈现，展示出新鲜
宏阔的学术视野。

教师心理方面的音乐创作、 音乐
表演、 音乐审美中的心理规律等几个
部分都是该书内容出新的具体表现。
如音乐审美教学心理一章， 是作者近
年来在音乐审美心理研究领域的重要
成果，通过音乐审美心理存在的范畴、
音乐审美的心理结构、 音乐审美的心
理过程、 音乐审美心理与音乐教育等
几个问题的探讨， 对音乐审美心理作
出界定， 并对其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
进行细致的分析。关于音乐审美心理，
作者将其分成材料范畴、 人格范畴与
文化语境范畴3部分，并对特定文化语
境中的音乐审美心理进行了深入的阐
述，将音乐文化中“和”、“善”、“韵”的
深刻意涵纳入现代音乐审美心理研究
进行分析。

音乐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
程， 其中不仅包括一般教育现象中的
各种问题， 还具备自身独有的特殊规
律。 在阐述这些复杂多元的音乐教育
心理现象时， 作者始终秉承最新的学

术研究理念， 并使问题的论证有理有
据， 透彻明了。 音乐教育心理学试图
解决音乐教育中学生、 教师以及教育
教学过程中的心理问题， 必然以立足
于音乐现象中的情感体验与表达理
论、 音乐时间属性的各相关理论， 将
音乐教育实践中如何进行音乐情感教
育、 音乐时间感受与体验教育、 音乐
创作教育、 音乐表演教育、 音乐审美
教育、 音乐形象思维训练， 以及如何
充分发挥教师的音乐心理教育功能、
如何了解学生音乐学习的心理特征等
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 该书采用
文献分析、问卷调查、心理实验、现代
心理学脑机制研究等实证研究方法，
力求发掘音乐教育中的心理规律，提
高音乐教育教学效果。 如在论及音乐
表演中的情感时， 作者首先将音乐表
演情感的心理来源分为情绪刺激、情
绪记忆和情绪强化三个阶段， 并结合
具体音乐作品和表演案例进行阐述，
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而在论及音乐表
演情感的声音载体时， 作者选取了音
乐表演速度与情感、 力度与情感来进
行论证。我们看到，郑著将最新的教育
心理学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和音乐教
育现象有机结合， 在研究理念上兼顾
心理学的质性研究与量性研究， 揭示
出音乐教育的艺术规律和心理规律，
紧紧把握住国内外最新的学术脉搏，
使其立于较高的学术水准之上。

（作者张大均系西南大学心理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晓东系西南大
学音乐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可以忘记我，但不能忘记语文教育”
■杨九俊

顾黄初先生在扬州师院中文系星
光璀灿的教授群里， 是唯一以研究语
文教学法名世的。

与许多从事教师职业的人一样，
顾先生主要的功绩是培养学生， 无论
是函授时教授过的在职老师， 还是在
扬师中文系听先生讲过教学法的学
子， 还有听先生讲座的高师教学法培
训班的学员，一致提到：听先生的课，
如坐春风，受益终生。作为著名语文教
育家的顾黄初先生， 他又超越了一般
授课的老师， 他的功绩主要体现在语
文教育研究方面的卓识与洞见。 这里
仅述如下。

语文“三生观”。 2006年，顾黄初
先生应《湖南教育》约稿，发表了《生
命·生活·生态———我的语文教育观》
一文，系统地阐述了语文“三生观”。

语文教育生命观。 顾先生的论述
从“人之所以为人”这个角度展开，在
社会语境、教育语境中讨论“人”。他紧
扣“社会人”的本质，揭示了语言（言
语） 和思维对于作为生命体的人的重
要意义。他认为，作为“社会人”是需要
交流的， 语言活动和思维活动几乎是
共存的、同步的，因而也是贯穿生命始
终的， 语文教育就是要从人的这个本
质特点出发。

语文教育生活观。 顾先生先提出
“语文教育改革的根本思想是‘贴近生
活’”，“语文教学的改革也得寻找它的
‘根’，这个‘根’就是实际生活中语文
运用的情况”。 顾先生认为，语文就是
生活、课堂，也是生活的一部分，语文
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高水平语文

生活的能力。在顾先生看来，只有真正
在生活中发挥作用的语文， 才是鲜活
的语文、有用的语文、科学的语文、本
质的语文。

语文教育生态观。 顾先生借用生
态学的理论，紧扣生物、环境、关系、发
展四个关键词， 建构了自己的语文教
育生态观。 顾先生认为，第一，语文教
育研究的重要对象是人， 是有生命的
人，语文教育首先要关注学语文的人，
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主动地发展。第
二，语文教育的环境是母语的环境、生
活的环境、规范的环境、学校的环境。
优化语文教育的环境， 就是优化语文
教育的生态。 第三，环境是动态的、变
化的，语文教育研究也必须不断更新，
语文教育只有在内容和形式方面产生
具有时代性质的变革， 语文教育才能
与新的现实相适应。

语文教育史研究。迄今看来，顾先
生的语文教育史研究的开拓性、 丰富
性仍然是无出其右的。 我的同窗徐林
祥教授曾对先生的语文教育史研究做
过全面梳理， 从中可见顾先生的研究
至少包括：

专人研究。 顾先生除了对叶圣陶
先生进行了长期、持续的研究外，还对
蔡元培、刘半农、梁启超、胡适、王森
然、黎锦熙、夏丏尊、朱自清、陈鹤琴、
艾伟、阮真、于在春等人的语文教育思
想进行了原创性研究。

专书研究。 顾先生对语文教育史
的一些重要著作进行了专门的研究。
如对上世纪20年代王森然编的《中国
国文教学概要》、30年代阮真编的《中
学国文教学法》、40年代蒋伯潜编的
《中国国文教学法》，以及40年代孙起

孟、顾诗灵、蒋仲仁合编的《写作进修
读本》等，都进行过专门研究，总结出
其基本经验和特点。

教育科学实验研究。 顾先生对秩
序教学法、 设计教学法、 道尔顿制实
验、分团主义教学法、导学教学法、比
较教学法、“集体习作”实验等，都有过
研究，专门写过文章评判得失。建国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后， 一些有影响的语
文教育改革实验， 如斯霞的“分散识
字”实验，段力佩的“八字教学法”实
验，刘朏朏、高原的“三级作文训练体
系实验”，钱梦龙的“语文导读法”实验
等，顾先生在研究中都非常关注。

重要问题研究。 如“历史分期”问
题，“中学生语文程度低落” 问题，“文
言、白话教材比例安排”问题，顾先生
都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提出深刻见解。

史料研究。 顾先生对语文教育史
料进行过广泛的搜集和整理， 对中国
职业教育史也进行过开创性研究。

语文教材建设。 1980年，顾先生
发表了《改革中学语文教材之我见》，
提出在统一教学大纲前提下， 允许教
材“百花齐放”的设想。此后，顾先生对
语文教材建设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他与人合著了《语文教材的编制与使
用》、《语文课程与语文教材》； 受教育
部之聘，自1985年至2000年担任全国
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中学语文学科
审查委员； 还应聘担任人民教育出版
社特约编审、 课程教材研究所学术顾
问。 顾先生生前也一直担任苏教版初
中语文教材编写组和“中外母语比较
研究总课题组”顾问，一直关注苏教版
高中语文教材的开发和建设。

（作者系江苏省教育学会会长）

《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外集》 出版
顾黄初先生是当代杰出的语文教育

学家， 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语文
教育， 一直到去世， 笔耕不辍。 作为
《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 的补遗版， 由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 《顾黄初语
文教育文集外集》， 经顾黄初先生生前
精心整理和编排， 不仅将语文课程教
学、 语文教材编写和语文教育史方面的
学术论著收录齐全， 同时还收录了全部
书评、 书序和友人的来往信件， 以及对
语文教育史上的大事、 大家介绍。 顾先
生在每篇手稿和剪报前都用清秀端正的
小楷钢笔字写了百十字的“小注”， 交
待当时的写作背景和事后整理时的感
悟。 这是一份珍贵的语文教育研究记
录， 是顾黄初先生留给中国语文教育界
最珍贵的礼物。

今年恰逢顾先生诞辰80周年。 顾先
生说过： 可以忘记我， 但不能忘记语文
教育。 《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外集》 的
出版， 既是为了纪念， 也是为了教育思
想的薪火相传。

（刘丹丹）

专家视角

《初中主题教育36课》
丁如许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聚焦初中班级工作中常
见的36个专题和主题教育课的形
式， 以开展积极、 主动的教育。
精彩的师生对话设计、 生动的课
堂活动安排、 丰富的情境思辨，
为班主任的工作打开了思路。 36
篇教案加上主编点评， 展示了上
好班会课的真经实招。

《音乐教育心理学》 郑茂
平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感悟心灵》
林清玄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林清玄启悟人生系列之 《感
悟心灵》， 精选林清玄最美的心
灵感悟散文， 全书分为六个精彩
部分： “心灵之美”、 “柔软的
心”、 “留一只眼睛看自己”、
“寂寞的艺术”、 “分别心与平等
智”、 “花木之真相”。 它们是林
清玄散文中最能抚慰心灵、 启悟
人生的篇章。

当代大师的担当与魅力
■张光茫

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一个没有大
师的时代”，言语间流露出对当下没有
大师的无奈和忧虑。 在作家卞毓方看
来，“大师是一种社会坐标、天地元气。
对一个以文化复兴为重任的社会来
说，大师的存在，不是可有可无，而是
至关紧要，不可或缺”。因此，在其新作
《寻找大师》中，让世人领略了当代大
师的担当与魅力。

这本《寻找大师》，收录了作者撰写
的当代数十位名家的人物散文，涉及饶
宗颐、南怀瑾、吴冠中、周汝昌、欧阳中
石、李泽厚、王蒙、莫言、李敖等。他们或
国学根基深厚、儒佛化通，或集诗书画
艺于一身，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 该
书的文字，有对大学问、大才分由衷的
敬佩与折服；有对大胸襟、大成就的激
赏与盛赞；有对超尘拔俗、遗世独立的
偏好与通感；有惺惺相惜，有循循善诱，

有善意的批评，有诚恳的建议……难能
可贵的是， 作者对某些过激的臧否，总
能根据确凿地指陈其偏颇，还原其客观
本来面目，尤其对执其一端、攻其一点
的否定，勇于仗义执言。

作者以兼具散文与新闻特点的独
特笔触， 书写了当代大师不平凡的传
奇人生经历。比如饶宗颐，身处孤悬海
外的英属殖民地， 做的却是昔日清华
国学院才应该产生的学问。 学界流行
“北钱南饶”之说，“北钱”，指北京的钱
锺书，“南饶”指香港的饶宗颐。季羡林
与饶宗颐学有互通，惺惺相惜，曾真诚
地说：“我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
金庸说过一句江湖气十足的话：“有了
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漠。 ”有识
者把饶宗颐与王国维、陈寅恪并论，认
为他们拥有广博精深的学问， 在开拓
性、独创性上有共同之处。饶宗颐还擅
长书法、绘画，精于古琴，倘若和前人
类比，应该更接近宋代的苏东坡。

大师的存在是一种文化现象。 大
师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文化的脊柱。
有无大师，大师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作者引
述南怀瑾的话说：“没有自己的文化，一
个民族就不会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
人屁股后面模仿。 没有自己的文化，一
个民族就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
外人的尊重。”南怀瑾还认为，科学文明
发达以后， 给人类带来了生活便利，但
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现在全世界面
临一个大问题，是精神的堕落，思想的
堕落，文化的没落，因此，需要重建文
化。 此刻，作者热切地呼唤知识分子的
历史担当和独立精神。

作者展示了当代大师的鲜明个性
和为人处世的态度，书写了他们的风骨
人生。吴冠中对家人留言：“你们要看我
就到我的作品里找我，我就活在我的作
品里。 ”这句话说得很坦诚，也很硬气。
吴冠中人走了，但画还在，画如其人，见

画如见人。 吴冠中身上最宝贵的，不是光
环，不是画价，甚至也不是才能，是举世稀
缺而他独具的那种懔懍气质。

有人说李泽厚已在美学上远超朱光
潜，哲学上远超冯友兰。李泽厚说：“我心
里倾向接受，口头却连说不敢，我还没想
清这到底是我的谦虚还是虚伪。”李泽厚
选择远离名利场，远离热闹，看似寂寞，
实际上，反而更具时代感，更容易为挑剔
的学术界所记忆。 读来让人印象深刻。

“寻找” 的另一层意义告诉我们，现
在是一个没有大师或难以产生大师的时
代。 要改变这种情况， 就要作巨大的努
力，包括名家、大家们。

作者的用意并不在结果， 重点在这
个寻找的过程，过程要比结果更有意义。
此刻，我的心情，就如作者所说：“千万不
要对大师绝望，我拔脚出发，就是因为我
对文化崛起仍满怀期待。 ”现在，让我们
拭目以待。

《寻找大师》卞毓方著 作家出版社

作者解惑

《教师第一课》 朱永新 高
万祥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精神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