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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特刊·

《教育魅力： 青年教
师成长钥匙》 于漪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华教师魅力的文化之根
■闻道（编辑）

教师的教育魅力是个世界
性命题。 何为教育魅力，何为教
育？在今天，教育工作者特别是青

年教师都需要对这一问题进行思
考。
《教育魅力》由特级教师于漪主编，

直面当下的教育问题， 旨在对青年教师进行
通识教育。青年教师从走上教师岗位起，就肩
负着教书育人的使命。因此，他们必须明白教
育的工作性质，知晓教育文化传承的重要性，
塑造自己的教育魅力， 思考自己身为教师的
职业价值。

本书重点关注中华文化， 关注教师的代
际传承。 人类的文明进程为我们留下了无数
经典教育思想，东方的孔子和《论语》，西方的
苏格拉底和《理想国》，这些都是教育思想的
起源，至今仍然具有超越时代的价值与魅力。
然而， 我们对中华几千年文明传承的教育魅
力梳理有限，因此，本书从孔子等先秦智者入
手， 梳理先秦至两汉唐宋明清那些名垂千古

的文化传授者，以及近现代教育大家蔡元培、
陶行知，他们的教育思想，他们的教育名言，
他们践行的教育范例， 这是中华教师魅力的
文化之根。

本书提出， 今天教师的使命在于使学生
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活出生命的意义，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 以及承担作为公民的社会
责任。 教师的事业始终是对人的一生有所影
响的事业，教师要经常自问：对学生的影响积
极还是消极，有益还是有害，促进其发展还是
阻碍其发展？尽管学生不完全被教师左右，但
教师的教育会成为一种力量， 可引导人前进
和向上。 教师可能对个体的发展变化造成深
刻影响，在转折的关键时刻发挥一定作用。这
样的教师，就有了更深层的意义，而不仅仅是
知识和技能的传递者。

因此，本书呼唤，每位教师都要修炼自己
的教育魅力，不能只满足于日常教学工作。教
师是伟大的创造者，勇于去蔽，才能成就真性
情；勇于去惰，才能成就真学问；勇于去庸，才
能练就真本事。 有真性情、真学问、真本事的
教师，才是富有教育魅力的教师。

用心点亮一盏一盏灯
■午新生（编辑）

作为教师，会有怎样的幸福与趣味？他们
如何获得勇气和智慧？ 他们是怎样践行和捍
卫常识的？带着这些疑惑与问题，一群教师写
下了他们难忘的经历与思考。 主编吴非对教
师同行这样讲：我们也许不重要，但我们的工
作关涉人未来的幸福，所以特别重要。

《一盏一盏的灯》是几十位老师讲述的教
育故事。 它们就像一盏盏灯，以小见大，深入
浅出，提炼隽永的教书育人精神、教育教学常
识和教师职业道理， 展现一线教师的思考与
智慧。 故事以叙述为主，还原现场或情境，让
读者从中感受到教育的爱与责任。 每个故事
前，都会奉上吴非老师的独到见解：有对故事
本身的点评，有对故事细节的有感而发，更有
从故事中延伸出的对当前教育的看法。 虽然
不是吴非老师自己的故事， 但故事里的点滴
真情和理念正是他所希望传达的。

书中的故事并非单纯地叙述一件事，其

中蕴含着教育的智慧。 故事里的每位老师
与学生相处的方式、教学的方法各不相同，
但老师们阅读后， 都会感觉在自己身上也
曾发生过这些事情： 我当时用什么方式进
行处理，与故事中的处理方法比哪个更好？
我的教学方式有何不足， 故事中的教学方
式有何可取之处？ 相互比较，相互碰撞，会
迸发出更多教育智慧的火花。

书中字里行间无不在向老师们传递着
这样的讯息：写作并不难，只要你不给自己
找懈怠的理由；静下心来，先把从教以来印
象最深的一件事、一节课写出来，读给你的
同行听， 读给你的学生听———如果他们的
眼睛亮了，你的灯就亮了。当一盏一盏的灯
都亮起来的时候，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作为
教师的幸福。

每一个故事都是用心点亮的一盏灯。
这本教师讲述的故事， 体现着教育教学常
识，展示着教育者的思考与智慧，鼓舞着教
育同行者。

教师职业修炼的智慧读本
■叶湘瀚（教师）

面对生无所息的职业倦怠， 面对教师职
业的尊严与价值危机， 教师当如何抉择？ 是
自甘沉沦还是自我救赎？ 阅读 《教师第一
课》， 给人以一种理想再次被点燃的感受，
并产生通过促进自身的改变、 过一种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的期待。

本书的作者既有朱永新、 高万祥、 朱小
蔓等著名学者， 也有徐飞、 邵统亮等在基础
教育一线从事教育和研究的佼佼者。 他们把
多年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心得融于本书， 将一
批教育大家的教育精华高度浓缩， 以通俗流
畅的讲述， 以简明生动且极富启发性的事
例， 表达了对理想教师及其成长所需的素
养、 途径的思考和建议。

重塑教师的职业理想。 作者以诚挚的
心， 怀着理想的热情， 站在教育思想家的高
度， 以充满激情和诗意的语言重申教师职业
的使命， 重建教师的职业认同， 以此激发教

师的向上精神。 教师应是实践家， 在探索
中成长， 教师要“相信种子， 相信岁月”，
要在学生心中播撒善良和爱的种子， 为学
生打好生命成长的底色。

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 教师应当是真
正的读书人， 应让写作成为自己的一种生
活方式， 借助思考和研究抗拒平庸。 书中
介绍了孔子、 柏拉图、 夸美纽斯等9位教育
家及其对教育的精彩论述， 回答了教育的
本质、 教育的艺术、 教学的艺术、 教师的
职业生活及儿童的成长等问题， 帮助教师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

修炼教师的职业技能。 书中概括了为
师者不可或缺的心理学知识， 学科专业素
养的修为、 教育科研的方法、 如何锻炼口
才、 如何建立温暧的师生关系， 以达到教
育教学上得心应手的自由之境。

《教师第一课》， 让人走进更为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 书写个人的生命传奇， 进
而书写中国教育的传奇。

《一盏一盏的灯》
吴非主编 江苏教育出
版社

《教师第一课》 朱永
新 高万祥主编 福建教
育出版社

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教育漫话
■周伟芸（教师）

不经意间，看到了《留一块黑板》，甫看书
名，便觉此书犹如磐石，安住大地。 近几十年
的教育改革好像可浓缩在黑板的变迁中，现
在的学校，黑板渐少，白板渐多，断了电，老师
便不知所措，教学倏然停止。于教育现代化的
潮流中留一块黑板， 如同中国城市化中留一
处乡村，隐隐然闪烁历史的穿透力。

因为是漫话，系统性和理论性都不强，行
文也没有固定模式，似乎想说就说，用书的形
式记录一场信马由缰、 或轻松或沉静的关于
教育的聊天而已。 它记录了一个人和一群人
对教育的执着与热情。 顾明远先生已近90高
龄，依然精神矍铄，著书立说，并参与国家教
育发展的重大决策。 一群人的身份经历各不
相同，相同的是对教育的孜孜追求。

它记录了一个人和一群人关于教育的做
法及其中蕴含理念的思考。 顾先生曾经教过
小学、初中，最后成为教授学者，执中国教育
之牛耳，以其深厚的文化功底，在中外教育的
比较视野下思考中国的基础教育。因此，他对

这一群人的各种实践活动及
活动中的欣喜郁闷都有切
身体会： 私立高中的招生游
学与高考、公立学校的择校、
中小学生的课业负担和课程
建设、幼儿园的启智培德、教师
的职业倦怠和师德建设……学校
是什么？学校不就是由这些问题组合
而成的综合体吗？

最让我感动的， 是它记录了一个人和
一群人之间其乐融融的情谊。 顾先生是教
育人都景仰的名人， 而一群人中的许多人
我们都未耳闻。 可这种差别并没有阻碍一
场教育漫话， 而是成就了一场有意义的教
育对话。字里行间，我们能够体验到这种情
谊。 是的，一种基于教育的情谊。

留一块黑板，在繁华落尽之后，我们可
以轻轻地给孩子写一个“人”字。教育，有些
东西是一直不变的。

回望我的课堂，在我和我的学生之间，
不正在进行着一场一个人和一群人的教育
漫话吗？

《留一块黑板———与顾
明远先生对话现代学校发
展》 郭华主编 教育科学出
版社

为观照当下世界提供启示
■胡杨（书评人）

《重估价值———反思被遗忘的20世纪》
由24篇长书评组成， 曾被 《福布斯》 评为

“思考20世纪政治、 外交、 社会与文化历史
的最伟大的著作” ,深切地介入现实， 评议
时事， 立场鲜明， 有深重的忧患意识， 在一
系列纷繁复杂的主题之间建立起发人深省的
联系。 最难能可贵的是， 这本书不仅是深刻
的， 而且是令人愉悦的。

读者热爱作者朱特的理由有很多， 其
中最大的共识是： 朱特的说服力来自于洞
察力和道德节制。 因为朱特来自于这样一
类知识群体： 整个20世纪， 当世界发生巨
变时， 他们身处其中， 审视世界时， 曾经
受过的精英教育始终发挥着作用； 由于来
自东欧和中欧的犹太社群， 警惕而审慎，
对各种主义持怀疑态度。 他们带着挫败感
在流亡中坚守悲观和怀疑主义的使命， 以
西绪弗斯式的信念捍卫挥之不去的记忆，
并贡献反思的成果， 期望人类能够吸取历
史教训从而有所进步。 因此， 朱特之于历

史的在场经历， 他的历史研究、 他的书写
都给我们观照当下世界提供了深刻的启
示。

在这本书里， 朱特重新考察了一系列
重要的知识分子和事件， 有已经广为人知
但未必真正被正确理解的， 如阿伦特， 也
有本不该被忽视的， 如莱维。 在揭示这些
知识分子对20世纪的重要问题发表重要见
解的过程中， 朱特令人信服地表述了自己
的观点， 如此有力， 以至于足以重构我们
的旧有认识。 无论是对人对事， 整本书都
有理有据， 给出了发人深省的判断和见解。
2009年， 他因“智慧、 洞察力和非凡的勇
气” 获“奥威尔终身成就奖”。

朱特曾说： “历史真正能帮助我们懂
得的是， 问题的复杂性永远存在。” 而阅读
朱特， 阅读 《重估价值》， 却令我们深信，
即便过往的问题纷杂无绪， 但倘以他那般
郑重而饱含忧思、 理性而不失“理解的同
情” 进行思考， 我们无疑将会获得理解并
认识历史的智慧， 并经由这智慧无限地逼
近那些复杂问题的核心。

《重估价值： 反思被
遗忘的20世纪》 [美 ]托
尼·朱特著 林骥华译
商务印书馆

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

为家庭教育目标“正本清源”
■陈文芳（教师）

《父母改变 孩子改变》出版之后，在中
小学教师、 学生家长中广受好评， 在很多报
刊、网站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来自不同读者群
体的、形式不一的书评。

福建师大附中教师李华组织学校的老师
一起读了这本书。她说：“‘父母改变 孩子改
变’，几乎成了我和我的同事们与学生家长沟
通交流时的口头禅。 ”

一位理发师在读完这本书后，感慨地说：
“这本书和别的书不一样，它是站在孩子的立
场说话的。 ”

为什么这本书能够引发读者如此深切
的共鸣？ 原因之一，可能与作者张文质30年
来始终在搞教育研究有关。 张文质开玩笑说
他在教育研究的道路上是“节节败退”：他先
是从事成人教育，后来到高中教书，然后开
始研究中小学教育，最终才把研究重心转向
家庭教育。 通过这30年的研究，他认为教育
之根本还是在于家庭，以不同视角来看待孩
子的成长，也是本书的重要立场。

基于对中小学教育的长期关注， 作者
发现，中小学生群体出现的不少问题，源头
多在家庭教育。从这样的视角，一层一层扩
展， 本书的核心就在于强调家庭教育的起
点，指向“培养一个正常的人”。培养正常人
需要相应的方式， 所以本书把重点落在父
母对孩子的陪伴上， 强调父母需要具有对
人性的理解力， 包括尊重与理解儿童的本
然面貌，理解儿童的天然个性，同时，还要
努力把孩子引导成他“应然”的样子。 陪伴
是家庭教育的底线，没有这条底线的保障，
孩子的身心、 学业方面就会潜藏更大的风
险，极有可能出现问题。

本书重在价值引领，重在告诉父母“为
什么要这样教孩子”。 这一价值判断既是基
于儿童的、人性的，也是根据中国当今的现
状和问题提出的，作者努力为家庭教育的目
标“正本清源”。 也就是说，本书的着眼点不
是方法论，而是价值论。 本书重在反省今天
的家庭文化、亲子文化，旨在告诉社会，家庭
教育最基本的着眼点是先保证孩子成为一
个正常人， 然后再来谈如何做得更好。

《父母改变 孩子
改变》 张文质著 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科学启蒙》18册
内容提要：《科学启蒙》丛书是美国目前小学科

学的主流教材， 全书围绕生命科学、 地球科学和
物质科学三个板块， 按照学生的认知特点和科学
发现的规律， 由浅入深、 循序渐进地介绍科学知
识， 训练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 并培养孩子们对
科学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这套丛书对我国小学

科学教育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 既适合科学教师
在教学中参考， 也适合家长买给孩子作为课外读
物。 全书共分生命科学、 地球科学和物质科学三
个板块分册出版，每板块6册，分别可供各个年级
使用。

科学启蒙（1-3年级）礼盒装
科学启蒙（4-6年级）礼盒装

“课程与教学改革论丛”（4册）
《基础教育改革渐进论》
《教育性教学交往论》
《教学优良道德刍论》
《到学校去读书———对人的发展、 学校教育、 教科书知识及其关

系的省察》
丛书是国家 “985工程” 三期项目 “世界一流教育学科与中国教

育创新” 和 “211工程” 三期项目 “中国当代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重
大问题探索” 的专题研究成果。

主编王本陆是北京师范大学 “985工程” 首席专家， 课程与教学
研究院院长， 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丛书是北京师范大学课
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金额人才培养的一项成果， 是针对当前中国基础
教育改革问题进行系统反思与理论剖析的教育学著作。

论丛在对当前课程与教学改革领域的几个重大热点问题展开前沿
性探讨的基础上， 旗帜鲜明地提出： 人的发展、 学校教育与教科书知
识的命运紧密相连， 应坚持到学校接受教育， 坚持教育性教学， 坚持
教学优良道德， 坚持渐变性教学改革。

丛书主要读者对象为师范院校教育学各相关专业师生、 教育学理
论研究者与教育实践工作者、 教育行政管理干部等， 可作为师范院校
教育学各相关专业的理论教材。

《科学探索者》（第三版）17册
内容提要：新版的 《科学探索者》 更加生

动有趣， 精彩纷呈， 充满了各种学习的机会。

令人兴奋的极新科学内容， 赏心悦目的文字、 图
片以及丰富多彩的探究活动……所有这一切都将
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求知欲， 让他们完全沉浸到
科学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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