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特刊11·
2014年 1月 6日 星期一

主编：王珺 编辑：王珺 实习生：钟蕾 设计：丁京红 校对：冯华
电话：010－82296621 邮箱押queym＠163.com QQ 群：226839819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72923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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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式短程心理咨
询》 [美]张道龙编著 北
京大学出版社

建构理想的“学校中层”
■东山岛（编辑）

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追求效率和规模的
时代，当下学校发展中，随处可见速度崇拜、
锦标思维和广场冲动。其代价是，教育越来越
偏离自身规律，教育改革之路越走越窄，与教
育有关的绝大多数人尤其是作为教育从业者
的校长、教师，对教育越来越怀疑。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又是一个反效率、反
规模的时代（教育时代）。或者说，我们原先基
于效率、规模的理论假设和政策设计，正在逐
步失效。 只是，教育发展和学校发展，都有一
定的惯性，且与整个社会文化存在复杂关联，
不是一遇到问题就能改变方向的。

对于这一问题，作为曾经的“另类校长”，
郑杰也看得很透彻， 他深入地探到当下中国
教育的底部，逐渐形成他理想中的“学校学”。
除了学校制度、学校文化等，他把目光更多地
聚焦在制度、文化背后的“人”身上。 所以，在
完成《给教师的一百条新建议》、《给校长的建

议》之后，他又于2013年1月出版了《忠告中
层———给学校中层管理者的47封信》一书。尽
管他的著述很多， 但我还是愿意把这三本书
视为他的教育（学校）思考历程的三个关键节
点，并放在同一个逻辑链上来谈论。

中层是一个行政概念，但郑杰很明确地
把“学校中层”放在教育、教学、教研及其他
学校实践活动的现场中来考量，而未拘囿于
行政文化当中。 同时，他注意把“学校中层”
这一群体放在整个社会文化大环境中来考
察，放在人的本性、理性、非理性的相互纠缠
中来考量，基于各种现实困境提出了一个个
“忠告”。 比如他说，在世俗化程度如此之高
的现实环境下，高声宣扬教育理想，不仅不
能赢得教师们的理解，反而会让他们怀疑你
的诚实。

在我看来，这47封写给学校中层管理者
的信，既是郑杰基于自身经历和经验而提出
的47个“忠告”，也正是其对自身生命焦虑感
的一种挣脱。

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

以故事魅力征服读者
■周璇（编辑）

在这套“门罗作品集”中，《公开的秘密》
其实有点像是一部“概念小说集”：8个独立
的故事(或者说每个故事中的女子)背后都隐
藏着一个“秘密”。除了这一主题上的巧思，故
事人物还互有交集，叙事沿时间之轴穿梭，在
现实和回忆之间不断切换，独具匠心的构思，
令该书已经具备了长篇小说的密度和深度。
对门罗来说， 这是她第一部在国际文坛引起
强烈反响的作品。 书中也不乏名篇， 有入选
《美国最佳小说》的《忘情》，也有被村上春树
盛赞的《蓝花楹旅馆》。

而门罗之所以能被中国读者接受， 更重
要的原因还在于她小说中故事的魅力。 门罗
也说过：“我永远都在编故事。”《公开的秘密》
第一篇《忘情》讲述的就是一个女人对一个男
人漫长的等待， 讲述了一场没有谋面的纸上
恋爱。《蓝花楹旅馆》讲述了一个中年女人抛
弃熟悉的生活， 追随抛弃她的丈夫去了一个

陌生的城市。 在丈夫和另外一个女人家门
口的信箱里， 她得到了丈夫写往蓝花楹旅
馆的信。 她住进了这个旅馆， 并冒充他要
找的人和他通起了信。 最后， 他知道了真
相， 在旅馆下大叫她的名字说还爱她。 返
乡时， 在机场商店， 她买了个盒子并放了
张纸条寄给他： “现在， 要不要追随我，
由你来决定。”

门罗的故事不仅可读性强， 而且描写
细节的笔触精准有力，对于读者而言，下一
次阅读总能比上一次体会到更多的细节。
门罗也表示：“我希望我的故事关乎一段生
活， 它唤起读者的感受不是判断这个故事
是否真实， 而是让他们体悟到一种写作所
带来的奖励……”

“门罗作品集” 包括 《快乐影子之
舞》、 《公开的秘密》、 《幸福过了头》、
《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 《爱的进程》、
《好女人的爱情》、 《恨， 友谊， 追求， 爱
情， 婚姻》 7册。

《艾丽丝·门罗作品
集》（7册） 艾丽丝·门罗
著 殷杲、 张小意等译
译林出版社

《忠告中层———给学
校中层管理者的47封信》
郑杰著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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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八书———最为紧迫的时代呼
唤”（8本）
檀传宝 主编

丛书入选中宣部门“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出版工程”。 丛书有
《心存敬畏》《拷问良知》《克尽责任》
《坚守诚信》《呼唤公德》《伸张正义》
《学会关怀》《体悟幸福》8册， 各册以
真实典型的案例， 深入浅出的阐述，
澄清道德理念，鞭挞假恶丑，褒扬真
善美，激荡正能量，以期匡时救弊，构
建和谐社会，共筑美丽中国。

《世界电影鉴赏辞典》
郑雪来 主编

本套书收入了1910年至2010年
世界各国电影名作近千部，读者可以
在这里“看”各个时期、各个国家、各
种流派的电影，还可在专家的点评下
欣赏编剧表达的思想、导演的创作理
念、演员的表演风格等等，具有典籍
性、工具性。 编者还从这四册近千篇
的作品中，精心选出了200篇，另编了
一册“精编版”，以备不同需求的读者
阅读。

.“教育学丛书”（10册）
叶立群 总主编

本丛书有《高等教育学》《中等教
育学 》《小学教育学 》《幼儿教育学 》
《师范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学》《成
人教育学》《家庭教育学》《特殊教育
学》《教育学原理》等10册，科学地总
结了多年来各级各类教育的实践经
验，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努力探索教
育发展规律，为发展我国当前和今后
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

“现在，我们这样做教师”丛书（8卷）
肖 川 黄超文 主编

本丛书分 “班主任 ”、 “校本课
程 ”、“教育评价 ”、“语文 ”、“数学 ”、
“英文”、“美术”、“校长”等8卷，以叙
事方式展现教师成长的内心自白 ，
记录教师日常的心灵故事， 以个案
叙事体现厚重的教育思想和新课程
理念。 不仅是技术性和实践性的个
案集， 更是教师心灵发育和个体成
长的智慧宝典。

《凤兮凤兮叶灵凤》
方宽烈 编

本书所收文章或为与叶灵
凤亲近之人所写的纪念文章 ，
或为专业研究者所作的研讨论
文， 乃编者精心遴选， 可补读
者对叶灵凤生平和作品的了解，
特别是叶灵凤居港三十余年的
行迹与创作。

《“新知识” 背后： 近代中国读书
人》
马 勇 著

本书分析了甲午战争后中
国读书人分化、 清末官绅面对
明治维新变局的反应以及辛亥
巨变、 五四巨变中新旧知识人
的不同表现， 展现 “新知识人”
在向近代中国传播新知识过程
中的性情与思想、 私心与抱负、
智慧与局限。

《教材中的鲁迅》
陈漱渝 主编

本书是对自民国以来各个
时期鲁迅作品在各种中小学语
文教材 （包括海外华文教材 ）
中的传播与接受的情形， 进行
详细的资料整理， 全面客观地
再现了鲁迅作为一个经典文化
符号， 在教材中的传播史和接
受史。

《欲望书写：色情文学话语分
析》
〔法〕 多米尼克·曼戈诺 著

冯 腾 译
本书从分析色情文学的

话语体裁入手， 将色情文学
与已知的话语体裁作比较 ，
分析其形成条件、 语言机制，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今的色情
文学在新科技与女权主义的
双重影响下的深刻转变。

《哲学家波伏娃》
〔法〕米歇尔·盖伊著

赵 靓 译
本书以波伏娃女权主义

巨著《第二性》为最终阅读对
象， 观察其相关哲学概念和
思想在《第二性》一书中的演
变 ， 着重对波伏娃这句宣
言———“女性的独立并不是
一个事件的结局或者未来 ，
而在于它尚未达成”，进行去
神秘化的剖析。

《男性与女性》
〔法〕保罗-劳伦·阿苏 著

徐 慧 译
本书为精神分析理论的

纲领性读物。 作者立足于性
别差异的无意识功能性问
题、借助“双性恋”概念，分别
从理论和临床的角度阐述了
性 别 差 异———男 性 和 女
性———如何登陆在主体中。

《儿童精神分析五讲》
〔法〕 埃里克·迪迪耶 著

姜 余 严和来 译
本书是法国精神分析家

埃里克的演讲。 内容不仅涉
及儿童精神分析的理论， 更
涉及埃里克先生三十多年来
对临床个案的经验阐释。

“顾明远教育随笔集”（3册）
顾明远 著

本丛书有 《野花集》《杂草
集》《绿叶集》3册， 精选了顾明
远先生教育随笔， 内容涉及素
质教育、 学校管理、 教师成长
等， 都是顾先生根据当前的教
育现实有感而发的， 是顾先生
富有个人创见的教育思想的集
结， 其间的很多观点和寻问发
人深思。

《教育论语》
刘再复 刘剑梅 著

本书为刘再复与女儿刘剑
梅有关教育文章的合集。 作者
从跨文化的视野、 以哲人的心
路历程 ， 讨论了教育的本质 、
内涵、 教育的境界、 儿童的成
长等问题， 启人深思。 在比较
审视的背后， 在对故国师长的
情思中， 是作者对真教育的呼
唤和对生命的爱。

《问道语文》
罗才军 著

如果说这本书与其他同类
书有什么特别之处， 应该是这
本书里作者所探索的是以语言
形式为经， 文体特征为纬的语
文教学之道， 把语言表达形式
的领悟、 学习和运用作为语文
课堂的核心内容。

《吴勇教故事》
吴 勇 著

本书展示了江苏省特级教
师吴勇的故事作文观念和故事
作文教学精彩实例。 “故事性
写作 ” 是吴勇 “童化作文观 ”
的有机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 。
书中的思考和案例对小学作文
教学有所启示。

《一课都不能少———何捷老师的
奇趣语文课》
何 捷 著

本书是教学新秀何捷的阅
读教学经验总结。 作者结合具
体教学案例， 系统地阐明了自
己的阅读教学理念和感悟， 同
时呈现了一些受到不少专家好
评的阅读教学课例， 对一线教
师的教学和研究富有启发借鉴
意义。

AD

助中小学心理教师少走弯路
■薛玲玲（教师）

相比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心理咨询尚在
起步阶段，学校心理辅导也不例外，面临着许
多困难。 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对
学生心理的关怀及情商的培养相对薄弱，往
往是在孩子遭遇心理困扰甚至精神疾病时，
才会关注和真正重视心理咨询。 在此大背景
下， 中小学心理辅导教师自感“处境尴尬”
———因为他们要发挥“魔法师” 般的专业技
能，并非在于一朝一夕的“突击”，也不局限于
一招一式的心理学知识。

20世纪70年代， 美国家庭治疗师史蒂
夫·德·沙泽尔夫妇发现， 通过关注未来可以
帮助来访者走出过去的困扰， 此疗法成为现
代的焦点解决短程治疗。

20世纪80年代，美国心理学博士米勒等
人将人的“改变”过程分为若干阶段，侧重于
破除来访者的阻抗，激发其“改变”的动力，被
称为动机面询技术。

1977年， 美国精神科医
生乔治·L. 恩格尔突破具体
的心理学技术或流派的制
约，提出了被称为现代医学模
式的“生物-心理-社会”模式。
整合式短程心理咨询， 正是基
于此，将精神动力学、家庭治疗、
认知行为治疗等疗法加以短程化、整
合式运用。 过去50多年中，这一理念和方
法已被大多数美国心理咨询师所接受和采
用。 正如该书作者张道龙所言：“心理咨询
不是教育， 咨询师与来访者之间不是老师
与学生的关系， 不能把心理咨询变成教育
为主的工作。 ”

他指出，中小学心理咨询教师应当是学
生的生活策略师，既不能刻板地用对待病人
的态度对待来访学生，也不能用枯燥的说教
“吓跑”忐忑的来访者；而应整合式地运用多
种心理学知识， 让他们获取解决问题的方
法，在生活中加以应用，促成有益的转变。

令人肃然起敬的回忆
■思郁（书评人）

布罗茨基说，《曼德施塔姆
夫人回忆录》 不仅是阅读曼德
施塔姆诗歌的指南，更多的意义

在于“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
矫正了误解。 其总体效果近乎一次

复活逝者的举动……由于这样的精心，
由于这部伟大的散文是用诗人的死亡过程和
生命质量写成的，因此，哪怕没有读过他任何
一句诗的人也能立即明白， 这些文字再现的
确实是一个伟大的诗人”。

由于诗人的逝去， 我们看到了他文学生
命的另一种延续方式， 通过诗人遗孀耗尽后
半生的回忆录写作， 通过她从凝练的诗歌技
艺转向散文写作。 也许娜杰日达成不了伟大
的诗人， 但是她的写作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失
语时代中许多诗人的生活。那时，所有的写作
都变得面目模糊， 所有的话语也都变成了时
代的隐喻，更不要说诗人的诗歌。而诗人的死

亡事件促使他的遗孀， 一个原本的画家成为
了诗人的代言者。

她的回忆录从诗人的生活中提炼碎片和
记忆，重构了那个黑暗时代的精神生活氛围。
娜杰日达的评判之所以重要， 不是因为她的
痛苦独一无二， 而是因为她从最优秀的诗歌
里获得了滋养。苦难并不是艺术的土壤，苦难
会摧毁艺术，杀害艺术家。 大恐怖时代里，几
乎所有的艺术家都噤若寒蝉， 那些敢于直言
的人也被驱逐出这个庞大的帝国， 但正是他
们成就了20世纪最为璀璨的艺术。 布罗茨基
在海外对其俄国前辈诗人的敬仰和宣传，乃
至后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在颁奖词中提及
他的那些俄国前辈诗人们， 某种程度上也是
复活了一种被遮蔽和掩埋的伟大传统。

阅读这些回忆， 心中不免有一种敬意油
然而生，好像只有20世纪的俄国文化才能滋
养出这样的文学。 我们不知道是那个帝国的
残暴成就了这样的“遗孀文学”，还是这种“诗
人的散文” 成就了那个帝国文学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