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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 之90佳 （一）

【教育理论】

1.《收获幸福的教育：一所从不考试的公立学
校》 [美]瑞克·玻期纳著 安秋子译 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本书基于对一所40年来不考试、无成绩的公
立学校所毕业的百名学生的细致调查， 而给出的
真实而中肯的记载与评述， 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生
动的全人教育的学校样板， 展示了如何建立一个
终身学习者的社区，这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
教育领域实行的精英主义文化是一种有效补充。

2.《公共生活与公民教育：学校公民教育的哲
学探究》 刘铁芳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以公共生活来开启学校教育空间， 意在凸显
教育的本质乃是个体成人，成为服务社会的公民。
学校并不只是个体升学的扶手， 而是个体灵魂上
升的阶梯； 不是实现个人私己性欲望的工具性场
域，而是促进人的公民性生长，发育完整而健全之
人性的教化性场域。 怎样切实地开启学校公共生
活视野，拓展学校教育的精神空间，提升学校教育
的价值目标，当是今日学校教育发展的要义所在。

3.《超越上海：美国应该如何建设世界顶尖的
教育系统》 [美]马克·塔克主编 柯政译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PISA� 2009考试成绩出来之后，世界各国都
开始集中关注上海以及中国的教育， 本书对被认
为当今世界教育做得最好的几个国家或地区（上
海、芬兰、日本、新加波、加拿大）在教育上所取得
成功的主要经验和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 这种解
读与反思同样值得我们借鉴。

4.《教育照亮未来———民国八大教育家经典
文选》 杨斌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中小学教师以及教育工作者为主要阅
读对象，以普适性、经典性及实践性为标准，遴选
了民国八大教育家的经典文章， 集中回答了教育
的本质、儿童成长、教师职业幸福等诸多现代社会
依然面临的问题，这些教育思想、教育主张标示着
教育的路径， 对当代教育仍有着重要的启迪和借
鉴意义。

5.《及格主义》 方柏林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教育完美主义让很多中国孩子不敢倾听内心
的声音。他们早期十分优秀，长大后却成了交往笨拙
的人，同事关系和家庭关系处理不来，在社会攀比氛
围下情绪低落。而倘若孩子能够心态轻松地去进行各
种有益的尝试，拥有对生活全方位的欣赏，人生会快
乐很多。该书从中美教育比较入手，用一种开阔的教
育眼光去看待长大成人这件事。

6.《人类行为、 学习和脑发展： 典型发展》
[美]唐纳·科克等主编 宋伟 梁丹丹主译 教
育科学出版社

本书基于当代儿童青少年行为发展的最新研
究成果， 通过当代最先进的脑事件相关电位技
术、 脑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等先进科学实验手
段， 对儿童青少年群体进行了横向和纵向研究，
从认知机制和脑发育机制的角度探讨其行为发展
规律和心理发展规律， 从而使我们对儿童青少年
的认知机制和脑机制有了深刻的认识。

7.《温家宝谈教育》 《温家宝谈教育》编辑组
（编） 人民出版社 人民教育出版社

全书共分“关于教育工作的讲话”、“关于教育
工作的通信”、“与大学师生的座谈”三大部分。 体
现了温家宝同志对教育事业的重视和关心， 展示
了他根据时代要求和教育发展所提出的一系列重
要教育论断，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图文并茂，可读
性强。

8.《陶西平教育漫笔选集①“大家不同，大家
都好”》 陶西平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书是陶西平先生近十年的教育漫笔精选
集，书中的“大家不同，大家都好”应该包含两重意
思：一方面是虽然大家不同，但是大家都好。另一
方面是因为大家不同，所以大家都更好。前者表达
了事物因包容而绚丽多彩， 后者描绘了事物因交
融而百花争艳。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汲取营养，在对
现实的反思中汲取智慧， 从而使我们的创新能够
更为理性。

9.《学前儿童问题行为与干预》 黄会芹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领域一直存在两种截然
不同的研究模式：一种是理论研究，一种是实践探
索。这两种研究模式较少存在交集，这使得理论研
究的结果很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一线教育工作
者的实践工作又因为缺乏理论的指导不能有效解
决问题。该书希望能够把理论研究结果与实践应用
结合起来，对我国当前儿童问题行为的研究与实践
干预工作起到一点作用。

10.《家庭、学校与社区》 [美]钱德勒·巴伯、
尼塔·H.巴伯、帕特丽夏·史高利著 江苏教育出
版社

本书以对美国儿童周围一切有力的影响因素
进行总结作为开端。同时，确认了家庭生活、学校
生活、社区生活3条主线并讨论这些方面是如何影
响儿童生活的。社会变化了，一些影响儿童生活的
因素变得更明显。 本书对于这些影响模式进行分
类， 这样就能使读者获得一个关于美国当前社会
现状的清晰概念。

11.《伦理学与教育政策》 [美]肯尼思·A.斯
特赖克 [加]基兰·伊根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美国教育哲学界知名学者的经典作品
合集。全书集中讨论了自由与大学、学生权利、平
等与多元主义等5个方面的主题，旨在加深教育工
作者对政策议题中的核心概念及其价值的理解，
从而在实践中促进对教育核心价值的关注与理
解。

23.《迷人的阅读———10位名师的秘密书
架》朱煜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教书的人要多读书， 时刻不停地读书，这
既是一种本分，也是常识性的真理。 可惜的是，
有相当一部分教师， 除了教材和教辅材料之
外，其他的书基本不读，这是反常的现象。 作者
编写这样一本特别的书，旨在介绍中小学中青
年名师的阅读生活、阅读体会，与读者分享读
书心得，传递阅读乐趣，并以此引领更多教师
爱上阅读，打开一本又一本好书并从中获益。

24.《教师如何做课题》 李冲锋著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从课题研究的价值、如何选择课题、
如何进行课题设计、如何成功申报课题、如何
做好开题论证、如何实施课题研究、如何面对
中期检查、如何撰写结题报告、如何推广课题
成果等方面入手， 条分缕析地作出实战指导
与疑难解析。力图帮助因为教学工作繁忙，面
对课题不知入手的教师理清思路， 顺利走上
课题研究之路。

25.《顾之川语文教育论》 顾之川著 福
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为作者近十年来有关语文教育的论
文选萃， 上卷为语文教育论，分“语文综论”、
“语文新课程”、“语文教学”、“考试评价”；下
卷为语文教材论，分“语文教材综论”、“教材
研究”。呈现在本书中的内容可以反映这些年
来作者对语文教育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
思， 记录着作者的心路历程。

26.《班主任修心养德100篇千字妙文》张
万祥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里有100位班主任， 这里有100个故
事。 他们用真诚的态度，思考真实的生活，感
悟生命教育的真谛。 全书旨在提升班主任人
格修养， 从正面引导青年班主任完善人格修
养人品修养，做心灵高贵的班主任。书中以班
主任们的真实修养体悟为切入点， 以短小精
悍的短文为载体，精选100篇美文，为读者呈
现修养人格的范本。 既可作为教师提高修养
的案头读本，也可作为写作所用工具书。

27.《理想语文———自由阅读与教学》
倪江著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自由阅读是世界性阅读理念， 传统语文
教学曾经有过的风景， 却是当下语文阅读缺
失的理想。 自由阅读、自由教学、自由鉴赏构
成学生个体对自我的言语层面、文化层面、人
格层面上的体认。 语文的僵化和刻板构成对
真实语文教学的最大戕害，解除束缚、释放心
灵，是语文重回活力和自由的关键。全书内容
主要分经典阅读、语文教学、影像阅读3个层
面。 而3个方面全部围绕“自由”二字展开。

28.《读书成就名师———12位杰出教师的
故事》 张贵勇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杰出教师们成功的秘密在哪里？ 该书为
我们呈现了12位杰出教师的读书经历、读书
内容、读书方法以及最难忘的读书瞬间。 12
位名师就是12种不同的阅读风景，教师可以
各取所需，用读书成就自己。

29.《创造一间幸福教室》 李虹霞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美国最佳教师雷夫参观了李虹霞老师的
幸福教室，观看了孩子们的表现后，连连称这
间教室为“中国的第56号教室”！ 李虹霞老师
的这间普通教室， 突破了目前中国传统教室
的局限，让一群孩子幸福地生活其中，师生和
家长共同演绎了一段充实、 浪漫而不乏艰辛
的教育生活。

30.《教师最喜欢的教育名言》 朱永新
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为了帮助教师们更好地从事教育工作，
过上幸福的教育生活， 编者在众多的教育名
言中，挑选出最能打动人心的话。本书内容大
致分为教育、学校、教师、德育、教学、艺体、阅
读和家教等，以便于查阅。 阅读时，教师们既
可根据工作需要查阅，也可以采取“风吹哪页
读哪条”的办法，随意阅读。

31. 《班主任工作创意市集 （NO.1）》
吴法源 王莹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很多优秀的班主任在工作中处理问题
时， 所用方法似乎都比较简单， 但效果出奇
的好。 这些方法源自班主任工作的实践， 凝
聚着教师的心血和智慧， 让人耳目一新、 豁
然开朗， 甚至拍案叫绝。 本书汇集了众多优
秀班主任的创意做法， 贴近实际接地气， 值
得广大教师和班主任细细品味、 学习、 借
鉴。

32.《STEM项目学生研究手册》 （美）达
西·哈兰德著 中国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译
科学普及出版社

该书是一本针对高中学生和教师的全面
而翔实的学习资料， 它帮助教师在科学研究
过程的不同阶段对学生进行指导， 并对相应
的教学步骤提供了详尽的描述， 甚至如果老
师从没有科学实验设计经验， 也能够在本书
的帮助下指导学生进行科学、 技术、 工程学
和数学实验研究。

33.《如果我当教师》 叶圣陶著 杨斌
选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本通俗而系统的叶圣陶教育思
想读本。 编选者从叶圣陶先生论著中精选出
适合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阅读的60余篇文
章， 这些文章大致涵盖了叶圣陶教育思想的
主要方面， 有助于教师系统地了解和学习叶
圣陶教育思想。

（下转第14版）

12.《高等教育研究方法》 潘懋元著 高
等教育出版社

本书以方法论探讨为导引， 以定性与定量
方法区分为骨架， 以训练实际科学研究能力为
目的，重点探讨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构成、高
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特质和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
具体应用及需要遵循的基本规范等问题， 并探
讨了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发展趋向和方法在高等
教育研究评估中的体现。

13.《中国教育黄皮书2013》 周洪宇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本书系长江教育研究院2012年度教育发
展报告， 围绕中国教育财政投入达到占GDP�
4%后面临的系列新的问题展开论述，全书包括
教育财政投入的回顾与反思、 长江教育研究院
2012年度教育政策建议书、教育财政投入政策
专题研究、教育名家教育财政专题论述等11个
部分。

14.《教育的温度》 林格著 清华大学出
版社

本书是教育学的散文性理论专著， 作者把
教育提升到一种“道”的高度来认识，对教育多
了一份人文的深思。作者认为，以人性为出发点
的教育理念，才是有温度的教育，这样的教育将
能滋养人的心灵，唤醒人的觉悟。说到底，人，才
是教育的重点和核心。

15.“回望民国教育” 系列 傅国涌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这套书从公民教育、 性教育等具体的侧面
到教育观， 让读者看到上个世纪前半叶教育家
和一线老师对教育的思考和实践， 可以近距离
靠近民国教育， 真实地理解民国教育的来龙去
脉。这些从《教育杂志》1909年到1948年间发表
的大量文章中选出的精华， 无疑已成为珍贵的
本土资源，足以为今天的教育提供重要的借鉴。

【教师专业成长 】

16.《课程动态学： 再造心灵》 [美]杰恩·
弗利纳著 吕联芳、 邵华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作者首先对现代主义的局限性进行了批判
分析，然后创造性地为教学关系、组织型系统、
教育意义探究了新的方向。 本书带领我们进入
了一个以丰富想象力来重新思考“知识”、“自
我”和“他人”这些课程理论核心概念的旅途。这
是一个有价值的旅途。

17.《教育不简单》 岳亚军主编 江苏教
育出版社

教育不简单：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
灵魂的教育， 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教
育也是可以简单的：几个孩子正玩得不亦乐乎，
一个小家伙突然摔倒并立即哇哇大哭起来，一
个小女孩看到了，也跑过去装着一下子跌倒了，
但她却笑得咯咯响。 那个小家伙一看小姐姐也
笑了，抹抹泪，又玩起来。本书的故事将给我们
教育者带来智慧的启迪。

18.《始终———对教育及人生的一份心意》
郑锦杭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书试图从时代现实感出发， 提倡符合本
意、原意的教育动念，以自然的营养、不止于艺
的精神、 在点滴的学习生活中长成真挚的师生
情谊、有一份坚持的学校、用全部人格的总和教
学、 保全天真未凿的童年等基础观念， 探讨自
然、精神格局、教师、学校、教学、童年等之间的
关系， 以及它们之于教育、 之于人的影响和意
义，解释了“自始，至终”的教育心意和价值态
度，从教育的角度关切人性和信仰的问题。

19.《从新手教师到课程领导者》 黄笑冰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透过叙说一位香港教师的专业发展历程，
来探讨教师专业发展及教师发展为课程领导
者， 并展示不同的专业作为及专业决定带来的
教师专业发展机会， 而这些专业作为及决定又
受着不同因素影响， 形成专业发展的助力或障
碍。读者可以透过阅读这位年轻教师的故事，重
新思考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发展为课程领导者
的问题。

20.《学校本位教师专业发展》 崔允漷
柯政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学校本位教师专业发展是当前教育界的热
门话题之一。 本书第一编主要从历史、 各国教
师专业标准、 名师调查回答什么是“教师专业
发展”， 第二编主要回答的是为什么教师专业
发展需要“学校本位” 的问题， 第三编主要是
回答学校本位的教师专业发展可以怎么做的问
题。

21.《我的教育视界》 窦桂梅著 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汇集了清华附小窦桂梅校长多年来游
学英国、美国、乌克兰、韩国、日本的所见所闻所
思，所选文章丰富多彩，体现了作者开阔的“教
育视界”。全书既有对国外教育的展示，也有中
外教育的对比，还有参观访问中灵活、柔软的美
文。 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各国的教育细节
和教育故事，为读者展现了另一番教育图景，值
得投身教育的每一位读者细细品位。

22.《“不乖”教师的正能量———海峡两岸30
位优秀教师的修炼之道》 谢云 陈香吟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集合海峡两岸“不乖”教师、不羁
灵魂的书。这里的30位“不乖”教师，其实是一
群富有思想、勇于实践、敢于进取、乐于奉献的
人，比起一般的“乖”老师，他们更有识见、更有
个性、更有胸怀，也更有激情。相信在分享他们

“不乖”的成长经历和体验过程中， 你会从他们
身上获得正能量，对您的成长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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