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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 1月 6日 星期一

读书周刊 特刊·

“中国教育报2013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 之90佳 （二） 34—48

34. 《超越左与右： 课程改革的第三条道
路》 郝德永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课程改革是教育改革的重心与主体， 是课程
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本书以对课程改革方法论的
检视与重建为主要内容，立足于“二重性”原理，揭
示、批判二元论立场所造成的课程改革理论基础、
定位、逻辑、方式的错位现象及课程改革实践的失
败境遇， 在此基础上为课程改革确定一条超越左
右对立的简单化思维的第三条道路。

35.《语文：生命的，文学的，美学的》 熊芳芳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书是优秀语文教师熊芳芳的最新力作。 从
生命的、 文学的、 美学的三个维度， 作者建构起
了独树一帜的语文教学思想大厦。 这座大厦以生
命情怀为骨架， 以深度解读为砖瓦， 彰显了人性
之光辉和哲思之美。 良好的理论修养、 高度的人
文精神以及令人激赏的解读能力， 使熊芳芳老师
的课堂充满独特的精彩。

36.《教师意味着什么》 [美]唐娜·沃克·泰勒斯
通著 郑玉飞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书集中探讨教师在政策环境中的角色地
位。一个国家的教育政策通常反映着整个社会对
教育的综合需求。 身处一个正在巨变的时代，教
师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明白，社会的期待是什
么？未来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唯有站在更高的层
面上理解教育，才能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工作的意
义与价值。该书帮助我们更好地确认这种身份。

37.《写在讲台边》 任德孝著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

本书作者是一位长期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与教
育管理的教育工作者，20多年来， 他怀揣教育梦
想，依凭职业操守，像家庭妇女围着灶台转，送出
一份温馨与芳香一样，他常围着讲台转，送出了一
份淡定与雅致。他追求着，也回望着；劳作着，也思
考着；收获着，也探索着。他在忙碌的教育教学与
教育管理之余， 写下了这些感性与理性交织、 践
履与见识并存的文字。

38. 《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外集 （上下册）》
顾黄初著 江苏教育出版社

本书作为《顾黄初语文教育文集》的补遗版，不
仅将顾黄初先生语文课程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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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教师成长的秘密》 管建刚著 福建教
育出版社

管建刚七代务农，八面无书，九九寒冬，十年
板凳。 2005年出版《魔法作文营》之后，年年推出
新作，可谓耕耘辛苦，收获丰硕。《教师成长的秘
密》是2013年的力作。 该书展示了管建刚老师从
一名普通农村小学教师成长为全国著名特级教师
的心路历程，告诉平凡普通的老师如何成长自己，
成长自己需要什么， 是又一本切合当下教师成长
状态的教育励志书。

40. 《如何提高学生学习质量》 [澳]迈克尔·
普洛瑟等著 潘红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吸收了30多年来针对高校学生学习情
况进行的大量研究成果， 揭示了大学教学成功背
后的基本原理：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质量，关键在于
确定学生如何认识他们独特的学习情景。 对特定
学习情景的感知激发他们已有的学习经验， 从而
影响他们对学习方法的选择。 教师应采用恰当教
学策略来营造恰当的教学情景。

41.《中国教学的奇迹———成就奇迹的孙维刚“教
学五部曲”》 赵国忠主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在很多人眼里， 孙维刚不仅是位撼动中国教
育界的名师， 更是一个教育神话的创造者： 他能
将其他学校淘汰的三流、 四流学生“点石成金”，
100%送入大学， 而且有55%进入北大、 清华。
他之所以能够创造教育奇迹， 跟他勤于思考、 敢
于打破常规、 敢于突破世俗的智慧和勇气是密不
可分的。 本书用五部曲的方式来解读孙维刚精湛
的教学艺术和独特的教学方法。

42. 《一个教师到底能走多远》 朱良才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第一人称叙述， 如实记录了一个教师
从民办到特级的成长历程， 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
感悟和思考。 作者的成长经历非常丰富， 以此经
历为基础， 作者对教育的观察非常细致， 对教育
的看法和见解非常独到。 作者在诸多问题上， 比
如课堂教学、 教师专业发展和教师教育科研等，
都有深入的思考和看法。

43. 《孩子的教育》 [美]本森等著 田慧婷
译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美国耶鲁大学心理学硕士加尔布雷斯与教育
专家本森、 埃斯普兰德在 《孩子的教育》 中， 根
据20多年的调查研究和数据支持， 以美国超过
25万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为基础， 立足于家庭
教育、 学校教育、 社区教育和社会教育， 提出了
孩子成功必不可少的40个因素， 即发展性资产，
并对其进行了可操作性的细化分解， 供孩子教育
的参与者借鉴学习。

44. 《新生来了———一年级新生教师及家
长必读》 苏静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这本书用最直接的方式、 方法告诉教师如
何轻松应对一年级新生的成长， 内容几乎涵盖
了所有可能遇到的问题： 告诉家长你的孩子将
在学校接受怎样的教育， 应该如何配合学校的
工作， 怎样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 如何共同促
进孩子的成长。 该书还可为学前教育师资提供
“幼小衔接适应性” 等方向研究课题， 理论和
案例部分可以作为师资培训的内容。

45. 《开始和结束一堂课的50个好创意》
[英]凯特·布朗著 王勃涛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上好一堂课， 教师要认真考虑如何开始和
结束。 因为开始和结束活动是优秀教学设计的
重要组成部分。 优秀的开始活动能够从教学开
始的一刹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参与性和好奇
心， 并为整节课奠定积极的基调。 优秀的结束
活动利于学生总结本节课的重点内容， 同时反
思本节课所学内容。

46. 《青春期困惑与团体辅导》 林甲针
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如何应对青春期教育？ 团体心理辅导是青
春期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本书大量的心理辅
导课例给我们提供了参考。 本书内容涉及生命
起源、 性别平等、 月经初潮、 预防性骚扰、 男
女生交往、 体相烦恼等21个方面， 以案例的
形式呈现， 以班级团体辅导课模式进行， 具有
很强的可读性和操作性。

47.《新学校十讲》 李希贵著 教育科学
出版社

本书对“何为新学校”“如何从优质学校向
理想学校迈进”进行了系统阐述，描绘了一幅波
澜壮阔的教育改革画卷， 充分展示了教育者的
情怀、改革者的智慧，不仅为教育管理者提供管
理工具，也是教师探索课程改革的行动指南。

48. 《心智、 脑与教育》 大卫·舒飒著 周
加仙等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论述了教育神经科学这门新兴学科的
诞生历史和发展过程， 并阐述了它对课堂教学
的影响。 本书从神经科学的研究进展与课堂教
学的关系出发， 关注教学的科学基础、 脑与语
言学习、 脑与数学学习、 脑与音乐学习等的表
现及关系， 从不同的侧面阐明脑与课堂教学的
相关性。 （下转第15版）

【教育心理、 教育管理 】

AD

说到青少年中华历史文化素养， 可以用 “现
状堪忧” 几个字来概括。 且不说经常闹出类似关
公战秦琼、 张飞杀岳飞的囧事， 就连基本的历史
观也常常是模糊不清 。 出现这样的情形并不奇
怪， 学校填鸭式的灌输使历史学习越来越枯燥，
五花八门的电视剧戏说则把孩子引向历史八卦的
歧途， 而市面上的青少年中华历史文化读物， 又
大都落入古板严肃或是支离破碎的窠臼中， 严重
缺乏趣味性， 不能吸引孩子的眼球。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只有遵循青少年身心发
展规律， 适应青少年阅读特点、 理解能力的优质
图书， 才能真正赢得孩子的喜爱。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八卷本 《孩子必读的
中华历史文化故事》， 正是从青少年身心特点出
发， 为孩子量身打造的历史文化读物。

用故事串起历史的珍珠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 史料浩如烟海， 要为孩
子勾勒历史的本来面貌谈何容易！ 稍不留心， 就
会流于枯燥乏味， 无法引起孩子的阅读兴趣。

《孩子必读的中华历史文化故事》 突出的特
点， 就是撷取漫长历史进程中极为精彩生动有趣
的故事， 好似掰开历史坚硬的贝壳， 挑出最大最
闪亮的珍珠连缀起来， 呈现给孩子。

从表现形式上看， 这套书没有 “板着脸” 说
教， 无论是神话故事、 人物故事还是历史事件，
都采用孩子喜闻乐见的笔法， 叙述得妙趣横生。
即便是较为枯燥的历史现象、 文化现象， 该书也
编成了有趣的故事来讲， 显得活泼灵动， 富有生

命力。
比如有关货币起源这个比较抽象的问题， 该

书就讲了 《当钱使用的贝壳》 这个故事： “在一
些相邻的氏族部落之间， 有那么一块被大家公认
的空旷地带， 这里就是交易市场……大家肩挑背
驮， 有的牵着牛犊， 有的赶着羊群， 三三两两地
从四面八方聚集到这里……人们得到了各自所需
要的东西， 高高兴兴地返回住地。” 那贝壳是怎
样成为通用货币的呢？ “实践证明， 只有一件东
西久用不衰， 那就是海边的贝壳。 它不仅质地坚
硬， 色泽绚丽， 小巧玲珑， 还便于携带和计数。
而且除了供人玩赏外， 还可串在一起， 作为饰物
佩戴在衣服或脖颈上。 再者， 当时的人们， 普遍
认为这东西可以驱凶避邪， 消灾弭祸， 是吉利和
祥瑞的象征物……” 这样， 就生动又简明地介绍
清楚了货币的起源。

又如， 科举制度对于孩子来说是相对难以理
解的， 书中则以轻松的 《科举那些事儿》 为题讲
起了唐代的科举故事。 比如王维如何扮作乐工得
到公主的青睐， 从而拔得状元头筹； 著名词人温
庭筠为什么总是帮人作弊， 还被人称为 “大公无
私的作弊者” ……重要的历史知识就在这一个个
有趣的故事中传递给了孩子。

为历史人物塑造卡通形象

每年圣诞将至的时候， 圣诞老人的形象大街
小巷随处可见， 成为孩子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
这个来自西方的传统人物形象如今在中国已经深
入人心， 寄托了孩子们许多美好的想象， 也成为

家长向孩子赠送礼物、 和孩子分享情感的一座桥
梁。 让人遗憾的是， 我们民族历史上有众多让人
如数家珍的 “知名人士”， 却没有一个像圣诞老
人那样成为特定时节一个浪漫诗意的形象。 就连
在大人们的心目中， 这些传统形象也大都是朦胧
的、 随意的、 没有固定的样子。 那么， 叫孩子们
又何从去依附他们的情感， 展开他们的想象呢？
《孩子必读的中华历史文化故事》 则作出了这方
面的努力。

作为一套给孩子们看的历史书， 它紧紧把握
住了孩子们喜爱卡通形象的心理特点， 不但为孩
子们讲述了生动有趣的故事 ， 而且大胆突破传
统， 为每个故事的中国历史人物塑造卡通化的形
象， 寓教于乐， 使图书的趣味性大大增加。

这些插图不仅以卡通的造型为着眼点， 还融
入了国画的技法和水彩的色调， 因而无论人物还
是场景， 都既活泼有趣又典雅清新， 具有浓厚的
中国风格。 看： 手执大斧的盘古、 拉弓射日的后
羿、 满脸横肉的商纣、 持杆钓鱼的姜太公、 英姿
威武的霍去病……

一个个历史人物就这样走出历史的硬壳， 摆
脱了枯燥的史料束缚 ， 以趣味横生的形象鲜活
地、 富有灵气地出现在孩子们的眼前， 怎能不吸
引他们的眼球， 吸引他们急切地去追寻这些有趣
的卡通场景背后的故事呢？

在酣畅淋漓地读过之后， 这些故事一定也能
像圣诞老人的故事一样， 让他们津津乐道、 植根
于心！

（郭莉， 媒体人）

自闭谱系障碍曾经被视为很罕见的一
种疾病， 而现在， 已经从过去很罕见的疾
病发展为较为常见的发育障碍性疾病， 排
在儿童精神发育障碍的首位。

自闭谱系障碍儿童大多数伴有智力发
育障碍、 学习障碍、 癫痫等其他障碍或疾
病， 其干预和教育一直是难点。 作为一种
起病于婴幼儿期的发展性障碍， 通常在3岁
前其症状就已显现， 包括： 沟通和社会交
往的质的损伤； 狭窄的、 重复的、 刻板的
行为模式、 兴趣与活动， 且很多患者在成
年后依然存在这些领域的缺陷， 特别是在
社会交往方面有严重障碍， 在日常生活和
谋生技能方面有严重缺陷， 成为伴随终生
的一种障碍， 对于患者及其家庭造成极大
压力， 同时也给社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目前， 自闭谱系障碍的干预方法仅在
美国就有上百种之多， 由于这一障碍的个
体内差异和个体间差异都非常巨大， 每个
儿童可能适用的有效干预方法也不尽相同。

我国目前的早期干预机构远远不能满
足儿童和家庭的需求， 特别是0~3岁阶段，
家长们在第一时间发现、 第一时间进行干
预， 是极为关键的。 诊断并不是最重要的，
早期干预的目标并不是确定儿童的障碍是
什么， 而是当儿童可能存在特殊发展需要
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给予儿童相应的支
持和调整， 为儿童的发展提供机会和经验，
然而很多家长甚至干预老师， 不知道如何
与自闭谱系障碍的儿童进行互动， 也不知
道如何开展有效的早期干预， 即使是有经
验的教师也时常会觉得 “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 北京大学出版社 “自闭谱系障碍儿童
早期干预丛书” 的出版， 为教师和家长提
供了非常实用的指导。

每一个儿童都是独一无二的， 自闭谱
系障碍的儿童具有更特殊的独一无二的特
性， 每个儿童的发展都是很多因素共同促

成的， 因此这套丛书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
领域进行了分册编写：

《如何理解自闭谱系障碍和早期干
预》 从整体上给出理解自闭谱系障碍儿童
和开展早期干预的一些指南， 特别是整合
运用其他分册的一些操作建议， 包括最新
的关于自闭谱系障碍的新进展、 家长心态
调整、 如何开展早期干预等。

《如何在游戏中干预自闭谱系障碍儿
童》 关注的是游戏在早期干预中的作用，
自闭谱系障碍儿童的游戏能力也存在缺
陷 ， 其他各个领域的能力可以在学会游
戏、 进行游戏的过程中得到发展。

《如何发展自闭谱系障碍儿童的沟通
能力》 和 《如何发展自闭谱系障碍儿童的
社会交往能力》 两本书针对的是自闭谱系
障碍儿童的核心障碍： 沟通和社会交往存
在质的缺陷； 《如何发展自闭谱系障碍儿
童的自我照料能力》 是考虑到很多与自闭
谱系障碍儿童一起成长的家长， 在自己的
儿童成年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 “自我照
料” 和生活独立是非常关键的； 《如何发
展自闭谱系障碍儿童的感知和运动能力》
则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促进感知运动发展
的游戏干预方法和活动参考， 这也是因为
自闭谱系障碍儿童在这个领域也存在很多
挑战； 《如何发展自闭谱系障碍儿童的认
知能力》 强调， 认知能力是基础和综合的
能力， 也是很多自闭谱系障碍儿童无法自
然发展的能力。

这套丛书非常强调 “基于实证”， 各
位家长和干预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儿童的情
况进行选择使用， 不仅适用于已经被诊断
为自闭症或者有自闭症倾向的儿童， 也适
合发展迟缓的儿童和可能存在高危发展的
儿童。

（苏雪云， 华东师范大学自闭症研究
中心副教授）

掰开历史的硬壳 串起闪亮的珍珠
———《孩子必读的中华历史文化故事》 不 “板着脸” 说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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