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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的绘
本以历历在目
的 方 式 来 叙
述、 描画充满
真情与独特创
意的故事， 巧
妙地将人与自
然、 生命与死
亡、 勇气与智
慧、 奉献与索
取等人性主题
讲述出来。

书里书外

用绘本敲开阅读殿堂的大门
■周娅 张茜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粒神奇的种子， 蕴
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阅读则能唤醒蛰
伏的美好与神奇。 无论是民族文化的特
质， 还是普世文明的价值， 都需要教师和
家长按照符合生命成长的规律， 通过阅读
传授给孩子。

对于绘本阅读， 很多人一直存在误
区， 认为只有低幼儿童才适合阅读， 其实
不然。 优秀的绘本以历历在目的方式来叙
述、 描画充满真情与独特创意的故事， 巧
妙地将人与自然、 生命与死亡、 勇气与智
慧、 奉献与索取等人性主题讲述出来。 自
我们徐州市鼓楼小学的“绘本资源开发与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设计” 课题被江苏省教
科院立项为省级重点资助课题以来， 绘本
阅读就成为学校课外阅读中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

想让孩子阅读经典绘本最好得到家长

的支持。每次家长会，学校都会选择不同的
主题作为阅读指导讲座的主旨， 帮助家长
树立正确的阅读观。得到家长的认可后，我
们首先在低年级全面推动亲子共读，“绘本
妈妈志愿者”走进课堂给孩子们讲故事，而
且，在家里也有固定的阅读时间。

作家彭懿曾建议： “儿童时期最好
读1000本图画书。” 为达到阅读的量，
我校与徐州某绘本中心合作， 采用“网
上租绘本， 定时送上门” 的方式满足学
生海量阅读的需要。 一年下来， 阅读能
力较强的孩子能够读到近200本绘本。

学校课表中每周安排一节阅读课，
把学生必读书目纳入课程之中， 教师以
主题引领的方式带领学生阅读绘本。 低
年级讲绘本故事， 中年级记绘本日记。
高年级写读后感， 开展专题辩论会。 一
节节绘本导读课不仅培养了学生的观察
力、 想象力、 思维力和审美力， 而且教
会了阅读方法， 提升了阅读品味。

每位教师的特质不同，绘本的多样性
为他们的独特见解提供了各种可能。有的
教师认为应该引导学生明白人生哲理，就
带着孩子去读《出走的绒布熊》，孩子们懂
得了“哪怕是木屑，只要有了生活的方向，
也就有了生命的意义”； 有的教师认为绘
本同样可以关注写作，就带学生读《三只
小猪真实的故事》， 让孩子知道写作时可
以站在不同人物的视角展开叙述……

张茜老师的《彩虹色的花》绘本指导
课是这样的： 书里讲的是一朵彩虹色的
花， 用自己的花瓣来帮助有困难的小动
物，自己却被覆盖在白雪下面的故事。 虽
然这样，可它的希望和梦想还在，春天来
到时，新的花朵又在阳光下绽放。 张老师
给学生出示了5组相似画面， 让学生们观
察异同：有的学生发现随着彩虹花不断帮
助小动物，花瓣变得越来越少了；有的发
现彩虹花的腰一开始是直的，后来慢慢变
弯了；有的发现随着四季变化，土地由绿

变黄、由红变黑……把彩虹花生命的足迹展
现出来。 接着教师又带领着学生去观察封
面、环衬、画页与封底里的色彩，学生们惊喜
地发现，虽然画的东西不同，位置也不一样，
可画面都由红、橙、黄、绿、蓝、紫6种颜色构
成，如同彩虹般的光芒让人倍感温暖……在
学生续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生命留痕的主
题早已悄悄地流淌在每个学生的心田，不仅
提高了对作品内容的感知力、理解力和鉴赏
力，同时也教会了他们品味绘本的方法。

（作者系江苏省徐州市鼓楼小学教师）

让孩子爱上阅读Just� be� happy

漫 步 书 香 校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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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大学“立心”

■郭齐家

12年前， 在储朝晖的博士论文开题的时
候， 他提出要为中国大学“立心”。 当他
2004年完成以大学精神为主题的博士论文，
在匿名评审时就被北京大学黄枬森教授等专
家给予较高评价， 被认为富有创新精神， 并
以 《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与省思》 为书名出
版。 8年后， 当他再次将 《中国近代大学精
神史》 的书稿电子版发给我看后， 我感到他
又迈出了扎实的第二步。

在这本书中， 作者沿用了在博士论文中
对大学精神的界定， 聚焦于近100余年中国
大学精神的发展与变化。

通过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发展的历史研
究， 作者揭示出中国大学精神和大学文化建
设的历史轨迹、 发展走向、 核心内容、 基本
规律。 在阐明历史事实的基础上， 探索事实
背后的逻辑， 揭示出学人必须自主、 弱势也
能生长、 异道相容、 兼容并包、 逐级生成的
规律， 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内构原理能为现
今大学精神弘扬提供深刻的启示。

在揭示出政治、 经济和民间社会环境发
挥一定作用的同时， 对大学精神健全的环境
条件做了全面的分析， 认为更具决定性的因
素在于教授群体的状况， 在于是否有一批真
正的传道和弘道者， 在于大学是否有一部好
的章程， 在于是否能依章办学， 党化教育则
对大学精神构成直接挑战。 西南联大则由于
国民党、 共产党、 中国民主同盟等组织同时
存在， 能够形成多方制衡， 使得师生们没有
丧失理性和独立自主性， 依然还能做出属于
自己的清醒判断， 并构筑起民主的堡垒， 为
西南联大精神健全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将大陆与香港、 台湾的大学纳入中国近
代大学精神发展的整体框架进行历史研究，
因而形成了一个较一般教育史学著作相对完
整的中国近代教育史轮廓， 也就自然是相对
完整的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

研究过程不仅仅是纯历史的研究，而是在
进行历史文献研究的同时采取调查、 研讨、讲
座等方式，与现在的大学师生进行交流、沟通、
互动，提高了对历史研究的针对性和对现实的
影响力，特别是与金耀基先生等知名学者的访
谈，拓宽了研究视野，深化了研究内容。

当今中国大学的发展正走向一个十分关
键的十字路口，弘扬大学精神，建立现代大学
制度是大学健全发展的关键。 解决中国大学
在发展的道路上所遇到的自我认同的迷茫问
题，需要对中国大学精神的历史有更清晰、更
准确的认识。读完该书，深感此书有助于解决
这一制约中国大学发展的关键问题。

大学确实需要精、气、神，大学发展和兴
盛需要灵魂， 大学师生需要对中国近代大学
精神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才能真正“成人”，大学
的管理者、研究者、评价者需要对这些历史有
清晰的认识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 从这个角
度说，此书又不仅仅是一般的历史著作，而是
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对当今中国大学质
量和品质提升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的著作。

《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 储朝晖著 人
民教育出版社

《现在， 我们这样做教师》丛书
肖川、 黄超文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该丛书以叙事方式展现教师成长的内心
自白， 描述教师研究的行动过程， 记录教师
日常的心灵故事。 通过“教育自传、 研究叙
事和田野笔记” 三大板块展现教师的阅读
史、 研究史和个人精神成长史， 以个案叙事
体现厚重的教育思想和新课程理念。 该丛书
不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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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长们通
过亲子共读找
到了与孩子联
系的纽带， 老
师们也在同孩
子们共读共写
中 发 生 着 改
变。 他们以前
受“不要输在
起跑线” 上错
误 认 识 的 影
响， 经常教幼
儿园孩子识字
读写和算术知
识， 现在， 他
们已经能够自
觉地把绘本阅
读融入到孩子
们的游戏和活
动当中， 让孩
子们在快乐的
阅读中长大。

灯下漫笔

新书速读

改变，从阅读开始
■刘殿波

当前教育存在的许多令我们揪心的问
题， 不仅影响这一代儿童和青少年未来的
幸福， 更直接影响着我们这个国家、 民族
的未来和命运。 虽然许多教育工作者对此
都有深切的认识， 并发出了急切的呐喊，
但是却鲜有人拿出能够真正解决问题的办
法和措施。

如何改变我们的教育理念， 使教育真
正沿着素质教育的轨道前进？ 这是许多人
思考的问题。 认真研究国内各种教育改革
的措施和办法，我发现，这些办法之所以不
成功， 是因为这些措施和办法都与人的精
神发展无关。那么，究竟什么方法才能真正
改革我们积弊深重的教育， 使我们麻木的
精神获得新生？ 这样一段话吸引了我：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读
史；

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取决于这个民族
的阅读水平；

一个没有阅读的学校永远不可能有真
正的教育；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才能成为美丽的
家园；

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才能拥有共同语
言、 共同价值、 共同愿景。

这就是朱永新老师在他倡导的新教育
实验中经常说的， 也是他的新著 《书香，
也醉人》 当中的开场白。 读着这段话， 我
不禁想起我的童年。 60年代末出生的我，
似乎小时候最快乐的记忆之一就是读“小
人书”。 “小人书” 给我带来了无限美好、
幸福的阅读体验， 一个个动人的故事随着
“小人书” 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直到
现在， 我仍能真切地感受到“小人书” 给
我带来的那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即使在迷
惘和困惑中仍然充满了前进的力量。 直到
现在， 读书仍是让我感到最快乐的事情。
我忽然醒悟， 我的精神发育史不就是我的
阅读史吗！

然而， 今天的孩子还有这样欢乐的阅
读体验吗？ 他们还有那么既单纯又丰富的
精神世界吗？ 每当我带着这样的疑问检视
中小学校图书馆或阅览室的时候， 都会有
校长或图书管理员过来介绍说， 学校的图
书远远超过了国家或省要求的图书配备数
量标准， 生均图书30册甚至50册云云。
但是， 只要你认真检视一下就会发现， 一
摞摞图书摆在那里就如同崭新的书， 只不
过书籍的顶部或许布满了灰尘。 “为什么
这么多书却没有学生或老师来阅读？” 当

我向校长和老师提出这样问题的时候，
大家都有这样的尴尬： 学校大批量采购
的图书不但质量低劣， 而且内容也不受
孩子的欢迎， 市场上最受孩子喜爱的书
籍在图书馆或阅览室里几乎找不到。 书
架上这些书， 不但学生不想读， 甚至老
师们也不想读。 这些书摆在书架上似乎
就是为了迎接上级部门教育督导评估或
检查的。

记得小时候我就读的农村小学能够
给学生提供阅览的只有几十本被同学们
几乎翻烂的“小人书”， 即便快翻烂的
“小人书”， 同学们也都在争相借阅， 因
为大家特别喜欢读这些“小人书”。 如
今， 当年受孩子们欢迎的“小人书” 作
为“非正式学生读物” 在中小学图书馆
里已经难觅踪迹。

什么才是真正的好书， 如何让孩子
们喜欢阅读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朱
永新老师在他的《书香，也醉人》里给了
我们明确的答案。让我欣喜的是，我们河
北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小学和幼儿园
开始追随朱永新老师的脚步， 他们根据
朱永新老师领衔研制的基础阅读书目
（《书香也醉人》中有200本童书单）给孩
子们选择他们喜欢的经典图画书、 获大
奖的小说和科普读物， 让孩子们在快乐
中阅读。孩子们在阅读中感受着爱，感受
着人间温情，感受着世界的博大与美好。
每当我到这些努力践行新教育新阅读理
念的学校或幼儿园，都能惊喜地发现，这
些学校或幼儿园的孩子们的眼睛都闪耀
着一种灵动的光！

《书香，也醉人》包含了朱永新教授
关于新教育实验有关阅读的重要论述，
也包含了他创建新阅读研究所的重要文
章， 而这些文章给我们崭新的新教育阅
读观， 老师们甚至很多家长都在阅读后
发生着改变。 有一次， 我去邢台县幼儿
园， 见到一位孩子妈妈正在幼儿园小班
给孩子们讲故事， 这位妈妈讲的是那么
生动、那么投入、那么动情， 我都被深深
地感动了。 讲完故事， 我问这位妈妈，
为什么来幼儿园做“故事妈妈”？ 这位
妈妈说， 那是因为自己三岁半的儿子教
育了她。 她说， 我们成年人有时候会不
自觉地把自己工作中的压力或不快带到
家中，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 有一
次， 儿子不小心把杯子摔碎了， 正心情
烦闷的她走上去想也没想抓住儿子就打
了一顿， 事后有些后悔， 想和儿子说声
对不起， 可是做妈妈的尊严让她没好意

思开口。 第二天晚上， 当她准备陪儿子一
同入睡的时候， 儿子忽然爬到她身边对她
说： “大卫吃饭掉了一地米粒， 妈妈说不
可以； 大卫光着屁股跑到街上， 妈妈说不
可以； 大卫把妈妈的花瓶打碎了， 妈妈说
不可以； 晚上睡觉的时候， 妈妈抱着大卫
说， 妈妈爱你！” 这位妈妈说到这里， 眼
泪已经止不住流了下来。 她说： “那是幼
儿园老师给孩子们刚刚讲的一本经典绘本
《大卫， 不可以》 的故事。 虽然儿子表达
并不是很清楚， 但他听懂了， 连三岁的孩
子都知道什么叫爱， 可是我们大人为什么
不懂呢？ 从那天起， 我真心爱上了绘本，
并且坚持来幼儿园当一位故事妈妈。”

原来， 邢台县幼儿园的园长樊青芳同

样是绘本阅读的追随者，还是新教育的阅读
群义工。她把朱永新的著作送给很多老师和
家长，并且共同阅读、交流。老师和家长们都
感受着绘本阅读带来的欢乐。家长们通过亲
子共读找到了与孩子联系的纽带，老师们也
在同孩子们共读共写中发生着改变。他们以
前受社会“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错误认识
的影响， 经常教孩子们识字读写和算术知
识，现在，他们已经能够自觉地把绘本阅读
融入到孩子们的游戏和活动当中，让孩子们
在快乐的阅读中长大。邢台县幼儿园的老师
们也不断感受着教育工作者的快乐！ 我想，
这就是朱永新老师一直倡导的“过一种幸福
而完整的教育生活”吧！

《书香，也醉人》 朱永新著 海天出版社

情境教育，中国本土教育理论的宣示
■王灿明

情境教育创始人李吉林的新作 《情境
教育三部曲》 这部书， 是从作者以前出版
的诸多著述中对情境教育理论进行全面审
视与梳理， 以及近年来的新进展、 新思考
和新感悟。

诚如原教育部副部长王湛所言， 李吉
林在20多年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选准了一
个课题，又用30多年的时间孜孜不倦地进
行研究和探索，不放弃，不见异思迁，不断
深入，不断提高，终于攀登到一个辉煌的高
度。《情境教育三部曲》第一卷《田野上的花
朵———对话：情境教学的萌发》深刻解析情
境教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 详细
解答学术界和一线教师长期关注的各种问
题， 涉及为什么要创设情境、 如何创设情
境、情境教学如何促进儿童发展、情境教学
如何实现最优化。同时结合新课标的理念，
对儿童语言、 思维和审美能力发展做了重
点探讨，对情境识字、情境阅读和情境作文

教学进行新的诠释， 并精选经典教学案
例加以评析， 让读者据此体验和感悟情
境教学的精髓。她博采众长，除了反复研
读古代刘勰的《文心雕龙》、近代王国维
的《人间词话》，还广泛吸纳叶圣陶、夏丏
尊、斯霞等当代语文教育大师的思想。李
吉林提出， 只有从民族文化经典中寻
“根”， 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
的教育之路。

第二卷 《云雀之歌———纪实： 情境
教育的拓展》 以富有诗意的叙事风格对
情境教育的创建过程进行自我反思。 日
积月累的观察和思考， 使李吉林意识到
情境教学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给孩
子的心灵添翼。 用情感扇动想象的翅
膀， 让儿童的思维飞翔起来， 这才是她
心中追寻的“云雀之歌”。 而完成这一
使命， 仅靠语文一门学科是远远不够
的。 她开始探索如何将情境教学从语文
学科延伸到所有学科， 从学科教学延伸
到道德教育， 从课堂教学延伸到课外活

动， 从而建构出一个立体化的情境教育，
并归纳出情境教育的“情感驱动”、 “暗
示导引”、 “角色转换” 和“心理场整合”
四大原理， 由此建立起独树一帜的情境教
育概念谱系、 理论框架与操作体系。

第三卷 《美的彼岸———诠释： 情境课
程的建构》 以课程论的视野解读情境课程
的三个维度、 四大领域和五大要义， 还浓
墨重彩地记述了情境课程如何在拓展中再
上新台阶， 其中关于情境综合实践课程、
专题性文化课程、 情境课程走进盲校的突
破、 幼儿情境阅读的尝试， 以及跨班互动
情境、 社区家庭互动情境的开拓都是情境
课程开发的最新动向。 回首漫长而艰辛的
情境教育探索历程， 李吉林不止一次地
说： “向往大海的奔腾， 彼岸却是清晰
的。” 在她的心目中， “美的彼岸” 就是
最终达到儿童素质的全面发展、 主动发展
和充分发展的理想境界。 她概括出“儿童
至上”、 “以情激智”、 “以美育美”、
“学用结合”、 “链接生活” 等一系列学习

策略， 自然而顺畅地将情境课程研究延伸
到儿童情境学习范式的建构上， 而这恰恰
就是她近五六年来潜心研究的课题。 情境
教育研究重心的悄然前移， 也显现出它强
大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情境教学的萌发到情境教育的拓展，
再到情境课程、 情境学习的建构， 由此书
写出来的情境教育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民
族风格， 散发着浓郁的本土气息。 《情境
教育三部曲》 倾注了李吉林的毕生心血、
智慧与全部的爱， 是她所有著作中最有分
量也最有价值的一部， 展现出她深刻而精
湛的理论功力。 该书所达到的高度， 已经
成为情境教育研究的扛鼎之作， 并足以成
为提升情境教育国际话语权和建构中国教
育理论话语体系的典范之作， 值得教育理
论工作者和中小学教师一读。

（作者系南通大学创造教育研究所所
长、 教授）

《情境教育三部曲》 李吉林著 教育科
学出版社

禹天建 绘

案头备书

《美国高等教育史（第二版）》
[美]约翰·塞林 著 孙益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该书是美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一部
最新的通史性著作。 该书视野开阔， 呈现出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特有的多样性特征， 主线
突出地描述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脉
络。 作者塞林在该书第二版中增补了21世
纪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内容， 进一步拓
宽了该书所覆盖的时间与主题， 为我们展示
了美国现代大学崛起与发展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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