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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孩子是教师的必修课
■孙蒲远 （特级教师）

我在班主任岗位上工作了一辈子， 直
到退休， 仍与众多班主任老师有着密切的
交往。 几十年来， 我一直潜心小学教育。
可以说， 这个领域牵制着不计其数的教师
和家长， 大家都在不辞劳苦、 绞尽脑汁地
寻找成功教育孩子的途径和方法， 然而收
效甚微。 众多原因中， 没有读懂孩子是一
个很大的问题。

拿到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
习研究所边玉芳教授所著 《读懂孩子———
心理学家实用教子宝典》 （分0-6岁、
6-12岁、 12-18岁三册）， 刚翻开几页，
就觉得眼前一亮， 这正是我寻觅已久的
书。 作者以深厚的心理学基础， 通俗地介
绍了从幼儿时期到青春期孩子发展的相关
理论及研究成果， 揭示了各时期孩子一般
性成长规律， 提供了普遍性的教育策略，
特别是为家长和教师提供了符合儿童心理
的具体、 科学的育儿方法。 当把一种理论
变为可操作的具体方法时， 这样的教育才

会产生实效。
我认为这是一套帮助教师和家长提升专

业素养的好书。 作者在总结心理学、 教育学
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近三十年从
事儿童青少年心理教育的丰富实践经验， 历
时五年写作而成。 该书对孩子的成长规律和
成长特点从心理学角度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从脑科学及认知神经科学的高度提供了严密
的理论依据， 不仅“授人与鱼”， 更“授人以
渔”； 该书具备很强的实用性， 基于孩子的发
展规律提出有针对性的、 可操作的策略和措
施， 帮助读者将理论应用于实践； 该书具有
很强的可读性， 从目录的编排到索引的设计，
再到每个小栏目的设置， 如特别提示、 知识
库、 实验室、 测试吧、 心灵加油站等， 把晦
涩难懂的心理学术语和枯燥的理论变得通俗
易懂， 使阅读变得轻松有趣。

教育者必须先接受教育。 作为教师， 我
们需要了解学生、 读懂学生， 需要掌握学生
不同阶段的成长特点和需求， 需要不断提升
专业技能。 读懂学生， 是每个教师职业成长
的必修课， 是教育学生的基本素养。

教育改革没有捷径
■王晨（大学教师）

20世纪末美国以考试、绩效、问责制和择
校市场化为核心的改革引发了各种问题，继而
出现了一系列争论。2010年美国著名教育史
家、前教育部部长助理戴安·拉维奇撰写了《美
国学校体制的生与死：论考试和择校对教育的
侵蚀》，对教育改革提出了批判和反思。

戴安·拉维奇的书能引起争论的重要原
因，在于她原来是支持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
但在本书中， 她因为看到了改革中所出现的
问题而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批评和反思自
己的同时也否定了改革。 这一倒戈行为是对
美国教育改革的强烈冲击。

拉维奇认为美国教育改革走向了功利主
义。考评测算、分数、绩效成为了主流，成功成为
了目的，没有关注教育内在的事物和规律，教育
的内涵被忽视了。归纳起来，她分析了改革模式
封闭独尊、改革方式强制推行、改革效果夸大宣
传、改革受政治经济利益驱动等问题。

拉维奇又根据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她
认为教育出现问题是由于我们缺乏教育视野，
没有在国家层面对学校使命形成共识，缺少正
确的教育价值观。她提出一个完善的教育系统
应该包括强有力的课程、有经验的教师、有效
的教学、上进的学生、充足的资源和重视教育
的社区。要改进教育，必须回到教育本身，需要
形成好教育的观念，并据此设定一个值得奋斗
的目标；重视课程质量；建立公平的评价系统；
引进、培养和留住有资格的、能胜任课程的教
师；形成一个学校与社会的关联系统。

拉维奇强调，在教育中没有捷径。一个世
纪以来的教育改革历史表明：一个好想法扩张
得太快或被稀释了，就会有危险。在小范围内
成功的改革被推广到大范围， 很少能幸存下
来。教育改革和改进没有单一的答案，它需要
长时期投入大量的精力、人力，用渐进式、综合
性的稳步方式来进行。 要想教育改革成功，就
必须依据教育规律， 围绕教育的真正目的，对
学校进行细致耐心的改进。

价值人生从价值阅读开始
■朱永新 （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

价值观就像方向盘， 方向正确， 只要
坚持行走， 距离目标就会越来越近； 反之
则会南辕北辙。 事实上， 在影响人终生发
展的因素中， 真正起制约作用的是品德、
品格， 而不仅仅是知识和学问。

价值观的培养应从阅读开始。 读什么
和怎么读，是另外两个根本的问题。显然，
通过经典名著的价值阅读， 培养青少年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爱心、专注、勤俭、坚
韧、自信、自立、勇敢等一生受用的品质，使
名著阅读回归其本意，既是阅读的本质，又
是“读什么”的答案。

也正是基于同样的思考，商务印书馆
作为百年品牌出版社，高举“价值阅读”的
大旗，紧紧抓住经典名著对青少年成长的
重要性，推出了这套“经典名著大家名译”
系列图书， 倡导重读经典与价值阅读。其
编辑思想是，对名著阅读既不做简单的呈
现， 又不将名著阅读庸俗化和功利化，而
是在认真理解原著本意的基础上，从主题

对品质的角度，紧扣价值阅读的宗旨，使阅读
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如从《爱的教
育》的阅读中，学会如何爱及对爱心的培养；
从《童年》的阅读中，懂得困境是人生最好的
老师；从《老人与海》中，了解人的尊严和意志
的力量，等等。

这套“经典名著大家名译” 系列图书还
专门设计了“名家导学3-2-1” 的体例， 即
在阅读每一本经典名著时，都需关注三个阅读
要点、两个知识要点和一个成长要点。这既能
使学生在面对名著时盲目阅读、 无从选择等
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 又能使学生翻书即有
收获，从而提高他们的阅读积极性。当然，就
像人们对于要不要开书目有不同的观点一
样，要不要提供具体的阅读方法，也是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因为我们新教育也主张让学生
自主探究，班级共读。但毫无疑问，对于初步
接触名著的学生来说，有一个阅读的书目，进
行必要的阅读指导，还是有益的。

以价值阅读接受伟大人格与崇高品质的
濡染， 寻觅并创造我们每一个人的精神家园，
这的确是值得点赞的尝试。

对话是反思与行动的词
■张文质（教育学者）

我对保罗·弗莱雷充满了敬意。2000
年之后的教育思考几乎就是从《被压迫者
教育学》开始的。与之对话的最直接结果便
是我2004年出版的《教育的十字路口》，甚
至可以说这个命名也来自弗莱雷先生隐秘
的启发，他对我而言就是一个启示者，他的
思想、他的不容置疑、本身又是开放性的句
式，这些吸引力都是不可言喻的。

不过我感兴趣的重点并不单在于弗莱
雷精心构建的阶级分析立场， 我需要的是
一个教育变革的出口， 所谓被压迫者状态
既是身体的、生活的、精神的，更是一种无
所不在的文化。 我首先是从这样的教育场
景和具体的个人身上的教育意识形态与之
相遇的， 由此我不断从他的书中获得无数
的洞见和被召唤感， 我同样意识到必须把
自己身处的世界看作是处于“改造过程中
的现实”，“这始终是一个充满痛苦和希望
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终于可以在
一个接纳我们但让我们感到陌生的社会里

超越客体地位而走向主体地位”，
简言之这就是教育的希望之路。

弗莱雷所倡导的对话理论，
常常会被简化为一种教育技巧。
他说对话是这样的词，它既是反思
也是行动，说出一个真正的词，就意
味着改造世界。 对话必须对客体知识
有持久的好奇心，对话本身不是目的，而是
更好地理解知识客体的手段， 因此对阅读理论性
读物和进行理论性讨论的意愿与开放性同样至关
重要，这些才真正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世界的批判
性认识”，对整个现实有一个全面的理解，这也可
以看作是一种教育干预， 使社会能够因为教育的
努力而朝着和解、公正、人性的方向发展。

今天，沉默文化仍是某种可怕又让人沮丧
的力量，仍有某种势力试图使大多数人变成客
体，教育仍可能成为一种“人的敌人”。阅读、参
与对话的实践，无论是帮助一个文盲获得自我
意识，还是帮助更多的学习者看到自己身上的
权利， 都是最好的变革世界的方式，“自由的
实践” 才能造就自由的人。 有人性地活着，
就是在命名世界， 改变世界。

从课堂出发的教育革命
■闫学 （特级教师）

一本书， 在中国教育界畅销12年，无
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课程建设， 乃至于学校
管理、教师培训，都对千千万万中国教师和
中小学校产生了重要影响， 见证并参与了
中国教育近十年来最深刻的变革。 这本书
便是日本教育家佐藤学先生的《静悄悄的
革命———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变》。

中国这十年的教育变革的确如佐藤学
先生所言，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最真
实、最鲜活的实践层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场
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当然，新的困惑和问题
也在不断产生。 而书中提出的“润泽的教
室”、“超越主体性的神话”以及“交响乐团
式的教学”、构建“学习共同体”，等等，这些
理念深入浅出，如一缕清风拂过，让喧嚣回
归宁静，让假象无处遁形。

比如，我们曾经盲目追求课堂教学中的
“剧场效应”， 希望看到激动人心的“课堂效

果”，感受到缤纷活跃的“课堂气氛”。但在佐藤学
先生所说的“润泽的教室”里，没有小手如林，没有
笑语喧哗，没有兴奋得摩拳擦掌，也没有激动人
心的演说，但每个孩子都沉浸在思考带来的挑战
与快乐中。他们阅读、思考、比较、整理、发表观点，
彼此倾听，学习对话。这样的教学便是“交响乐团
式的教学”，这样的教室便是“润泽的教室”。

这本书正是这样展现了一场从课堂出发
的教育革命，让我们反思、审视自己的课堂，回
到教育的原点。

在课程建设方面，佐藤学先生提出的课程
即是“学习的经验”、“学习的轨迹”、“学习的履
历”之说，可谓道破了课程的实质，也道出了实
践在课程实施中的重要意义。

在学校改革方面， 佐藤学先生提出构建
“学习共同体”， 主张“由对话创造出的学校
文化”， “培育相互学习、 共同成长的关系”，
以应对未来的挑战。 这些理念与作者具体的
实践互为印证， 使这本书有了一定的可操作
性与借鉴意义。

《被压迫者教育学》
[巴西 ]保罗·弗莱雷著
顾建新等译 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

《读懂孩子———心理
学家实用教子宝典》 （3
册） 边玉芳著 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重建教师的精神宇
宙》 李政涛著 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静悄悄的革命———
课堂改变， 学校就会改
变》 [日]佐藤学著 李季
湄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美国学校体制的生
与死： 论考试和择校对
教育的侵蚀》 [美 ]戴
安·拉维奇著 北京大学
出版社

“经典名著大家名
译”系列丛书（第一辑）
商务印书馆

2014年度教师喜爱的100本书

“教育的味道”从何而来
■林茶居（教育出版人）

李政涛兄爱吃辣椒炒鸡
蛋， 这个嗜好缘于他小时候在
语文老师家吃饭的一次经历：那

天， 老师专门做了辣椒炒鸡蛋让
吃腻了自家饭菜的他饱餐一顿。在

老师看着他狼吞虎咽时的温暖、 亲切
的眼神中，他记住了这道菜的味道。

这个细节，后来被他写进文章《教育的味
道》，并投给我主编的《教师月刊》。他经由一
个非常动人又极为平常的生活场景， 嗅到了
“教育的味道”。他说，不是学校才有教育的味
道，“凡是洋溢主动且健康的生长气息的地
方”，都有教育的味道。他的教育之“思”与教
育之“言说”，因为有“童年（生命）经验”的参
与，而涌现出越来越丰富的“诗”的意蕴和力
量，由此变得越来越清晰、透彻、优美。

从自身的生命经验、生命处境出发，正是
李政涛兄在教育思辨上的重要维度。近些年，
他在孜孜不倦于推进新基础教育实验的同
时， 还致力于教师现场学习力和新基本功养

成研究。 他发现， 人很容易被自己的眼界、经
验，被已有的荣誉、资历、地位所捆绑和束缚，
这些东西会变成自设的监狱。所以，他提出了
“教师如何重建精神宇宙”这个命题。他说：“在
所有的精神生活当中，我最为看重的，就是自
我更新、自我再造的勇气和行动。”他的意思很
明确：教师要不断自我“越狱”。

不管是曾经作为中学教师，还是现在作为
大学教师，李政涛兄都不止于“面向他人的教
育”。在他那里，所有与之相遇的人与事，都会变
成“对我的教育”，“或从正面提醒，或从反面警
醒”，他称之为“朝向自我的教育”。 这实际上也
道出了“教育的味道”是如何生生不息的：在“面
向他人的教育”和“朝向自我的教育”的双向转
化中，教师从学生身上看到了教育的“不及物”
之处和各种可能性，适时调整思路、方法，同时
以不断生成的生命经验为新的教育资源，由己
及人，与学生分享自我生长的奥秘与愉悦。

这种转化， 无时不存在于每个教师的人
生， 也无时不存在于这个人世间。 其前提是，
教师的精神宇宙是开放的、 运动的， 处于不
断重建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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