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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

思想者是怎样“炼”成的
———看黄玉峰的语文课

■潘新和

一位独行侠，在喧嚣、荒芜中，
默默撑起语文界的脊梁。 他是名师
中的名师，他叫黄玉峰。读玉峰先生
的新书《上课的学问》是师魂的熬逼
与荡涤。他的课，是培育“立言者”的
课，是有德行魅力与思想张力的课，
是有言语生命意识与言语信念、信
仰的课。 这样的课，可使学者、教师
得以自我反思与升华。

有境界、有襟怀的课

王国维说：“词以境界为最上。
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自有名句。 ”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 无二人
之胸襟而学其词， 犹东施之效捧心
也。”他说的是词家，教师亦如是。不
读黄玉峰，就不知道什么是有境界、
有襟怀的语文课。

我以为，玉峰先生境界、胸襟之
精神内核，用“尊德行而道问学”以
概之，最为恰当。 只要读了他的书，
与他有所交往，定会感受到他本真、
良善、敦厚之德行，深厚、精微、中庸
之学问。

认识玉峰先生十余载。 十多年
前，玉峰先生以“语文教学‘叛徒’”
的形象， 走进我的视线。 第一次见
他，是在1999年“中语会”天津年
会，我亲睹了“抢话筒”事件。此事颇
为轰动，让我真切感受到他“金刚怒
目”的一面。 是时，语文教育病入膏
肓， 人神共愤， 学界口诛笔伐其弊
害，然而，会上还在歌功颂德、文过
饰非，且容不下不同的声音。在大是
大非面前，为了孩子，为了未来，为
了捍卫话语权，玉峰先生冲上讲台，
率直地表达了自己的见解。 那年他
54岁， 李镇西先生善意地谑称其

“‘五四’青年”，颇得其神韵。
在小事小非上，他则克己谦和、

善解人意。他出版《教学生活得像个
人》时，编辑要删掉观点较尖锐的两
章，他宁可不出版也不愿删改，可是
当教育界前辈吕型伟先生出面关说

后，他妥协了。他说：“九十四岁的老
人与你说这个话， 我要是一定坚持
到外面去出版，老人会心酸的。 ”在
这里我们看到了温厚纯良的他。 是
非分明、刚柔相济的品格，在他身上
表现得十分鲜明。在本书中，我们会
读到许多他对名人、名篇犀利、深刻
的批评， 而他渗溢其中的宽广、仁
爱、体恤之心，也无所不在地温暖、
感动着我们。

他对自身的德行修持令人敬
佩。 声名远播却“无诱于势利”，对

“名利”的自律，几乎到了苛刻的地
步, 心无旁骛地甘做一个纯粹的语
文教师， 这便是一般人达不到的境
界、胸襟。 他不但“教而优不仕”，连
叫他去做课本主编竟也不去。 这绝
对是一件名利双收的事， 以他的学
识与声望， 当之无愧。 他是这么看
的：“教科书主编这个权力是很大
的。要编这个东西，你肯定是要跟别
人走的，如果要坚持自己的东西，肯
定通不过，怎么办，还不如不做。”他
不愿意为了名利丧失道义。

“满堂灌”也精彩

“德行”修炼，须建立在“学问”
基础上，有此二者才担得起教师“教
书育人”之重。作为教师，育人，需要

“尊德行”，“修德”“明理”须“学问”；
教书，“传道、授业、解惑”，更是离不
开“学问”。“德行”与“学问”是教师
的基本素养，上课的底气。

真正的好课， 是从胸中流淌出
来的。他的课看似毫无章法、朴素平
淡，却行云流水、气韵生动。 他的课
是有内在风骨气韵的课。 或逐字串
讲、条分缕析，或浮光掠影、蜻蜓点
水， 或浓墨重彩大写意， 水击三千
里，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无一
定之规，有无法之法。为无为而无不
为，从心所欲不逾矩。

他的课最让人着迷的是兴之所
至、忘乎所以的满堂灌。与今天许多

“高大上” 的观摩课比， 他的课不
“美”，他既不是口若悬河、巧舌如簧

的演说家，也不是风趣幽默、谈笑风生
的表演家， 他只是波澜不惊地娓娓叙
说，说他想说的话，平淡如水而又直击
人心的话。诚如老子所言：“信言不美，
美言不信。 善者不辩，辩者不善。 ”“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满堂灌，不
靠多媒体取胜的课，只要有思想，有见
地，也能博得满堂彩。

玉峰先生的满堂灌最出彩的是
“知人论世”。这似乎是最老套的教法，
今天再无能的语文教师上课也必说作
者生平、时代背景。 与大多照本宣科，
从教参、网络中趸来，现买现卖不同的
是，玉峰先生说的是自己的研究所得，
是自己的发现。听他的课，才知道什么
是真正的“知人论世”，什么是厚积薄
发。

他教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
给学生讲李白其人其事， 是在读了李
白所有的900多首诗之后。 教鲁迅的
《拿来主义》， 背后是对鲁迅几十年的
研究，教其他的课何尝不是如此。他出
版过专著《说李白》《说杜甫》《说苏东
坡》《人是怎么不见的》 ……主编了十

多本的师生文艺读物。 他讲授过二十
多个专题：诗经专题、楚辞专题、唐诗
宋词专题、鲁迅专题、胡适专题等，他
是用德行、学问“知人论世”，用德行
�、学问换取教学的自由与率性。他做
学问不是随便读几本时尚读物， 而是
要做专题、系统、深入的研究：从微观
到宏观，由点到线到面。

以德行、 学问为基础， 他的“知
人论世” 便与众不同， 能激起学生的
求知欲、 思考欲、 言说欲、 表现欲，
激起他们做学问的欲望。 比如， 他教
《边城》 时对学生说： “……你是不
是应该去查一查沈从文那个时代， 沈
从文为什么会割腕自杀， 沈从文怎么
最后醒过来了， 进行凤凰涅槃， 他最
后站起来了， 解放以后不写东西了，
而所有写东西的人， 写出来的东西是
没有用处的东西， 这点大家思考一
下， 为什么。” 他让学生读文， 更读
人； 解读， 更解写； 读有， 更读无。

在“尊德行” “道问学” 上下足
了功夫， 他的课便无须以教学“艺
术” 取胜。 他不屑于照本宣科， 而是
理直气壮、 入木三分地品评、 臧否作
者、 文本。 在课例中， 他几乎对所有
的作者， 都有基于德行�与学问的追
索与探究 ， 他的“知人论世 ” 的

“知” 是真知， “论” 是新论。 由于
他的“知” 与“论” 高于学生的认
知， 使他们能够受益颇多， 因而， 不
论他是满堂灌或满堂问……不论怎么
教，他们都能接受，而且心悦诚服。

培育立言者的课

玉峰先生的课， 是师生间思想的
撞击与对接，是言语生命、精神生命的
承传。是培育未来的“思想者”———“立
言者”的课。

他的课不乏独到的见解， 但表达
自己的见解不是目的， 让学生懂得如
何生产思想，懂得思想者是怎么“炼”
出来的才是他追求的。

他教《蜀道难》，在梳理了他人各
种观点之后， 得出自己的独特结论：

“这是什么，不是蜀道难，是仕途难。我

认为这是他心灵的写照， 虽然不管他
当时自己意识不意识。 他强烈的这种
不如意，始终在这当中。”“这首诗是宣
泄他内心的痛苦， 不过他是一种艺术
地宣泄，极度夸张地宣泄，把自己的痛
苦放大了十倍、百倍、千倍、万倍，然后
通过诗歌把这种痛苦稀释为零， 你看
我们读他的诗感到痛苦吗， 我们只是
感到痛快，没有感到痛苦，其实他内心
是痛苦的，但是他的诗写得痛快淋漓，
明明写的是绝望， 但是写得是那样地
有气势，那样地雄壮。无论是色、形象、
声音、感受都是那么地壮观，所以我说
他是把绝望写成了一首雄壮的交响
曲，把痛苦变成了一种享受，痛得有快
感，就像我们现代人所说的，痛并且快
乐着，这就是李白。 ”这是他独一无二
的新解， 他说：“我这里面没有任何别
人的东西，就是自己的。” 他接着为自
己的新观点摆出一套理由与依据：

“那这首诗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不
是谁说的算， 是我们对他的研究， 对
学术的研究， 李白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们要论文识人， 知人论世， 有比较
才有鉴别。 接下来我们就做这三件事
情来论文识人……” 他不是简单地将
感受或结论告诉学生了事， 而是告诉
他们自己的观点是怎么来的， 认知过
程是怎样的， 凭借的是哪些学术资
源。 这哪里是在上课， 分明是在做学
术讲座， 是手把手教学生求知、 做学
问的方法。

玉峰先生用他的课， 诠释什么是
“尊德行而道问学”，诠释如何培育“立
言者”。 他的课表明：教师深层次的职
业自豪感、幸福感，与德行、学问修炼
的投入量是成正比的。 付出与回报对
等，但收获不在眼前，而是在长远。 韩
愈说：“（气）不可以不养也，行之乎仁
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
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 ”玉峰先生
的课之所以令人叹服，就是因为他“无
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一辈子行走
在“仁义之途”，浸润于“诗、书之源”，
为学生树起“立言者”之风范，为教师
立起师魂、师道之楷模。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读书那些事

带着问题去阅读

■凌宗伟

阅读是件很个人的事。 读什么，读多少，怎么
读，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个人需要，是强求不得的。 只
有当一个人意识到阅读与他的生活和生命状态密
切相关时，他才有兴趣，有毅力去阅读。

阅读的关键是让自己经历实实在在的阅读体
验和思考，在体验和思考中改变我们的教育理念，
进而改善我们的教育生态和教育方式。我的阅读，
总是围绕具体的教育教学问题展开的， 因为我不
仅不是理论研究者， 而且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大
学教育，充其量只是一个教育实践者。作为实践者
阅读的毛病就是泛泛而读， 泛泛而读是读不下去
的，是没有味道的。 要想解决这样的问题，就需要
一个抓手，即围绕具体的教育教学问题来读。

我习惯于批注式阅读———边读边画， 边读边
想，边读边写。 我读过的书，大多写满了我即时的
评注与反思。 我认为批注式阅读的好处在于以读
促思、以思促改、以改促写、边写边读。读的时候如
果没有自己的思考、判断、筛选与问题，就会变成
一块海绵，就只有吸收，管不好还要漏掉。 读了想
了，不付诸行动，最多只可能成为理论的巨人；当
你付诸行动了，理论才可能成为你的认知和经验，
有了自己的经验，记录下来，不仅可以与人分享，
还可以促进自己对问题的再思考、再认识，写的过
程会促使我回过头来再读， 甚至驱使我去读更多
的书籍。

当我有意识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
与那些智慧的言辞联系起来，看起来深奥的经典，
也就不那么深奥了。 慢慢地我们也就有可能变得
智慧起来。如果你用心啃了一本经典，那么有可能
所有的教育经典对你来说已经不是问题了， 因为
教育的元点在那些智慧之人的认识里是相同的，
只不过表述不同而已，或者说是立场不同、角度不
一。一本读透了，其他相关的观点和相左的观点思
考一下，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选择。

我的另一个习惯是，同一时间读好几本书，读
的时候将这些书的相关内容有意无意地串联起来
思考。有句话说“功夫在诗外”，说的是为写诗而写
诗是写不出好诗的；同理，身为教师只读与教育教
学相关的书是远远不够的。“教育即生活”，身为教
师还是应该尽可能多地涉猎一点与教育没有直接
关系的书籍，视野开阔方能应付自如，当然首先是
教育经典，其次是教育哲学经典，再就是文学、社
会学、人类学、哲学和宗教类的书籍。 天下的书很
多，我们不可能，也没有精力把所有的书都读到。
所以我选择读经典。有些书我会反复读，有些书我
只浏览一下就放在那里， 什么时候遇到与之相关
的问题，再找出来比对比对。

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及时与人分享阅读的收
获与乐趣。当我读到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会迫不及
待地告诉我远近的朋友， 同样我也会时不时地向
他们索取他们最近阅读的书目， 我不仅会在我的
博客、个人网站、QQ空间，以及我的手机APP终端
等自媒体平台介绍这些书， 推荐我曾经读过的和
正在阅读的书目， 还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推动
阅读。比如在一些报刊开设读书栏目，利用外出做
讲座的机会推荐书目， 在全区教师培训中向受训
者推介阅读等。

当我阅读了《收获幸福的教育》《学校会伤人》
《教育与效率崇拜》等书籍的时候，我就在我加入
的那些QQ群里吆喝，粘贴我的阅读笔记，没想到
许多朋友在我的“怂恿”下，也买了这些书籍来阅
读，我也常常会收到类似“谢谢您的推荐”的回应，
这些回应往往驱使我读得更多、更广。或许这就是
我阅读的功利。

（作者系中学语文特级教师、入选“2012年度
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上课的学问》 黄玉峰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教师往往以为自己可以把班主任工作安排得井井有
条， 可现实并非如此。 明明开学前早有计划， 但学生报到
时， 仍忙得晕头转向； 一直在观察学生， 可到期末写操行
评语时， 仍无从下笔； 知道课堂上学生不能使用手机， 自
己却不自觉地接听电话……遇到这些问题， 该如何应对
呢？

“做预案” 是一种科学的工作方法， 掌握了这种方法，
就能做到有备无患。 本书针对班主任工作中常见的16个问
题， 从问题缘起、 问题本质、 可能存在的误区着手， 提供
了48种预案。 班主任可以借助这些预案， 从容做好班级管
理工作。

本书是一位基层教研员对初中语文教学的思
考与实践。 作者从自己帮助一线教师备课、 听一
线教师上课中发现的具体问题入手， 聚焦于某一
个教学片段， 指出问题， 分析原因， 并提出合理
建议。

全书分“教学目标与内容的确定” “教学策
略与方法的运用” “课堂教学实录及点评” “初
中语文教学思考” 四辑， 共二十余篇文章、 近百
个课例， 正反对比， 据例评说， 探讨初中语文该
教什么， 语文课又该怎么教。

《给班主任的48个教育预案》
方庆 主编 源创图书 策划
教育科学出版社

《我从课中来
———初中语文教与思》
刘菊春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书里书外

每次出差，我都会暗自感叹：中小

学一线教师中，卧虎藏龙。

最喜欢的出差安排是这样的：与教

育圈的朋友无目的漫谈（时而激动时而

欣喜时而心如止水）———进学校静听、

细看、慎言———参加教师沙龙……回酒

店整理当天的笔记时，往往会发现，一

天的经历真可谓“教育教学思想和实践

的盛宴”。我有个深切的感受———上下

求索的老师们正奔波在探求新知和实践

理想的路上，他们中绝大部分人已是或

正在成为各自领域的首席教师。作为教

师教育的服务者，大夏书系和《教师月

刊》希求能与他们并肩同行在通往首席

的路上。为此，我们放开眼光，伸出触

角，将寻找和策划优秀教育图书的方式

作为我们的行动准则,包含 《教育与脑
神经科学》 《差异化教学》 《课程领导

者与教育技术》 等图书的“ the best
of CORWIN ”丛书由此诞生。

选题背后
犹记几年前赴德参加法兰克福国际

书展，发现有一家名为科文 （COR－
WIN） 的图书出版公司预告的讲座场
场都是我感兴趣的，他们的展台前总是

簇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教师。在他们的

书目中，我看到了许多既新鲜又切近的

教育话题———用新鲜的思路和视角阐释

围绕在我们身边的教育问题。借助搜索

工具，我发现科文出版公司的实力很强

大！它隶属于全球独立出版商塞奇

（SAGE）出版公司，是全美排名前列的
教师用书专业出版商，到目前为止已有

近200种教育图书被引进中国并广泛传
播，广为教师朋友们熟知的赵勇教授

（《就业？创业？———从美国教改的迷失

看世界教育的趋势》作者）、迈克尔·富

兰 （Michael Fullan） （《变革的力

量———透视教育改革》作者）都是他们

的忠实作者。

正在我觊觎他们众多好书的当口，

好消息来了———2012年北京国际图书博
览会 （BIBF） 上，科文公司与我社签
署了全面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大Boss忙
着签约，我们忙着挑选他们的好书。非

常幸运，科文公司经过市场调研和出于

对大夏书系的信任，把他们精选出的8
本教育杰作交给我们来出版。

让灵魂在杰作中冒险
科文交给我们的8本书，在美国被

誉为“ the best of CORWIN”，是
被美国教师广泛认可的教育佳作。有鉴

于新《广告法》，不得不对“the best”
做一解释。首先是市场评估。这些书是

该公司从位居销售排行前列的热点教育

丛书中挑选而成的套书，单品种销量在

十万乃至几十万册不等。其次是作者和

内容评估。从这8本书的书名（《教育与
脑神经科学》 《教育公平》 《课程领导

者与教育技术》 《差异化教学》 《差异

化教学探究：文学、数学和科学》 《教

学与行为干预 （RTI）》 《课堂管理方

法》 《全纳教学实践》） 可以看出，它

们涉及了教师职业生涯可能遭遇的各层

面问题，虽各有侧重，但整体配合之势

非常明显。作者们更是会集了全美教育

行业各细分领域理论和实践的专家。

可以说，这套书是科文的“掐尖”

之作，说它们是杰作、是“ the best”
恰如其分。在大夏出版后，我们将之命

名为“大夏书系·西方教育前沿”丛书。

我们将这些书翻译推出以来，受到

了老师们的广泛关注和喜爱。《教育公

平》 《差异化教学》 《差异化教学探

究：文学、数学和科学》 《课程领导者

与教育技术》 入选 《中国教育报》

“2015年全国教师暑期阅读推荐书目”；
《教育与脑神经科学》荣登《中国教育

报》年度好书之Top10，并被各地教育
部门、读书会、学校广泛共读，读者评

价它“用浅显易懂的语言阐明了如何将

神经系统学研究成果应用于不同的教

学场合，是令人读起来津津有味的荟萃

本。”；《课程领导者与教育技术》更被

誉为“课程参与者的必读书”。

朱光潜有言，在阅读好书时，无

论是考证、批评或者欣赏，都是“灵

魂在杰作中的冒险”，会从美妙的体验

中获得成长。这正是阅读的魅力，杰

作的魅力。

就我有限的理解能力来看，作为出

版者，推出好书给老师们，不应是布道

式的所谓“引领”，而应是双方在平等

关系中就未知而又感兴趣的领域携手冒

险，相互扶持相互推动，在各自领域里

争做首席。

“慢慢走， 欣赏啊！”
截至本文刊出，“the best”这套

书已推出6本， 《课堂管理方法》 《全

纳教学实践》两本将在10月与教师朋友
们见面。

郑杰校长曾说：“绝大多数的知

识都是前人靠冒险，犯了一次又一次

的错误得来的。”好书正是这些冒险

经验的总结，可供读者借鉴。相对

的，这些经验必须经过读者的欣赏、

内化并结合自身经验加以发展，才能

彰显其价值。

记得在《朱光潜谈美》中，有这样

一段话：

阿尔卑斯山谷中有一条大汽车路，
两旁景物极美， 路上插着一个标语牌劝

告游人说： “慢慢走， 欣赏啊！” 许多人
在这车如流水马如龙的世界过活， 恰如
在阿尔卑斯山谷中乘汽车兜风， 匆匆忙
忙地疾驰而过， 无暇回首流连风景， 于
是这丰富华丽的世界便成为了一个了无
生趣的囚牢。

所以，在朝向首席路上前行的教师

朋友们，沿途发现杰作、欣赏好书，

“慢慢走，欣赏啊！”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分社
社长 李永梅）

让灵魂在杰作中冒险
———“大夏书系·西方教育前沿”丛书诞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