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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荐书

好玩的教育什么样
■宫振胜

书分三种，有的鬼话连篇，如果学
生能够说出自己在队伍的前面、后面或
者第几个，在书中会这样写：“学生运用
位置的语言系统地描述了对象或者人
的相对地点”，如果学生可以用剪刀、胶
水、画笔来作手工作业，在书中会这样
写：“学生展示了对艺术工具的合适控
制和运用的理解”。有的废话连篇，说一
些空洞的话表达一些人尽皆知的理，或
在一些无意义的环节上絮絮叨叨；也有
的书精话连篇，精彩、精炼、精神兼备。
凌宗伟老师的新作《好玩的教育———学
校文化五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精话充盈，有精炼的事例、精彩的议
论，也有悲悯、昂扬的精神。

拿到这本书， 笔者首先注意到的
是颜色，有黑、白、红三种。编辑为什么

要大胆地运用粉红色？象征着好玩？象
征着激情？象征着星星之火？从书的内
容看，三种意义皆有。

序言是《我的“理想国”》，宗伟兄
心中有一个教育理想国， 要理解他的
书，以及书之外的言与行，首先需要进
入他的教育理想国：孩子们“可以边优
哉游哉地吃早点， 边满心憧憬新一天
的惊奇、欣喜、思考和收获”，学生“有
一种难以言说的生命感， 并愿意融入
其间”，“每个人都会发自内心地微
笑”。 为了学生诗意地栖居，教育必须
好玩。

教育界不缺理念， 缺的是精细的
实干， 所以好玩的教育首先是从行为
文化开始。

学校的行为参与者主要有校长、
教师、学生、家长，本书为这四位主角
各设一讲。 看到这样的题目安排我心

中一紧，按经验，做过校长的写这些东
西有时是笼统地讲一些大众知晓的道
理，再罗列一些行为规范，没完没了地
“要或应该”、“不要或不应该”。这样的
书，我一般是看一下题目就扔掉的，但
这次是例外，我与宗伟兄从未谋面，但
神交已久，知道他是一个有“货”的人。
看完全书，感觉确实好玩。

宗伟兄属于购书狂、阅读狂、分享
狂， 又长期从事基层教学和教育管理
工作，属于实干家、巧干家、敢干家，还
极善思想。 有了这样的基础，《好玩的
教育》能不好玩？ 有精致的理论，有精
彩的事例，有两者精密的融合，这本书
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校长如何才好玩。 好玩的校长有
眼界、有胸襟、会上课、善引领，在意教
师的幸福愉悦，愿意做教师的吹鼓手，
而不是让教师成为自己的吹鼓手。 宗

伟兄帮教师建立了“百草园”、“三味书
屋”，鼓励教师“逍遥游”和“得意忘
形”，指导教师创立班级博客，与教师
PK上课， 把管理变成了好玩的事情。
作为管理者， 他为教师们抵抗过分细
密的管理，提供了约瑟夫·泰勒的话作
为依据：“一个教师成为能手之后，已
学会了以他自己的方式来巩固其成
果， 校长和督学不该以强制的方式来
提出些琐碎的指示。 ”这不但好玩，也
体现了他的眼界和胸襟。

教师怎样才好玩？有激情，有文化
自觉，善于发现教学中的乐趣，学力深
厚，在意学生的快乐。宗伟兄本身就是
一个好玩的教师， 把自己的教学实践
写下，好玩教师的形象就出现了。课例
《老头子做事总是对的》提供了一个好
玩的教学典范， 上课时他的第一个问
题是：“同学们走进课堂， 看到我这个

小老头有什么感觉？”一句话就表明这堂
课是好玩的。

在教育中，学生如何好玩？家长如何
好玩？书中也都提供了一些鲜活的东西。

实际教育中， 存在大量不好玩的现
象，有的无趣、乏味、刻板、机械、僵化、窒
息，甚至达到骇人的程度。某小学实施无
缝管理： 学生除了早上的大课间出去做
操，其他课间只能呆在教室，甚至不能离
开自己的座位，上厕所时要请假，而且不
能两个同学一块儿上厕所。 某学校在校
园的道路上都划上白线， 学生只要走在
路上，必须紧贴着白线……

我们有义务对抗这些不好玩的行
为，我们要说“不”，我们必须大声疾呼：
教育可以好玩！应该好玩！因为不好玩的
教育只会让孩子厌烦， 不可能培养出杰
出人才。

（作者单位： 青岛大学师范学院）

用心理智慧点燃生命火花
■王文建

教育是一项事业， 事业的意义在
于献身； 教育是一门科学， 科学的意
义在于求真；教育是一种艺术，艺术的
意义在于创新。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
“具有知识的人不一定能胜任教学，这
只是掌握的材料，材料多固然好，但还
要求有极大的技巧来合理利用这些材
料，以便把知识传授给别人。 ”一个合
格的教师，除了必备一定的文化知识，
还必需具备把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的
技巧，这技巧就是心理智慧。静静品咂
刘晓明老师主编的“学思书系·教育心
理系列”《教书育人无难事儿》（东北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笔者陷入了对
“教书育人”的深深思索。

教书， 顾名思义， 就是把书本知
识传授给学生。 要传授知识， 当然得
讲究规律和技巧， 以收获最大的效
果。 于是， 如何打造高效课堂成了众
多“专家” 争相研究的课题， 在这方

面， 古今中外， 可谓仁者见仁， 智者
见智。 刘晓明不扬古， 不抑今， 而是
立足多年的实践， 给出了自己具体明
晰的策略 ： “教什么与怎么教”，
“让‘教’ 建立在‘学’ 的基础上”，
“以学生的‘学’ 带动教师的‘教’”，
“以教师的‘教’引导学生的‘学’”。四
句话并非大而无当，空泛而论，相反，
切入角度小，“地气味”浓，虽短，却简
明扼要地点出了教与学的核心问题，
以及师生应扮演的角色问题。 从教学
目标的落实，到教学过程的实施，娓娓
而叙，如话家常，既有“经典案例”，又
有“案例解析”；既有“教育延伸”，又有
“智慧提升”，实践与理论紧密结合，理
论反过来“烛照”实践，奉献出道道精
美无比的“大餐”。捧读之，理念不禁为
之一变，思路为之一改，真有“脱胎换
骨”的感觉。

塑造人的灵魂是教师特有的天
职， 是为“育人”。 “先生不应该专
教书， 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 学生不

应该专读书， 他的责任是学习做人之
道”， “学习不好是半成品， 品行不
好是次品， 学习好品德不好是危险
品”， 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固然重要，
但学会做人更是重中之重。 对此， 刘
晓明老师有着清醒的认识， 书系四本
书， 本本都能觅到育人的“真经”。

在刘晓明看来， 育人， 第一责任
者是教师。 教师是学生的精神“标
杆”， 言为生范， 行为生楷， 言谈举
止间， 应时时处处注意充盈“正能
量”。 一旦教师拥有勤学不辍， 积极
向上， 温和宽容， 坚忍不拔， 阳光博
爱， 乐观幽默， 公正无私， 耐心细
致， 愈挫愈奋， 赤诚待人等人格魅
力， 势必濡耳染目， 影响到学生的身
心成长。 所谓“亲其师， 信其道”，
讲的大概就是这个道理。 刘老师对教
师人格魅力的作用是如此阐释的：
“教师的道德修养是石， 为孩子敲出
希望之火； 教师的道德修养是火， 为
孩子点燃希望之灯； 教师的道德修养

是灯， 为孩子照亮人生之路。”
其次是家长。 俗话说得好： “父

母， 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对于孩
子的了解， 父母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
比的。 因此， 教育学生， 离开家长，
教师会事倍而功半。一个聪明的教师，
育人过程中，会很重视跟家长的沟通，
以便凝聚“合力”，促成飞跃。跟家长沟
通，学生表现好了，自然一好百好；如
果表现不好， 此时又该如何沟通， 书
中刘老师给出了“经典案例”。

教师跟家长沟通， 目的无非为了
学生能取得成长和进步， 既然这样，
对待那些“问题生”， 不妨转换思路，
戴副“放大镜”， 先报喜后报忧。 众
所周知， 孩子喜欢表扬， 其实， 大人
与孩子一样， 也喜欢表扬。 教师“赏
识沟通”， 很容易引起感情的“谐
振”， 得到家长的“助推力”。 反之，
不但达不到沟通目的， 还会增添不必
要的障碍， 加大转化的难度。

除了教师和家长， 学生还应该学

会“自育”。 这种“自育”， 不是教师撒
手不管， 而是引导学生自我锻炼成长。
让学生学会自主探究、 自主管理， 在自
主探究和管理中， 树立责任与担当、 关
爱与互助、 拼搏与进取等意识。

真正的教育， 应该是充满着生命活
力的人的教育， 是生命与生命的交往与
沟通的过程， 有了学生的“自育”， 教
育才能深刻地实现对生命发展的影响，
“羽化” 出腹有诗书、 肩有责任、 脑有
家国的“脊梁”。

因为职业的需要， 我也曾遍览“教
书育人” 的文献典籍， 遍览之余， 总觉
得大多空洞无物， 飘若天上的流云， 真
正能予自己“点化” 的并不多。 然而拿
到刘晓明老师主编的这套丛书， 眼睛不
觉为之一亮。刘老师没有坐而论道，搭建
空中楼阁，相反，起而行道，从实践中来，
到实践中去， 展示的方法看得见、 摸得
着，总结的理论感得到、 悟得出。

（作者单位： 河南省邓州市花洲实
验高中）

书里书外

从电影中
汲取教育力量

■朱永新

张荣伟教授的新作《电影教你当老
师———60部中外电影的教育意蕴》最近由福
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荣伟是我的学生，在苏
州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他就非常勤奋，
撰写过多篇有关基础教育改革的论文，担任
了新教育研究中心的第一任主任。 那时，他
就对影视作品在教育中的特殊作用有独到
见解，也希望研发新教育的电影课程。 他告
诉我说， 他一直注重影视资源的开发与利
用，早在中学工作时，无论是担任班主任还
是课堂教学，都会有计划地组织学生们一起
观赏一些具有教育意义的电影。

博士毕业后，荣伟回到大学工作，电影
又成了他承担的本科生、 研究生课程必不
可少的教学辅助。 不仅如此，他还专门开设
了一门“中外教育电影赏析”公选课。 这门
课程围绕“教育理想”“教育激情”“教育智
慧”和“教育良知”四大主题，精选了60部中
外电影为教学资源， 旨在帮助学生深入理
解教育的基本问题， 全面认识教师职业的
主要特点， 全面提升教育理解力和教师职
业素养。 据说这门选修课非常受学生欢迎。

《电影教你当老师———60部中外电影
的教育意蕴》 这本书就是荣伟以这门课程
的教学大纲为基础编写的。 全书精心选择
了60部中外教育电影，分为四大主题、各15
部。 以“教育理想”为主题的电影有《孔子》
《自由作家》《中国合伙人》《凤凰琴》《蒙娜
丽莎的微笑》等。 以“教育激情”为主题的电
影有《弦动我心》《麻辣教师》《地球上的星
星》《伟大辩手》《浪潮》等。 以“教育智慧”为
主题的电影有《音乐之声》《心灵捕手》《国
王的演讲》《相约星期二》《三傻大闹宝莱
坞》《放牛班的春天》等。 以“教育良知”为主
题的电影有《高考1977》《入殓师》《一个都
不能少》《烛光里的微笑》《看上去很美》等。

荣伟告诉我， 他选择的这些电影是有
其内在逻辑的： 教育理想是教师职业的内
在动力，教育激情是教师职业的精神风貌，
教育智慧是教师职业的创新之本， 教育良
知是教师职业的道德底线。 这四者是教师
美好心灵的标志， 也是其专业精神的四大
支柱，更是成为一名好教师的重要前提。事
实上，这60部电影本身就非常生动地演绎
了一个好教师的方方面面。

新教育非常重视电影在教育中的作
用。 许多新教育教师研发了适合不同教师
与学生的“新教育电影课”，我们的新教育
网络师范学院也曾经开办过“网师电影
院”。 现在，荣伟已经担纲起新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和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副院长的重
任，并在网师开设了“中外教育电影赏析”
这门课程， 本书也将成为该课程的主要教
材。不难发现，这本书对中外电影中所塑造
的教师形象特别关注，所凸显的是“电影教
你当老师”的教师教育意义，那些虽然没有
直接触及教育基本问题， 但具有比较广泛
的人文教育意义的好电影， 并没有被选进
来， 如《肖申克的救赎》《阿甘正传》《甘地
传》等等。希望荣伟通过网师课程继续完善
丰富书稿内容， 争取收录100部优秀中外
教育电影。

电影课是新教育的重要课程门类，是
综合课程。我一直说，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
就是他的阅读史。阅读的形式，会随着时代
的发展不断调整改变， 从当初的竹简到后
来的纸张， 如今的观赏影像从其本质来说
也是一种阅读。 电影以其独特的视觉魅力
给人以直观、感性的力量，与经典著作相辅
相成，更加完整地塑造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由电影走向书本，本身也是培养阅读兴趣，
加深对于经典作品理解的重要途径。 让教
师从电影中汲取教育的力量， 是一种潜移
默化、润物无声的教育办法，值得我们更多
地尝试与推广。

（作者系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教育学
会副会长）

灯下漫笔

教科书的力量
■田慧生

欣闻老朋友石鸥教授主编的《新
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 丛书由广
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由衷钦佩他在教
科书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著成就。 这套
丛书对中国基础教育教科书60多年的
发展脉络进行了较完整的梳理， 丛书
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教科书研究又上了
新的台阶， 也标志着我国课程教学论
的探索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平台上。

《新中国中小学教科书图文史》
丛书由语文、 数学、 外语、 文科综
合、 理科综合、 音、 体、 美组成， 丛
书作者基于历史经验、 现实观照与未
来憧憬的学术建构， 从不同角度、 不
同层次梳理了中小学主要学科教科书
60余年来的发展演变过程， 透过不
同教科书知识的选择、 话语的表达、
插图的构成等， 让我们感受到新中国
不同时期基础教育发展、 改革与实验
的诉求和启蒙力量。 这套丛书体系完
整、 结构严谨、 资料详实， 基于实物
的大量的教科书图片， 既记录着新中
国教科书直接的、 鲜活的、 详细的发

展历程， 也展现了丛书作者严谨的学
术态度： 研究教科书一定要基于教科
书实物， 一定要见教科书。 特别难能
可贵的是， 丛书关注到少数民族教科
书的发展， 关注到不同版本甚至许多
地方教科书， 关注到大量实验教科
书。 为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了解新中
国教科书奠定了重要的文献基础。

众所周知， 教科书是重要的启蒙
文本。教科书作为教学内容的重要组成
部分、课程实施的最主要载体，在学生
个体成长中扮演了主导启蒙的角色。很
多人的回忆中，都明确提及教科书的影
响。如钱学森回忆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读书时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
的六年……教几何的傅仲荪老师，自己
编几何讲义。 ”莫言也曾指出：“我幼时
失学在家，反复阅读家兄用过的《文学》
课本，感到受益很大。 我最初的文学兴
趣和文学素养，就是那几本《文学》课本
培养起来的。”可见，从青少年的成长来
看，教科书是他们获取知识、增长智慧
的重要来源，影响其人生观和世界观的
形成及创新能力的发展。

60多年， 在中华民族文明的历

史长河中， 只是短暂一
瞬。 但这60多年中小学
教科书对于新中国的基础
教育发展来说， 又显得非
同寻常。 在新中国基础教
育发展史上， 教科书是一
个不容回避的巨大存在，
它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直
接的手段， 在基础教育教
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 新中国教科书作为国
家主流价值体系、 民族文化、 社会进
步和科学发展的集中反映， 其质量的
好坏影响到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提
高。 教科书的发展与改革是一个历史
的过程， 不同时期的教科书承载着不
同的启蒙使命， 呈现出极为复杂变化
的发展态势， 但始终具有一种内在的
逻辑联系。 如果割断这种历史的联系
去孤立地看待和评价某一阶段的教科
书改革， 必然会使我们的结论失之公
允。基于这一认识，对新中国不同学科
教科书的发展与改革的过程进行系统
回顾， 阐明其“在历史之中” 发挥的
作用， 意义和价值都十分重大。

石鸥教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
搜集散落在民间的一本本教科书， 并
逐步聚集起一批热心者， 组建了教科
书研究团队， 开始了系统性、 专业化
的研究。 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队
最早以教育部湖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
课程研究中心为平台， 从知识社会学
等角度对教科书的意识形态、 知识准
入、 控制与教化等理论问题进行了颇
有成效的探索。 2005年之后全面展
开了百年中国教科书的整体梳理与研
究。 2010年后， 石鸥教授的教科书
研究团队移师首都师范大学， 目前已
有基本研究人员数十名， 学术背景涉

及教育各领域， 成员分别来自北京、 香
港、 湖南、 浙江等地。

近十年来石鸥教授的教科书研究团
队成果丰硕， 已经出版学术专著及教科
书研究丛书 《百年中国教科书图说》
《中国近现代教科书史》 等20多本， 在
《教育研究》 等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0多篇。 从2013年开始， 石鸥教授每
年在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两岸四地“教科
书研究” 论坛、 出版 《教科书评论》
等， 在海内外引起了较好的反响。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
长、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
心主任）

为什么要进行跳绳比赛
———幼儿的自我突破和家庭依附

《不要和青蛙跳绳》是彭懿和九儿合

作的第二本幼儿幻想绘本，它讲述的是

一对母子冲突后充满幻想的故事。

给孩子们读这个故事。孩子们都

沉浸在“妈妈所有权神圣不可侵犯”

以及“妈妈归属问题”的紧张感中。

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个直面亲子矛盾

的故事，以延展性幻想的方式，引导

孩子想象“情绪化的话语 （诅咒） 成

真”的后果。

作为原创绘本， 《不要和青蛙跳

绳》出版三个月以来，获得广泛关注与

好评，但孩子壳壳为了拦住抢夺妈妈的

动物们，为什么要发起“跳绳比赛”？

“跳绳”是一个非常巧妙的意象。

孩子们必须在平衡感、跳跃感和掌控感

中协调统一。这个游戏非常普遍，孩子

们都能接受与理解“跳绳”这一意象

的特殊含义。

正在成长中的五六岁幼儿，开始

体会到独立个体与家庭依恋关系之间

的矛盾。在前一刹那，他们陷于自己

的自主意识之中，急于跳脱出父母束

缚。“我最讨厌妈妈”和“我要离开

妈妈”是他们某些时候的口头禅。要

知道，独立是需要靠突破来完成的。

而中国式亲子关系的突破，经常是以

“口头伤害和行为上的远遁”的方式

交织进行。

然而，五六岁的孩子毕竟还太

小，他们没有心力完成真正意义上的

独立，同时还保有对父母足够完整的

依恋与爱不愿独立。

因此，彭懿用“跳绳”这一幼儿

普遍通过感受得以深刻理解的运动来

完成亲子关系中极其卓越的譬喻。在

故事里，孩子不断和各种想象中的动

物进行跳绳比赛，象征他们想脱离妨

碍着他们充分呈现个体意志的父母，

而对父母的爱与无法摆脱的依赖感，

却像羁绊的绳子那样，一直掌握在他

们手里。孩子对动物说，“只要跳得

过我，就把妈妈送给你”———这样的

战书，实际上暗喻着孩子对成长中的自

己所发出的挑战———

我能更好地平衡自我独立和家庭依

附之间关系吗？我能在一次又一次的

“腾跃（摆脱束缚的自我突破） 与回归

（符合规则的家庭依附）”中依旧获得身

心和谐吗？

五六岁的孩子进入他们幼年的叛逆

期。这个时候的他们，开始模模糊糊意

识到自我与家庭关系是否处理得宜，将

危及自己与父母未来关系。危及“保有

或失去挚爱的家人”。这样的隐忧随着

孩子每一次情绪震荡、每一次家庭纠

葛，深深笼罩在他们心田。在他们对

父母突如其来的、带着撕裂式愤怒的

情绪中，这样恐惧的隐忧如诅咒一般

徘徊不去。

在与父母的短暂冲突中，很少有人

去正视乃至去安抚幼儿这一层次的忧虑

与孤独。在中国式旧有家庭关系中，幼

儿往往只能看到两条出路，一是完全放

弃自我意志，成为“忍辱负重”的孝子

贤孙；二是尖锐地反叛与远遁，通过意

念中的“弑父母”或“剔骨还肉”来完

成自我的成长。

《不要和青蛙跳绳》 却温柔地给

出第三条路。鼓励孩子在冲突体验中

一次一次练习，在“自我与回归”中

找到一条并行不悖的路。这条路不仅

保有爱、保有和谐的亲子关系，也保

有自己。

在这个故事的末了，主人公壳壳跳

绳比赛输给了青蛙。这暗喻着孩子正视

了自己暂时无法很好地处理家庭关系的

当下，接纳了自己的情绪与挫败感。然

而，在更深层次上，孩子从自己出发，

完成了对自己的疗愈。最后一页，青蛙

又来找孩子比赛“溜溜球”，说明了家

庭和自我的“平衡游戏”还需要玩下

去，家庭还会有冲突，但自我成长、自

我训练的路却没有休止。

（粲 然）
彭懿 著 九儿 绘
接力出版社

图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小学教科书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