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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有一阵没提洛克了——自

然，我此处的洛克是指那位以教育者
身份出现，并写出 《人类理解论》

《教育漫话》《关于理解的指导》 等著
作的洛克。在校本课程、“翻转课
堂”盛行的时代，教育正在以一种义
无反顾的姿态风驰电掣勇往直前。再
与人说洛克，岂止没有与时俱进，简
直不合时宜。想想也是，即使那册名
闻遐迩又清通好读的 《教育漫话》，
其中“健康教育”“道德教育”“知识
与技能教育”的原则与意见，到现在
也近400年了，怕老早就过时了吧？

真的是这样吗？
来看洛克的一段话：

“近来时常有人对我提及，说不知
道如何教养其子女；大家常常有种感
慨，说年轻人的堕落成为当前普遍抱
怨的话题；因而有人不得不针对该问
题发表一些意见⋯⋯”

看上去，洛克这一个“近来⋯⋯”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现在不也还是这
样，那时的“提及”与“抱怨”放在当下，
也是贴切的。

这段话出自洛克致爱德华·克拉
克先生的信札，正是克拉克对洛克的
请求，请他指导自己教育子女，使得洛
克与他有了数年书信往来，全面交流
自己的教育心得，最终这些获赞无数
的真知灼见，经洛克整理并正式出版，
命名为《教育漫话》。

“漫话”所指，大概就在于自由
表达思考，并不追求某种系统与完
整。洛克也认为，“与其说是拟供公
众阅览的论文，不如说是两位朋友之
间的私人谈话”，但求为克拉克的教
育“尽一点绵薄之力”，可正是这些
思想深刻而又无拘束的私人谈话，谈
出了儿童教育的一般性原则。比如
说，洛克的“漫话”开始于对儿童身
体健康的关注，连“睡眠”与“排
便”都纳入其中，这实在令人倍感

“前瞻”。此外，就“身体”“健康”
这一方面，据某些外国学者所言，是
洛克最为宝贵的遗产之一，直到今
天，西方儿童养育手册仍然为食物和
睡眠的话题所支配。

正因为这样，《教育漫话》 出版
后，超越了他“绅士教育”的主题，
跨越了更多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激起
了当时更多人践行教育追求德行的渴
望，从而“成为欧美乃至世界文化、
教育的瑰宝”，影响极为深远。

很有可能，在教育生态与形态日
益为大数据所改变的今天，再次走近
洛克，重头读一读“漫话”，重温他对教
育的重视与期许，尤其对教育力量的
信念、对父母教育责任的确认等，带人
重新回到教育的起点，回到那些往往
被现代人所忽略的某些基本问题。这
样的意义，始终是无可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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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漫话》中，对我最初的震动

仅仅是他致克拉克信中的一句话，就
让那时为师不久的我深感骇然。十多
年过去了，时至今日我还牢牢记得这

话。当时，我读的版本是傅任敢先生
翻译的，这封信收为“前言”。傅先生
的译文是这样的：

“因为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
更不可轻犯。教育上的错误正和配错
了药一样，第一次弄错了决不能借第
二次第三次去补救，它们的影响是终
身刷洗不掉的。”

如今我手头上的是杨汉麟译本，
这封信作为“附录”收在书中。杨先生
的译文是这样的：

“因为教育上的错误较之别的错
误更不可赦免。教育上的错误正与配
错了药一样，开始搞错了，决不能借助
第二次或第三次去弥补，它们将携带
根深蒂固的污点，通过人生的各个道
口及车站。”

总之，不可轻犯，犯了，则不可赦
免，就是这样。

当时，对这句话之所以有触目惊
心之感，实在是感觉初为人师，很多方
面没什么经验，班级管理也做得吃力，
不犯错怕是不可能。那么这一犯错，
不就天大的罪过？这句话固然有修辞
之寓，到底还是这个理。这之后，还是
一天一天教书，要说错，也不敢说一个
没犯，但在从事教育的初始阶段，洛克
这声当头棒喝，是难得的指路明灯。

2006 年左右，某刊物举行一个关
于“错误”的教育随笔征文，我从教学
日记里索得一则，是在课堂上对学生
批评不当。征文写作中，我对洛克这
句话自然是信手拈来，在文章结尾处
就用上了：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
更不可轻犯⋯⋯

隔了一阵，收到样刊，这篇小小的
随笔登出来了，拿着杂志我就想，肯定
不是我的文章写得怎么样，而是洛克这
句话实在有力量。的确如此，一直到现
在，但凡说到教育或教学里的“错误”，
我总会下意识地想到洛克，想到他毫无
转圜余地的断语。其实，反过来想，错
误的不可洗刷，也是洛克对教育力量的
坚信。教育者如果能够做适宜的教育，
那么，儿童未来携带着“通过人生的各
个道口及车站的”，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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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这样写道：

人心达到种种真理的步骤。最
初感官纳入一些个别的观念，以装
备还是空虚的小室；人心逐渐熟悉
其中某些观念，把它们保存在记忆
中，并给予名称。随后，人心进一
步把那些观念抽象化，逐渐学习运
用概括的名词⋯⋯

这一点对后来的哲学与教育均有
较大影响，18 世纪法国唯物论者和以
后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人类智力平等
和教育万能等思想，就是从洛克的感
觉论中引申出来的。学者一般认为，
在《人类理解论》与《教育漫话》中，洛
克倾向于“实质教育”，认为普通教育
应以获得有价值的知识为主要任务，
而学习知识本身就包含着能力的培
养，能力无须加以特别训练。

在《教育漫话》这册薄薄的书里，
洛克并未尝试去探究“教育是什么”

“教育的目的”之类宏观问题，甚至很
少有理念化的表述。他在书里或说之
前的书信里，明确表达的就是如何进
行“绅士教育”，这是一个大前提，他的
任务就是“要阐明，如何才能培养出符
合时代需要的有理性、有德行、有才干
的绅士或者有开拓精神的事业家”，提
倡较广泛的、切合实用的教学内容与
方法，并在健康、德育和智育方面提出
一系列有价值的建议，即贯穿全书的

“具体意见”。
读《教育漫话》，你会惊讶于洛克

的睿智与审慎。这些“具体意见”，历
经时间洗礼，放在近 400 年后的今天，
三大方面多数条目仍极具教育价值。

洛克在第 108 条、118 条到 122
条，总共 6 处提到“好奇心”，前一条讲

“应小心地加以珍惜”，后面 5 条则专
讲“怎样对待儿童的好奇心”：“儿童的
好奇心是一种追求知识的热望，因此
应加以鼓励”，“无论儿童提出什么问
题，切不可以制止或羞辱，也不可使他
受到讥笑”⋯⋯《教育漫话》出版于
1693 年，洛克写下这些信则在更早，
考虑到这一点，我不能不更多是佩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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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者的说法，“绅士教育”中的

“绅士”指的是“资产阶级化了的新贵
族”。既然如此，为什么面向上流社会

的教育意见，会对多数普通民众产生
了巨大的推动力？我觉得，这正是洛
克真正的睿智所在，也许在他心里，他
自始至终都是为“绅士”而讲。

洛克认为，“绅士”应具备的 4 种
品质为德行、智慧、教养和学问。放在
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因阶层之分，这 4
点也许不能成为所有人的追求，比如，
洛克就说到很多“恶的仆人”，但时代
往前发展，人的教育愈加被提倡，那这
些必然会成为更多人培养的目标。

至于“审慎”，我想，洛克最给读者
留下印象的是他观察的周密与不厌其
烦的分析，儿童的“啼哭”“顽梗”“榜
样”，对于“惩戒”的运用等，洛克对于
什么时候打、谁来打、怎么打，都给出
详细的建议，让人惊叹。

基于他的“绅士教育”，还有一些
审慎的要求，体现了洛克对知识学习
的观念，在他身后发表的《关于理解的
指导》一书中，有了明确阐述：

教育的事务，如我已经注意到的，
并不是使年轻人在任何一门科学上达
到完善的程度，而是开放和安置他们
的心，使他在需要专心于某种科学的
时候，能够很好地学习它⋯⋯我提出
的不是种种知识与知识的宝藏，而是
种种思维与思维的自由，是增进心的
活动与能力而不是扩大心的所有物。

这一点在《教育漫话》中则反映在
“教师应具备的条件及其地位与作用”
一节，他认为“种种学问，都应教会他
一点；但旨在开启一条门径，使他得以
一窥里面的情形，浅尝辄止，并不要他
升堂入室，安营扎寨；如果教师使学生
在那里停留太久，或是钻研太深，反而
会遭到责难”。

洛克强调这一点，就是为了儿童
“所最应该追求的事物就是他在世上
最需用、最常用的事物”，简言之，即

“绅士生活”。对这一点，自然需要辩
证来看，但的确如他所言，在那时“一
般的教师以为自己的最大任务就是将
这种作家的作品去充塞儿童的课业和
头脑”，倘若古罗马大哲塞涅卡看到，
着实“更有理由去说，我们学习不是为
了生活，而是为了学校”。遗憾的是，
就教育与生活的关联而言，不管怎么
说，现如今自己身边的教育，好像仍然
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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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 R.I. 阿龙在其著作《约翰·

洛克》里写道：
“约翰·洛克的著作体现了他那个时

代的精神。在这些著作中，我们看到一
种对于人生不偏不倚的、宽容的态度，那
正是 17 世纪末英国的典型特征。那种
对于冷静的、一丝不苟的思考的热爱，以
及对于极端趋向的小心回避，忠实地反
映在每一页上。”

洛克是“不偏不倚”“宽容”“对于极
端趋向的小心回避”，他以一种温和又坚
定的腔调，提醒着每一位读者，当与他有
同样的审慎与明智。对的，“明智”，阿龙
的另一句，正是如此：

“明智是在洛克著作中随处可见的
一种美德。”

每一页教育“漫话”，反映出的正是
他本人作为一名“绅士”对人生的确认，
德行、智慧、教养、学问。他没有很激烈
的表达，也很少格言警句式的论述，始终
理性并克制。他自己的态度，最终也构
成了他的人生。

谁都明白，《教育漫话》是讲教育儿
童的，但就自我教育而言，不也有着极高
的参考价值？洛克说，教师的重要工作
是在学生身上“培养风度，培养心智；
养成良好的习惯，坚守德行与智慧的原
则；一点一滴地传授关于人类的观念；
使学生喜爱并模仿良好的值得夸奖的行
为”。谁能否认，这些重要工作根本就
是教师对自己最好的自我教育。

只是，对洛克的阅读仅止于以上几
册教育主题突出的书籍。我想，如他本
人所言，我阅读洛克，并不是要在关于
他的学问上达到完善的程度，而是“开放
和安置”自己的心。回头去看，约翰·洛克
这位“受过训练的学者”“专心追求过真
理的人”，确确实实震动过我、教育过
我、鼓舞过我，让我的心得到开放和安
置。所以，我愿意模仿哈珀·李说上一
句，“在这样一个富足的社会里，人们
有手提电脑、手机、iPod、像空房间一
般的心灵”，而我，还愿意和约翰·洛
克一起，在教育的道路上缓缓前行。

大概，这也没什么不可以。
（作者单位：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验

小学）

和洛克一起漫步教育
冷玉斌

人间万事，都有方法论，读书也不
例外。所谓“读书百法”，即就方法之
多而言。但读书百法，因人而异。每一
个人的背景、学问都不一样，方法也不
一样。这个方法对你不成功，对他可能
就会成功。就读书而言，有人读书，只
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
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才罢。其实
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但永远只有一种方
法是不对的。

应该说，每一个成功者都有自己的
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例如，诸葛亮用

“观大略法”从总体上把握书本的精神
实质；苏轼用“抄读法”来加深记忆理
解；陆游用“有的放矢法”将读书与使
用联系起来；朱熹用“循序渐进法”达
到由浅入深的目标；陈善用“出入法”
要求活读书而不能死读书；巴金用“回
忆法”温故而知新，不断地从已读过的
书中吸取精神力量；华罗庚用“厚薄
法”读书由厚读薄，取其精华⋯⋯可
见，读书的方法各有不同，目标也各不
相同，其效果的好坏就在于你会不会
读，有没有适合自己的阅读方法。

鲁迅在《读书杂谈》的演讲中讲了
一个故事：一个老头和一个孩子用驴驮
着货物去卖，卖完回来，孩子骑在驴
上，老头跟着走。路上的人见了，就责
备孩子不懂事，怎么可以让老人步行
呢？于是孩子和老头换了一下，又有人
看见了，说这个老头竟然忍心让小孩子
走路。老头赶忙把小孩抱上来，一起骑
着驴走，看见的人说他们对驴很残酷。
他们只好都下来，走了不久，又有人笑
他们了，说他们很傻，空着现成的驴却
不骑。老头对孩子叹息说，我们只剩下
一个办法了，就是两个人抬着驴走。这
个故事告诉我们，读书要自己思索、自
己做主，千万不要盲从听别人的意见。
否则，结果会是很荒唐、很糟糕的。关
于读书，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也
有明确表示：“一个人可以对别人提出
的唯一指导，就是不必听什么指导，你
只要凭自己的天性、凭自己的头脑得出
自己的结论就可以了。”当然，这不是
反对理论、反对方法。根据我的理解，
她所强调的是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切
身体会，以自己的方法和需要去读书。

对于有些群体，如教师、医生、学
生、公务员等，读书交流也是一个很好
的学习方法。《礼记·学记》里说：“独
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阅读，有
时候需要一种学习研讨的文化氛围，特
别是阅读一些重要而坚深的理论书籍，
通过学习共同体或沙龙等形式进行交流
切磋是十分必要的。同时，通过研讨交
流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参与各种定期或
不定期的读书沙龙活动，这对推动全民
阅读也有很大促进作用。

除了有效的学习方法外，一个人想
要做出一番成绩，还必须具备三个方面
的条件：一是天赋，二是环境，三是个
人的勤奋和努力。有这样一个故事，说
曾国藩小的时候天赋并不高。有一天晚
上，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少年曾国藩
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朗读了好多
遍，还是背不下来。背不下来不能睡
觉，他只好一直朗读此文。这时候，家
里来了一个小偷，潜伏在屋檐下，想等
他入睡之后进去偷东西。可是等啊等，
就是不见曾国藩去睡觉，只听他还是翻
来覆去地读那篇文章。小偷大怒，实在
忍不住了，跳出来大骂道：“这种笨脑
袋，还读什么书！”接着便将此文很流
畅地背诵了一遍，然后轻蔑地看了曾国
藩一眼，扬长而去。这件事对曾国藩触
动很大。这个小偷很聪明，至少其天赋
要比曾国藩高许多，但是他却荒废了天
赋，沦落为“梁上君子”，成了一个贼
人；而曾国藩从此知耻而后勇，刻苦学
习，奋发图强，通过后天的不懈努力，
终于成为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人物之
一。

但话又说回来，个人的努力必须得
法，而不是靠拼体力、延长劳动时间和
增加劳动强度。读书也是一样，书读得
好与坏，跟拼不拼命没有关系。读书学
习除了要有一定的时间外，关键得看谁
的学习效率高，方法得当。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各种各
样的读书人。比如，有的人书读得很
多，但实际效果却不佳；有的人书读得
不怎么样，却书呆子气十足。法国思想
家蒙田说：“初学者的无知是获得知识
以前的无知，而博学者的无知是获得知
识以后的无知。”第一种是不会阅读不
去阅读的无知，第二种是胡乱读了许多
书的无知。毫无疑问，这样的读书人都
是不可取的。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

用适合自己的
方法摆脱无知

潘裕民

对话大师系列⑦

本报讯 （记者 郝文婷） 记者从近
日召开的第 26 届图书交易博览会新闻
发布会暨第一次预备会上了解到，第
26 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将于今年 7
月 28 日至 30 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举办，并在乌海市、乌兰察布市设立两
个分会场，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活动。

本届书博会主题语是：阅草原文化，
品华夏书香。参展内容将重点突出建党
95 周年和长征胜利 80 周年的主题，展

出形式上将以“书”为主线，把传统出版与
数字出版结合起来，把新闻出版与广播影
视及文化创意结合起来。书博会期间，除
了举办精品图书展、“中华印刷之光”展览
等活动，还将开展读者大会、向基层捐赠
图书、十大读书人物评选等。

本届书博会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联合主办，内蒙古自
治区新闻出版广电局、包头市政府、中国出
版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共同承办。

第26届全国书博会将在包头举行

本报讯（记者 梁杰）近日，由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北京市政府共同主
办的“2016 书香中国暨北京阅读季”启
动仪式在“诵读之乡”北京市房山区良乡
体育馆举行。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以“阅读点
亮中国梦”为主题，以纪念建党95周年、
长征胜利80周年为契机，设计了“引导、
推广、体验、示范”等 4 个篇章、19 项重
点活动。在 4 月 23 日“世界读书日”前
后，将举办“全城尚读”阅读马拉松大型
公益活动，全城16区同时推出上百场有

影响力、创新性的高品质阅读推广活动。
同时，启动实施“阅读＋我”行动计划，倡
导个人和社会各类组织从“我”做起，将

“我行动、我阅读、我分享、我推广”的理念
贯穿于阅读活动始终。

今年还将创新推出“阅读与电影”“书
香伴我行”“聚焦阅读”摄影大赛、阅读组
织培育等重点活动，拟在北京地铁4号线
打造书香地铁专列，让民众在出行中分享
阅读等。此外，“北京阅读季”活动将贯穿
全年，每月推出一个阅读主题，以此推进

“全民阅读”活动的持续开展。

2016书香中国暨北京阅读季启动

近日，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
轩获 2016 年国际安徒生奖极大地
振奋了国人。该奖以童话大师安徒
生的名字命名，每两年评选一次，
被誉为“小诺贝尔文学奖”。

恕我孤陋，童话大师安徒生虽
如雷贯耳，但以他名字命名的世界
儿童文学最高奖却是第一次听闻。
然而，这并不妨碍公众为之欢欣鼓
舞，其中固然有朴素的民族情感因
素，但在我看来，曹文轩获奖自有
其重大意义。

余生也早，青少年时期无缘拜
读曹文轩先生的儿童文学作品，脑
海中的儿童文学无非就是小人书、
连环画而已，虽然认为挺有趣，但并
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价值。因此，
很长一段时期里，总觉得儿童文学
就是“儿戏”。然而，随着女儿的降
临，我却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在给女儿读故事时，我吃惊地
发现不少儿童读物存在着严重的粗
俗化倾向。以一本学校推荐的“经

典”儿童文学作品为例。这本名为
《最棒的学生》 的儿童读物，是某
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的代表作系列之
一，号称中国幽默儿童文学经典作
品，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台
湾信谊幼儿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
学奖等。

可是，翻开来刚读了一个《热闹
的外语课》的小故事，竟然就接连读
到了两个“屁”！本来安静听故事的
女儿也莫名地激动起来，一边咯咯
笑着，一边起劲地叫着“屁！屁！
屁！”书中角色的粗鲁固然是跃然纸
上了，可原先从来不会说“屁”的女
儿似乎也对“屁”情有独钟了。

诚如曹文轩先生所言，儿童文
学担负为一个人打精神底子的重
任。然而，现实中却充斥着不少粗
制滥造的儿童文学作品，或者靠单
纯的情节离奇、紧张、刺激吸引读
者，或者热衷于毫无营养的荒唐搞
笑，这种严重缺乏对生命内涵与多
彩世界认识体会的作品，除了带来

一点浅薄的所谓“快乐”，对孩子
的成长能有什么用处呢？如果自小
就习以为常地阅读这样的读物，耳
濡目染之下又将是怎样的情形呢？
真是令人不寒而栗。于是，我蓦然
意识到儿童文学大有可为，可惜囿
于能力水平，只能徒唤奈何。

所幸的是，中国还有曹文轩先
生这样真正用心灵为孩子写书的儿
童文学大师。当看着女儿如痴如醉
地品读着 《草房子》《青铜葵花》
等作品之时，当女儿迫不及待地分
享她的“感悟”之时，作为父亲的
欣慰，实难言表。

我以为，曹文轩获奖，不仅是
对他个人的褒扬，更是对所有用心
为孩子写作的儿童文学作家的肯
定。站在这个层面上讲，其意义甚
至超过了莫言获奖。因为，相对于
有分辨能力的成人而言，孩子这张
白纸如何勾画当然更为至关重要。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
英评论特约评论员）

曹文轩获奖的意义
李勇剑

读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