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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阅读和写作，我结识了一
批喜欢读书的朋友，也经常获赠他
们的最新作品，潘裕民所著的 《读
书是最美好的事》（安徽文艺出版
社，以下简称 《读书》） 就是其中
之一。读书，是一个常说常新的话
题，也是当下很值得忧虑的话题。
大家都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但能够
静下心来品味书香的人并不是很
多。潘裕民老师以这样的书名写这
样一部作品，提醒大家关注阅读，
用心读书，不能不说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情。

读书能改变人的气质
今天为什么特别强调要读书，

我想有几个方面的理由：
一是求知的需要。每个人都有

很强烈的求知欲，遇到一件新奇的
事情、听到一则报道、看到一条新
闻⋯⋯总有想进一步一探究竟的意
愿，而实现这种心愿的最佳途径，
就是读书。读书是一种间接经验的
学习，可以让自己用很小的成本来
洞悉一件事情的本源，不仅获得知
识上的丰富，也在心灵上得到满
足。从 《读书》 中不难看出，潘裕
民老师在唐诗宋词等方面花了很大
的功夫去研究，其中最为重要的动
力就是自己的求知欲望，而实现的
路径就是读书。

二是互动的需要。人在这个世
界上生存，有三个最为原始的志趣，
分别是维生、互动和创造。维持生
命传宗接代是所有动物的原始本
能，而不断地创造新的事物、新的文
化、新的规则，则是人所特有的本
领。人在维生、创造的过程中，一直
不断地在和世界、和他人进行着对
话和交流，通过这样的互动、信息的
交换，来理解别人的想法，找到自己
在世界之中的位置。

与谁互动？自然是那些有一定
专长的大家和名家了。我们都知
道，萝卜烩萝卜，烩来烩去还是萝
卜，要想让自己有所提升和进步，一
定要和古往今来的大家、名家多交
流、多沟通，而实现这种互动最为重
要的途径就是读书。一个人想要做
的事情很多，但人生苦短，不可能样
样事情都能亲身去实践，通过读书、
通过与专家的对话和交流，来获取人
生的智慧和生活的经验，就是一个非

常重要的途径。以色列这个国家人口
不多，但在最近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获
得诺贝尔奖的数目在全球遥遥领先，一
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国民从小
所养成的良好读书习惯。他们一年人
均 60 多本的阅读量，是我们的 8 倍之
多。经由读书这一途径所推动的互动
和交流，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视野，给
他们夯实了登高望远的基石。

三是丰富内在精神世界的需要。
人的精神世界是否丰盈，与是否有良
好的读书习惯，是否坚持阅读有很大
的关系。如果多让孩子读几本书，世
界上就可能会少一批监狱，这样的话
语有很多教育名家都阐述过。潘老师
说：“读书是人类特有的精神生活，
也是人类传承文明的主要方式。”进
一步强调了读书与人的生活、与文明
传承的意义和价值。张大千曾说过：

“作画如欲脱俗气、洗浮气、除匠
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读书，第三
是有选择、有系统地读书。”可见，
读书可以改变人的精神气质。

读书要善于选择
虽然现在传统出版业面临着很大

的挑战，但书籍出版的速度还是非常
快的。我国每年所出版的新书，要让
一个人用一辈子的时间来阅读，也是
读不完的。书籍浩瀚无垠与人的精力
有限两者之间的矛盾，要求我们必须
要学会选择。

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书来阅读呢？
这还真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明白，
就像在黑板上讲得再天花乱坠也不能
让你一下水就会游泳一样，要学会游
泳就一定要在水中尝试，要学会选择
书籍，先要喜欢上阅读，让自己坚持
读起来。读上一段时间之后，慢慢地
就会体悟出相关出版社和一些作者的
品位，拿起一本书只需要几分钟的时
间，就能判断出这本书的价值，明确
是否有必要阅读了。因此，潘老师在

《读书》 中指出，读书要善于选择。
阅读经典，是每一个有阅读习惯

的人的不二选择。周国平说：“读书要
读大师或经典之作，之所以读经典，是
因为经得起时间的洗礼，留下的都是
精华。”潘裕民老师在《读书》中，对中
国传统文化方面的经典进行了较为细
致的梳理，从《诗经》到秦汉文学、从唐
诗到宋词、从《窦娥冤》到《红楼梦》、从
屈原到苏轼，洋洋洒洒半部书的篇幅，

让我这个理科生对传统文化有了更多
的了解。

当然，经典绝不仅仅只有这些，就
文艺方面来说，还有一大批国外的文
学名著和名家，从《荷马史诗》到莎士
比亚的戏剧，从柏拉图到蒙田、伏尔
泰；从科学方面来说就更多了，从欧几
里得的《几何学》到牛顿的经典力学，
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到霍金的黑洞理
论；从教育学方面看，传统教育的代表
人物赫尔巴特，现代教育的旗帜杜威，
以及文化教育理论的奠基人布鲁纳以
及他们的著作，都是教育理论方面的
经典之作，除了他们之外还可以列举
出很多，如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苏
霍姆林斯基的系列著作，以及今天日
本教育家佐藤学的系列著作等等。另
外在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不同的领
域，都有代表这一领域发展水平和阶
段特征的经典著作，值得我们花些时
间去学习和阅读。

经典阅读，需要平衡专注和面广
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
业，都有自己喜爱的阅读领域，完全应
该在这个领域做深度的研究，研读与
该领域相关的经典作品，读出自己的
思考和观点。但同时，也应不断拓展
阅读的领域，多涉及其他领域的经典
作品，厚实自己的精神底色。经典阅
读，还需要协调有为与无为之间的关
系。要有意识地督促自己阅读经典作
品，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同时又不能
太过功利，要善于在无为的心境下展

开阅读，让阅读本身变得更有趣味。

注重采集和加工
出于不同目的去读书，其方法和

路径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你想就某一主题做一些研

究，那就应该选择一组相关联的书
籍，就你关心的问题展开深入仔细的
阅读。我自己有时就做这种方式的阅
读，每一个专题选择 5 本左右的书，
然后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集中阅
读。因为主题突出，不同的作者从不
同的角度来阐述相关的问题，能引发
自己很多的思考，能调动自己很多的
前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就
对这一问题有了新的思考和想法。

如果你想对某一位名家的某一代
表性观点做研究，那就应该选择他最
具特色的一本书作为研究对象，用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读。潘老师在

《读书》 中介绍了日本哲学家柳田谦
一郎，他为了研读康德的 《纯粹理性
批判》，花了整整一年时间。他的夫
人为了庆贺他终于读明白这本书，还
专门为他举办了一次家宴。我不知道
他具体阅读的细节，但我曾经做过类
似的事情，以某一本书作为主要研读
的目标，在研读的过程中，涉及到与
之相关的问题，就找其他书籍和杂志
上的文章来寻求实证性的资料。看上
去是在读一本书，其实所牵涉的相关
书籍和文章还是非常丰富的。

一般来讲，坚持读是比较容易做

到的，坚持写相对困难。但“写”有着
更为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可以通过

“写”，检查自己对所阅读的书籍的理
解情况；另一方面，“写”本身就是一种
思维的训练，你只有自己想明白了，才
能让文字在你的笔端或者在键盘的敲
击下汩汩流淌；还有，“写”是在搭建一
个平台，一个与作者互动交流的平台，
一个与更多的读者互动交流的平台。
要写出一篇被更多的人所认可的文
章，除了自身的专业功底外，还需要换
位思考，需要树立读者意识。这也是
个人素养提升的重要渠道。

在我看来，潘裕民老师是一个善
于阅读的人，也是一个写作的能手。
毫无疑问，由一名教师转变为一个卓
有成就的作家和文艺评论家，需要长
时间的阅读和写作的积累。在不长的
时间里，潘老师接连出版了几本著
作，这本身就体现了“读”和“写”
之间相辅相成的内生关系。

英国大学问家培根有个形象的比
喻，说我们读书做学问不要像蚂蚁那
样只顾整天忙忙碌碌地储存，而不去
做加工的功夫，也不要像蜘蛛那样整
天只顾吐丝，而不注意汲取营养，而
应该像蜜蜂那样既注重采集原料，同
时也对原料进行加工、制作，从而创
造出一种新的产品。潘老师在 《读
书》 中用这段话很好地回答了怎样读
书这个问题。

（作者系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
长、特级教师）

生活因读写而美好
——读潘裕民《读书是最美好的事》

常生龙

书里书外

“序”对于书犹如“画龙点睛”，具有传神功
效；“跋”（或“后序”“后记”）则可反映成书之心
迹故事。书无序或无跋当然还是书，但如有序
和有跋，即可使书增添生命的气息。

我一直认为，一本书的“序”应该是该著作
主题领域中德高望重的“大家”才能够撰写的专
业论述，包括评价和推介方面的意见。所以，书
成之后，最好能请与本书主题相关领域中的“领
军人物”评鉴作序，这对作者和读者都有一定的
指导性。当然，“领军人物”往往很忙，让他们为
书作序不可能都会成为现实。如此，也可以让
熟悉作者和作品的同行朋友来作序，专业性也
能得到相应体现。

书之序也可由作者自己写，即“自序”，这往往
因为作者本身是一位“大家”。一般情况下，“自
序”是说明写（编）书立说的意图价值、主要内容、
全书重点及特点、读者对象、编写过程及情况、编
排及体例、适用范围、对读者阅读建议等；再版书
则还需说明修订情况。但我以为这些内容最好还
是作为书的“跋”即“后记”。如果要置于“序”的位
置，则可能称之谓“前言”“导言”更妥些。

如果要对如何写序做一些归纳，按本人的
认识，大体可有三种类型：

其一是“解释性”或“归纳性”序。我的中学
时代有位语文老师要我们夯实语言的基础，建
议常阅读《古文观止》，还借了一本老版的《古文
观止》给我们。我们首先一起研读这版《古文观
止》的一篇“序”，开宗明义的几句是：“古无所谓
文也，更无所谓古文也。古文者，古人著作之文
章也。观止云者，无以复加之名词也⋯⋯”。这
样的序言内容，至今让我记忆深刻，难以忘却，
真有让读者对书名“古文观止”内涵有豁然开朗
的感觉。后来我自己买或去书店看到的《古文
观止》几个版本，都没有见着有这样内容的序
言。因为读到了这样的序，使我对“古文”和“文
言文”之间的区别有了本质性的认识。吕型伟
前辈为拙作《有效教研——基础教育教研工作
导论》所写的序，则对上海乃至全国的中小学教
研事业与发展作了简要梳理，对几个阶段的经
验作了一定归纳，这也可算作是这一类的序言。

其二是“论述性”序。以我的看书习惯，常会
先看目录、序和跋等看似外围的内容，而这些内
容往往会影响对书本身的兴趣。上世纪 90 年
代，我淘得一本书，其序言让我几度翻阅。这本
书就是黄世中先生的《古代诗人情感心态研究》，
这是一本属于“文集”性质的书，里面收集了自中
唐到民国一千多年间“情感诗人”及其一些名作
的研究论文，包括白居易、元稹、李商隐、韩偓、唐
琬（陆游表妹）、王次回、纳兰性德、僧贯休、龚自
珍。据黄世中自己表述：探寻这些诗人一己之恋
情及其情感心态，探索他们恋情失落、失意的过
程以及社会原因，是其受乃父影响后几十年的坚
持。而为该书作序的是陈祖美先生。陈先生写
的这篇序有长长的十二页、九千多字，文中同样
涉及了对李煜、李商隐、李清照等研究的内容，还
对书中所论及的诗人和作品有所研究，观点鲜
明、材料颇丰，所以本身也是一篇有质量的学术
论文。据序中介绍，陈祖美写这篇序前，与作者
黄世中从未谋面，而能为之作序，缘于多年的文
字与学术之交。可见，书的序言也可以是一种学
术的交流，一些观点上的讨论。

其三是“若即若离”式的“代序”。这一类序
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一种情况是因为对该著作
所反映的领域已经有许多论述成果，就选择自
己成熟的研究文章代之为“序”。这种“代序”其
实是有专业质量的保障，对著作本身的学术价
值会有“锦上添花”的功效。另一种情况可能是
时间因素，因出版的时限，只能以现成的文章稍
作改动，虽然也代以为序，但还算是内行的作
为。还有一种情况是圈外（行外）人受邀，不好
推脱，又怕显露专业上“隔行如隔山”的短板，就
将与该著作内容或领域相近的其他文章或研究
成果以“代序”供出，其实对读者也可能具有一
定的参考性。十年前，华东师大的赵中建老师
送了一本译作《学程设计——教师课程开发指
南》让我学习，那本书属于《当代教育理论译丛》
中的一册。这套丛书的总序，是由华东师大终
身教授、现代课程论的著名学者钟启泉先生写
的。钟教授的序是一篇题为“作别‘罐装’，走近
真实”的短论文，讨论教育译作如何结合时代和
国情的问题，并特别注明是“代总序”，这显然是
属于上述第一种情况的“代序”。

至于书之“跋”，一般都具有写实和故事性
的特点。“跋”多数是作者或主编自己写，当然也
有他人写。现在出版的书中，“跋”这个概念用
得少了，一般都称之谓“后记”。“跋”的写法，按
我所见似有三个视角：一曰“释术”，一曰

“说事”，一曰“抒情”。
笔者曾在 《初中学校教育评估指标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一书完成后，对提出这些
指标作了说明，力图体现六个特点：即关注初
中阶段学校的整体特性，强调评估指标设计的
法理依据等。这可谓是“释术”之“跋”。

拙作 《转型的地理课堂——基于资源的学
与教》 的后记，以一句“这是一本被鼓励的

‘无心插柳’写就的书”做开场白，具体讲述
了书的框架如何在茶室中聊出来，章节内容如
何慢慢写出来，稿子最终如何定下来等真实的

“故事”，这无疑是属于“说事”之“跋”。
我有一位画界挚友舒伯展，曾师从张大壮，

浸润青绿山水，后专事大写意，随意生发，笔酣
墨畅，清逸简练，神品迭出。但本人却少时大病
致残辍学，在逆境中他奋发作为，逐渐创立了自
己的独特画风。而在年近花甲专业发展将达高
峰时，又遭遇中风，半身瘫痪。但他稍愈又重新
拿起笔，继续丹青妙笔的生涯，自称“不倒翁”。
在出版的画册后记里，他所抒发的尽是真情实
感，读之令人唏嘘。此乃“抒情”之“跋”也。

（作者单位：上海市教委教研室）

书之序与书之跋
赵才欣

作为教育理论工作者，每次到
学校我们总会听到一线教师这样的
反馈：“我们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就是缺乏像你们这样的教育学者给
我们提供理论指导，帮助我们提升
理论高度⋯⋯”乍一听，这是对教
育理论工作者的尊重，相信这也是
一线教师的肺腑之言。可仔细再
想，却是莫大的悲哀，教育理论和
实践本应相互作用、相互滋养。没
有理论的实践是漫无目的的实践，
而没有实践的理论也是空洞无生命
力的理论。这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因
为一线教师的理论学习不够，作为
教育理论工作者，我们应当反问自
己，一线教师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
育学？收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
出版的 《打开教育之门——顾明远
教育观启示录》（以下简称 《启示
录》），翻开书卷，突然对困惑自
己多年的这一问题略有所感。

一线教师需要的教育学首先是有
立场的教育学。所谓的有立场，就是
指我们的教育理论必须价值取向鲜
明，问题态度明确。《启示录》 中，
顾明远先生的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引起
广大校长和教师的共鸣，就是因为它
们凸显着鲜明的现代价值取向和儿童
立场。顾先生说：“师生关系是一股
巨大的教育力量，要建什么样的师生
关系呢？过去讲民主平等的师生关
系。我认为还不够，应该建立一个民
主、平等、和谐的伙伴关系。”而民
主、平等、和谐的现代师生关系恰恰
是孕育一个真正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
关键。《启示录》 还多次引用了顾先
生的学生观，要“理解学生、相信学
生、尊重学生”，“不要把学生分为三
六九等”，这也是基于现代价值取向
儿童立场的鲜明表现。正是因为顾先
生的教育思想有这样鲜明的现代价值
取向和坚定的儿童立场，才为一线敢

于改革、敢于创新的教师吃了一颗
“定心丸”。

一线教师需要的教育学是有学理
的教育学。所谓的有学理，就是一套
有逻辑结构和事实支撑的概念体系。

《启示录》 收入了顾先生关于学校文
化、课程建设、课堂教学、学生学
习、教师专业发展和信息技术等教育
核心领域的主要观点，以及广大一线
校长教师对这些观点的体会和实践经
验。不难发现，顾先生在不同领域中
的观点相互呼应，自成体系，有理有
据。如顾先生在谈到“学校文化”建
设时，强调“学校文化是学校的灵
魂”，鼓励学校结合本校的历史文化
和实际情况，办出自己的特色；在谈
到“教师专业发展”时也强调，“教
师是学校的灵魂，他们塑造这学校的
精神风貌、文化氛围，即一所学校的
校风。”诸如这样关于教师、学生、
课程、教学和管理的一整套有内在逻

辑的概念体系，以及每个概念体系背
后丰富的案例或事实支撑，构成了一
线教师喜爱的教育学。

一线教师需要的是通俗易懂的教
育学。学理的基本单位是概念，而概
念的表达方式可以是经院式的，也可
以源自一线。《启示录》中顾明远先生
的教育思想之所以能引起一线广大校
长教师的共鸣，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顾先生用校长和教师最为熟悉的话语
体系，甚至是网络流行语，来解释并
解决了教育世界中的现象和问题。如
面对教育实践中学生主体缺位的现
象，顾先生就利用网络流行语，提出

“被教育”的概念，同时提出“要将
学习的选择权还给学生”。再如，面
对教育复杂的社会生态环境，顾先生
又提出了“教育污染”的概念，并指
出“如果我们不及时治理教育污染，
未来我们的民族将付出比治理环境污
染更高的代价。”这样的例子，在顾

先生的教育思想中比比皆是。正如先
生自己所言，教育分为“浅入浅出”

“浅入深出”“深入深出”和“深入浅
出”四个境界，一线教师需要的就是

“深入浅出”的教育学。
一线教师需要的教育学是短小精

悍的教育学。现在是一个资源无比丰
富且阅读习惯发生巨大改变的时代，
阅读速度的短、频、快，阅读方式的
可视化，都在影响着一线教师的阅读
选择。一线教师在繁忙的 8 小时工作
之余，一定会选择让自己舒适的阅读
习惯来滋养自己的教育生活。顾先生
的教育思想往往就是这样短小精悍，
如 最 新 发 表 的 《“ 水 仙 花 ” 教 育
学》，全文不过八百余字，以自己的
故事开头，言语不多，却形象生动，
其中的道理深入透彻，让读者阅后有
顿悟的共鸣感。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一线教师需要有立场的教育学
滕珺

读了杨斌先生的 《教育美学十
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感受
颇深。乍听名字，“教育美学”好

像很深奥，读起来才知道原来教育美
学离我们并不遥远，这是一本让我们
走向教育艺术和教育智慧的书。

全书十讲，可分为四个层面：第
一至第五讲，是教育美学的主题内
容，分别讲述教师、教学、知识、校
园、学生之美，是对导言中教育美学
相关内容的具体阐述。“教师之美”
中教师的魅力、教师劳动的美感体验
和职业幸福，描述了教师必须具备对
美的精细的感觉，也充分肯定了教师
本身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教学之
美”告诉我们，成功的教学需要我们
去创造教学艺术；“知识之美”主要
讲了学科之美的价值以及学科之美缺
失的原因，对当下教育具有警醒意
义；“学生之美”启发我们，教育的

诗性就是要以美去滋养生命。第六讲
谈教师美学修养，有良好美学修养的
教师对学生、对整个教学来说是非常
重要的，教师要拥有“音乐的耳朵”
和“发现的眼睛”，这是走向美学的
基本保证，也是教师发展的重要内容
之一；第七讲着重阐述美育在教育方
针中的重要地位，以及美育和教育美
学对于创造性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
第八讲至第十讲分别讲述百年中国教
育美学发展历史上的三个重要人物：
蔡元培、李泽厚和赵宋光。其中令我
印象最深的是李泽厚先生的美学思
想：以美启真，启示我们：美，对于
教育不是外在的附加上去的东西，也
不是零零星星、若有若无的东西，而
是教育作为一种实践的本质规定。建

立教育美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教育教
学本身更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符合了
教育教学规律，也就自然符合了美的
规律。读来真有醍醐灌顶之感。

全书围绕教育美学这一核心话题
依次展开，开头有总纲式的宏观鸟瞰，
让我们对教育美学有个大致了解；中
间有立体丰富的横向展开，内容丰满
厚实；结尾有教育美学史上的经典人
物介绍，给读者以纵深的历史感。整
本书结构严谨、逻辑严密、体例一致，
字里行间处处闪烁着作者对教育美学
的独到见解和智慧之光，让我们对教
育有了一种全新而清晰的认识。

教育美学其实就是教育智慧之
学。教育教学智慧无处不在，只要我
们用心去发现、去创造。曾经读到过

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师带着小朋
友们来到公园的草地，原本想让大家
观察天空中的鸟，然而小朋友们却对
草丛里的小虫子更感兴趣，于是这位
老师就临时调整了教育活动，鼓励孩
子们寻找各种各样的虫子，这次活动
孩子们找到并认识了十几种虫子。这
种教育智慧不也正是一种教育美学精
神的体现吗？

一位懂得教育美学的老师，他的
孩子们一定会感受到更多成长的幸
福，教师自己也会更多感受到教师职
业的幸福。何为教育？我想说，教育
就是要发现美，创造美，让孩子们感
受到生命成长之美。

（作者单位：江苏省苏州市花朵
幼儿园）

教育是发现和创造美的事业
吴君

读书那些事

专家视野

灯下漫笔

要学会游泳就要在
水中尝试，要学会选择
书 籍 ， 先 要 让 自 己

“读”起来。
张亚丽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