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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出版社曾出版过一套叫好又叫座
的“大家小书”，我收得不少单册，一直喜欢
这个名称，既是实指，确为大家所撰之小篇
幅经典；又很俏皮，大小之比，吸引读者打
开来；书做得也好看，小开本，设计典雅，名
副其实。近期阅读中，遇到几册不算厚的
好书，读来有滋有味，爱不释手，某天忽有
所悟，这不也是“大家小书”？

第一册来自张文江先生——我心中的
“高人”“奇人”。在《古典学术讲要》之后，张
文江先生又单出了这册薄薄的“讲记”——

《〈史记·太史公自序〉讲记（外一篇）》。张先
生的“讲”，多是古人今我交错连通、相互阐
发，其通其达，溢于笔端。于我个人，凭空而
来还有励志之功：“最深的问题不是应该怎
样，而是已经这样了怎么办。承认乃至接受
现实，承认乃至接受自己，是最深最深的事
情。根据现实状态而予以化导，真正的改变
必然发生在此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书中
有一处，张先生说道，“遇到可以跟你谈三天
三夜的人，此生机会很少，一旦真的遇上了，
赶快珍惜吧。”张先生的书正是“可以跟你谈
三天三夜的”，无缘亲炙张先生，就一本接一
本读他的书吧。虽是小书，实钻之弥深，实
在是难以穷尽。

第二册是孙郁先生的《民国文学十五
讲》，孙先生常说评论也要像美文那样，此
书“十五讲”，篇篇美文之象，又清气自在，
读来生香。特别喜欢他气定神闲的“谈话
风”，有胸襟、有智识、有温情，尤为可贵的
是评论中推己及人，推人至己。他说《天上
的街市》：童真般的猜想，把思绪推向遥远
的地方，借着朦胧的感受勾勒看不见的存
在，便把美丽的一切彼岸化了；说老舍的语
言：看那些俏皮的句子和沉稳的叙述语言，
你会觉得他与世间的角度总是不同。那里
没有自恋的辞藻，也无意沉浸在精神梦幻
里。百姓口语折射的是生命的形态，逼真、
活泼，又有真的气息在；说沈从文：作者的
好处，是没有旧文人的酸腐的东西，他未被
久远的汉文明的遗存所污染，明快里有着
聪颖。也没有受到新文化主流意识的牵
引，甘愿以非主流、非宏大叙事的语态面对
生活。文学不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涵
养着爱与美，让人于风情之美与无功利之
美中得以超脱，这已经够了。

陈嘉映先生的《何为良好生活》，说是
“小书”，却是讲大道理的。初读时，看他慢
条斯理谈论对伦理与伦理学的理解，尚有艰
涩，至“穷理”处，忽有佳境，时有豁然开朗之
领悟：“所谓穷理，不是在平面上追索，而是
自纵深处追索。”可以此语解读教师课堂上
与学生的对话，尤其对话中的“追问”，须是

“向纵深处追索”，而不能仅是“平面上”用
力。《说理与劝求》一节，有一处简直说出了
师生关系的实质，并且很好地回应了所谓

“蹲下来看孩子”真正理想的状态该是怎么
样：“惟当我们把土著视作人，才会去努力理解
他们——不是为了对付他们去了解他们，而是
对他们怎样看待世界这件事本身感到兴趣。
同时，我们也希望他们理解我们。”

就学习的意义，对孩子们，是劝求，还
是说理？可以说，这也是对孩子们“何为良
好生活”必须的回答。诚然，陈先生说的是
大道理，但回头去看，行文走笔清通亲和，
或许，他落笔之时，心中所念，正是“同情地
理解”，对我们这些普通读者。

若以声名计，最末这一本书的作者似
乎还未成“大家”，可是我实在喜欢，同
时，也觉得书中的能量是很大的，这就是
武云溥所著 《生如逆旅》。单书名，就已
蓬勃着时间感与生命感，书中故事，果然
是不可复制的人生与不可逆转的光阴——
难道这还不“大”？著者文字沉郁潜沉，
正合笔下诸多记录，是隐痛与内伤的承
载。好几篇都是故事套着故事，一读难
忘，我特别偏爱席慕蓉一篇，一位艺术家
的艺术化的自白：

“那么我开始写诗的办法，就是去买一本
自己很喜欢的本子。我从小喜欢看上去干净
朴素的本子，在这样的本子上写日记，慢慢写
起诗来。一句话回答问题，就是先去找一个本
子，然后开始。”好巧，这也是我与老师们谈成
长说写作时常说的，“先去买一本中意的本子，
一看就想在上面写写、画画。”想来，席女士说
出了一个质朴的真理，万事万物抵不过一
个“喜欢”，读书亦是如此，若是喜欢，焉有
不读？

书籍信息：
《〈史 记·太 史 公 自 序〉讲 记（外 一

篇）》 张文江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民国文学十五讲》 孙郁著 山西人

民出版社
《何为良好生活》 陈嘉映著 上海文

艺出版社
《生如逆旅》 武云溥著 中信出版社
（作者系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

教师）

万事万物，
抵不过一个“喜欢”

冷玉斌

每个教师回顾自己的阅读经历，
总会发现一些书目、报告和人物让自
己转变或提升了对阅读的认识，从而
让自己的阅读和成长走上了新台
阶。其实，这些书目、报告和人物背
后所附带的事件，通常就是教师阅读
中的关键事件。那么，这些关键事件
对教师的阅读究竟有什么价值呢？
我们又该如何寻找和生成属于自己
的教师阅读关键事件呢？这是很多
一线教师感到困惑和迷茫的问题。

教师阅读关键事件的价值

所谓关键事件，是指那些事物在
发展过程中处于关键性地位、能够对
发展进程产生极大影响的事件。就
教师阅读而言，教师通过一本书、一
个人、一件事而走上热爱阅读的道
路、提升阅读的层次，属于正向性的
关键事件。反之，如果通过大量集中
的阅读而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甚至
因为阅读而走向了空谈浮躁状态之
类的事件，则属于负向性的关键事
件。无论是正向性关键事件还是负
向性关键事件，都有值得关注和研究
的价值。因为成功可以让人提炼经
验，失败可以让人汲取教训，在成功
经验与失败教训的相互观照中，总结
和形成个人阅读的有效模式，从而避
免一些不必要的误区和弯路。

可以说，研究教师阅读关键事件
的目的，就是为了探究教师阅读关键
事件的发生机制，减少负向性关键事
件的发生，使得正向性关键事件成为
教师阅读的主流特征和发展态势。
教师阅读关键事件的研究价值，主要
表现为增强教师阅读的自我教育作
用、提高教师阅读走向教育实践的转
化率、提升教师阅读对教师专业发展
的推动意义等。

当我们认识到教师阅读中关键事
件的价值后，我们又该如何认定和生
成自己的关键事件呢？下面，我们从
两位特级教师的成长经历中提取相应
的阅读关键事件，以期能够观察并发
现教师阅读关键事件的产生机制。

寻找和生成自己的关键事件

案例一：从李镇西的办公室到家
里的书房，到处都摆着苏霍姆林斯基
的著作。李镇西说，回想年轻的时
候，他不是因为理论而是因为情感被
苏霍姆林斯基所征服，并追随他走上
了三尺讲台。1998 年 11 月，李镇西
应邀去北京参加“纪念苏霍姆林斯基
八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那天，
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被他的发言所
感动，当场给他写了几段话：“听了您
刚才充满激情和爱心的发言，我很感

动。您是一位真正的教师！您把热
情传播给您的事业，您把爱心传播给
了学生⋯⋯”（《李镇西：读出来的真
性情》，作者：张贵勇，《中国教育报》
2011年11月10日。）

案例二：回首我的语文教改之
路，发轫于读书、升华于读书。忆往
昔，我带领弟子们读余秋雨、读余光
中、读王小波、读周国平，掀开了语文
教改的第一章；看今朝，我又把课外
读书与课内教学挂钩，开创了“青春
读书课”，使得语文课堂活水绵绵，生
机无限。没有读书就没有我的“绿色
语文”，是为“无悔”。（《读书，使语文
课堂活水绵绵》，作者：赵谦翔，《中国
教育报》2005年1月6日）

研 读 两 位 特 级 教 师 的 阅 读 经
历，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教师阅
读有着不同的关键事件，但是关键
事件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
着深刻的根源，那就是持之以恒的
阅读与实践。

李镇西老师研读苏霍姆林斯基
著作数十年如一日，并且践行苏霍姆
林斯基思想矢志不渝，被誉为中国苏
霍姆里斯基式的好老师。这本身就
是一个关键事件，只是这个关键事件
的时程太长，长达几十年，以至于让
人觉得这不像一个事件，反而觉得李
镇西应邀参加“纪念苏霍姆林斯基八
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时间很
短的事情和活动才算事件。仅从时
间长短而判断是否属于关键事件，这
实在是教师阅读中的一个误区。

赵谦翔老师从《红楼梦》读起，为
了让自己高中生的底子胜任重点高
中的语文教学，如饥似渴地读了五年
函授大学，拿到东北师大的本科文
凭，向历代名家名作发起了诵读攻坚
战。他硬背《古文观止》，死抠《说文
解字》，穷翻《辞源》《辞海》，朝朝暮暮
沉浸在古今诗文的鉴赏里。后来，他
还带领学生啃下了很多自己从未翻
过的书。赵老师先后迎来“扩展式语
文教学”“绿色作文”“绿化语文”、调
入清华附中等多次教育人生的飞跃，
无不得益于教师阅读中的学生刺激、
自我挑战等关键事件。

根据名师典型案例，我们可以提
炼教师阅读中正向性关键事件的某
种产生机制：在长期的阅读过程中，
通过坚定的意志践行阅读所得，而内
化、提升自己的修养与技能。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们可
进行反向推理论证。问题一：读一本
书，就想遇到一个教师阅读的关键事
件，这样的概率会有多大？答曰：只
有阅读时间长，阅读经验丰厚，产生
的关键事件才会多。问题二：读一类
书，起初希望读完，然而读了几页翻
了几本就撂下了，想很快就遇到一个

关键事件，可能性大吗？答曰：只有
阅读意志坚强，规划自己的阅读，才
有可能产生关键事件。问题三：读了
很多年，也读了很多书，为什么照样
不会说，也不会写，研究能力也没有
上去？答曰：没有践行自己的阅读所
得而内化、提升自己的修养与技能，
缺失一个环节就想迎来教师阅读的
关键事件，希望依然不大。

事实上，上述机制得到了具体案
例的支撑，请看陶继新老师所讲述的
亲身经历。

案例三：她只有23岁。她在走上
教学岗位 8 个月的时候，便参加了青
岛市的新教师比武大赛，而且荣获一
等奖的第一名。这在人们看来是不可
思议的事情，因为青岛市是教育高手
云集的地方，初出茅庐的苏静，很难跟
这些已经在教育教学这个场地上进行
磨练的青年新秀相抗衡。但是苏静为
什么能获得这样一个奖呢？我在采访
她时也一直思考着这个问题。苏静之
所以一鸣惊人，缘自她的读和背，她背
了多少文章，背了多少诗，这是个未知
数。所以，我给她写的文章，标题就是

《腹有诗书气自华——苏静与青云斋、
兰若轩的诗词情结》。苏静把学生分
成“青云斋”和“兰若轩”两个男女诗
社，进行为期8个月的背诗、赏诗、作诗
方面的强化训练之后，学生两分钟以
内就能作诗一首。那节“比武”课上，
苏静让学生进行诗词对垒演讲比赛。
讲到中间的时候，苏静让在场的专家、
评委给学生出了两个题目，限定他们
两分钟作诗一首。结果收上来以后，
全场的人都惊讶了，想不到学生会写
出这么好的诗。原来还不知道作诗为
何物的学生，8 个月后居然能命题赋
诗，所以苏静就成功了。

苏静老师的案例，证实了热爱阅

读、长期的阅读就是她不懈的追求。
苏老师不仅将自己的阅读所得内化
为自己的修养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她
教会学生，也将阅读所得内化为自己
的修养和技能，而这恰恰为教师阅读
中产生关键事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苏老师最终迎来了免试攻读朱永新
教授研究生这样具有人生转折性的
关键事件。

关键事件的产生机制

教师阅读关键事件的产生机制
是否能够经得起管理学理论的观照
呢？我们不妨按照美国学者福莱·诺
格（Flanagan）和伯恩斯（Baras）在
1954 年对关键事件法的理论解释和
操作规程，重新审视这一机制。就教
师阅读而言，教师应该有意识地记录
平时阅读中的关键事件：一种是做得
特别好的，一种是做得特别不好的。
在预定的时间，通常是半年或一年之
后，利用积累的记录，由主管者与被
测评者（教师若没有加入阅读组织，
主管者和被测评者则均为教师本人）
讨论相关事件，为测评提供依据。记
录的方法和特点是：第一，观察；第
二，书面记录所做的事情；第三，有关
工作成败的关键性的事实。其主要
原则是，根据当事者的有关行为中最
重要、最关键的部分来评定其结果。
对每一事件的描述内容，包括：导致
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背景；特别有效或
多余的行为；关键行为的后果；当事
者能否支配或控制上述后果。值得
注意的是，管理学家指出：调查的期
限不宜过短；关键事件的数量应足以
说明问题，事件数目不能太少；正反
两方面的事件要兼顾，不得偏颇。

从教师阅读关键事件的产生基

础和实践效果来看，我们对诺格和伯
恩斯所创立的关键事件法不能生硬
移植，而应吸取其精髓，辩证理解和
灵活运用。

对于教师阅读时间较长的骨干
教师来说，由于已经历过较多的正向
性关键事件，应采取正向性关键事件
优先的原则。这样可以使教师在关
注、回顾和研究正向性关键事件的过
程中，不仅能够增强教师阅读的自信
心和成就感，而且可以促使教师乘胜
追击进行拓展延伸式的阅读，更重要
的是启迪教师发现正向性关键事件
产生的时间节点、外界条件和相关议
题等运行规律。这符合效果律强化
的原理，也应了“成功是成功之父”的
说法。

对于教师阅读时间较短的青年
教师来说，应采取两者结合的方式，
既要关注、回顾和研究学生阅读和教
师阅读经历中为数不多的正向性关
键事件，发现正向性关键事件产生的
时间节点、外界条件和相关议题等运
行规律，也要诊断、分析和研究教师
阅读中低效和无效行为的原因和背
景，评估自己能否支配或控制这些后
果，以期在以后的教师阅读中采取矫
正措施，提高教师阅读的贡献值，从
而避免教师阅读负向性关键事件的
出现，而促进教师阅读正向性关键事
件的产生。反复实践，对比总结，这
也切合实践出真知的道理和“失败是
成功之母”的说法。

教师阅读中的关键事件，尤其是
正向性的关键事件，往往能够起到推
动教师阅读、提升教育水准、改变人
生作用，具有里程碑式和标志性的意
义，其价值不容忽视。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实验高级
中学教师）

教师阅读的关键事件
熊纪涛

袁行霈先生在“大家小书”丛书总序
中说：这是一套“大家写给大家看的
书”。所谓“大家”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
看的，是大家的读物。而“小书”，一是指
其篇幅小，二是指姿态低。但就其分量
而言，非但不小，反而相当重。

由北京出版集团与北京大学元培
学院共同主办的“向大家致敬”人文宣
讲活动启动仪式暨“大家小书”百种出
版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大举行，“大家
小书”的编委王宁、程毅中、楼宇烈、熊
国祯、瞿林东等济济一堂，探讨大家如
何写小书。

“大家小书”丛书编委王宁表示，“大
家小书”各位作者都是近几十年来学术界
耳熟能详的专家学者，像古汉语专家王
力、历史学家顾颉刚、佛学家赵朴初等，是
在学术领域当之无愧的大家，他们愿意将
自己毕生所学、所思深入浅出地奉献给大
家，展现出大家风范。更为重要的是，这
种“小书”篇幅虽小，却含有丰富的学术内
容和人文研究价值，使读者可以“小中见
大”。她相信这套书会成为经受住时间考
验的文化经典，希望今后多出版具有广泛
影响的一流学者的学术作品。

该丛书自 2002 年初版以来，历时
15 年，迄今已出版百余种经典，涵盖文

学、艺术、历史、哲学、语言学、社会学等
多门学科，在学术界和读者之间得到了
广泛的认可和关注，已成为国内人文社
科领域极具口碑和影响力的系列丛书。
2015年，“大家小书”中的《苏辛词说》荣
膺“2015中国好书”，同时全品种入选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首届向全国推荐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书目”。

据介绍，“大家小书”一百种并不是
终点。随着对作者资源挖掘的深入，

“大家小书”的体系将愈渐丰满，北京出
版集团还将开辟出新的支系：以当代学
者为作者主体的“当代”系列和从西方
经典中遴选的“译馆”系列也即将出版。

“大家小书”：大家写给大家看的书
本报记者 王珺

本报讯 （伊湄） 养育孩子
为何如此艰难？怎样做平和的
父母？近日，由青豆书坊主办
的“平和式教养法——如何建
立与孩子的理想关系”大型讲
座在京举行。美国著名家庭教
育专家劳拉·马卡姆博士携其
新书 《平和式教养法(多子女
篇)》 和 《劳拉博士有问必答》
在现场与中国父母展开互动交
流，带领他们学习如何管理好
自己的情绪，养育一个高情商
的孩子。

“平和式教养法”是建立在
大脑发育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
之上，通过移情、理解和塑造孩
子的大脑，确保孩子实现情感调

整和获得快乐体验。劳拉认为，
建立理想的亲子关系，先要解决
父母自身的问题。唯有平和的
父母，才能培养优秀的孩子。

“惩罚和吼叫没有用，这不
仅破坏了亲子关系，让孩子不
愿合作，而且也让孩子不尊重
父母，亲子教育难以为继。”劳
拉博士让大家记住一句话：“你
是 成 年 人 ，你 的 孩 子 会 效 法
你。”父母要让孩子学会的是自
律，而自律只有在平和的氛围
中才能习得。

据悉，此次劳拉博士中国行
将在北京、大连、深圳、广州、福
州、上海六个城市举办巡回讲
座。

美国家教专家劳拉亲授“平和式教养法”

本报讯 （淑米） 由北京创
意产业园区主办，新锐文化品
牌未读承办的 2016 首届“中国
最美书店周”即将于7月8日开
幕。书店周将以“在书店遇见
你”为主题，在全国 21 座城市
举办一系列读者互动类、艺术
类、科普类活动。

在传统阅读和书店文化逐
渐缺失的今天，主办方旨在通
过这样一场属于书迷的盛宴，
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传统阅读的
情 感 ， 吸 引 更 多 的 人 走 进 书
店，与好书相遇，体验阅读之

美。
本次“中国最美书店周”

共有 21 家出版品牌、40多家实
体书店品牌参加，是一场属于
全国书迷的阅读盛事。它意在
打破国内各地书店在地域空间
上的限制，联合全国百余家书
店，集合行业内优秀出版资源
和各地优秀书店同行，在每年
的 7 月举办为期一周的文化活
动。同时以此为契机，成立国
内首个以书店为主题的节日品
牌，开辟一个展示阅读文化的
优质平台。

首届中国最美书店周即将开幕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6 月 30 日，亚马逊中国发布 2016
年中图书排行榜，包括“纸质书销售排
行榜”“Kindle 付费电子书销售排行
榜”、“2016 年中关注度榜”和“2016 年
中亚马逊编辑推荐人气榜”以及“2016
年中最爱阅读城市榜”。

2016 上半年最畅销的三本纸质书
分别是《岛上书店》《解忧杂货店》和《这
么慢，那么美》；Kindle付费电子书榜前
三名则是《解忧杂货店》《一个人的朝圣》
和《福尔摩斯探案全集》；“三体”和“东野
圭吾”是“2016年中关注度榜”上排名最
高的热搜关键词；《穿越百年中东》《山丘

上的修道院》和《走的人多了，就有了路》
因上榜前后销量的巨大增长入选人气
榜前三名；合肥、郑州、温州位居“亚马逊
中国2016年中最爱阅读城市榜”的前三
名，作为首都，北京名列第 29 名。该榜
单是根据亚马逊中国网站上 2016 年上
半年各城市图书的销量在该城市所有
产品总销量中的占比排出。

纵观“年中图书排行榜”不难发现，
正能量书籍最受追捧。数据显示，在“纸
质书销售排行榜”的前100本书籍中，温
暖治愈系及心理励志类的书籍占比高达
36本，超过其他题材的书籍；而在Kin-

dle付费电子书年中销售排行榜前十名
中，这类书籍也占到了半壁江山。

“所谓的正能量，不是依靠情感驱
动的，而是通过理性驱动的。”在作家马
伯庸看来，真正的正能量作品应该为读
者带来独立能量，不仅单纯把结论告
知，而是促进他们独立思考、独立得出
结论。针对国学和史学作品强势回归
现象，历史老师袁腾飞表示：“真正好的
历史类作品需要学会讲故事、接地气，
通过情节、人物、对话营造有趣的故事
氛围，吸引读者思考并传递正能量，单
纯讲述道理很难达到这一目的。”

亚马逊中国发布2016“年中图书排行榜”
《岛上书店》夺得纸质书畅销排行榜冠军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读家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