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刊
周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09主编：王珺 编辑：梁杰 设计：王保英
电话:010-82296621 邮箱:1365664999@qq.com QQ群：2268398192016年9月19日 星期一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报眼态度

书海观潮

谈 及 卡 尔 · 雅 斯 贝 尔 斯 （Karl
Jaspers），广为流传的是那句：“教
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
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
魂。”这句话似乎说出了教育的部分
特质：教育在许多时候就是一种唤
醒、一种体验、一种影响。

教育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之一，雅斯
贝尔斯认为，人们只有通过个人的独
特体验，才能回答关于个人本质和存
在本质的终极问题。雅斯贝尔斯1883
年出生于德国奥尔登堡城，童年时代
在佛里兰岛的大海边度过。宽阔而清
洁的海滩、辽阔而壮美的海面及其各
种生物，令他如醉如痴：“大海就是
不言而喻的生活背景，即无限的当
下。波浪无穷无尽，没有一种波浪同
另一波浪相似。”要想走近雅斯贝尔
斯，恐怕必须跟着他去看看大海，观
观潮汐，听听涛声，望望明月⋯⋯

雅斯贝尔斯关于教育的论述主要
在 《什么是教育》 和 《大学之理念》
中。他眼中的教育，指向人对人的主
体间灵肉交流活动 （尤其是老一代对
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
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
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
觉醒之本源和根基，而不是导向由原
初派生出来的东西和平庸的知识。教
育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文化得以传
递的活动。”在雅斯贝尔斯看来，只有

“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真正条件”。
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某一方面或只具
备某种技能、能力、意识的人，而是培
养“有教养的人”。这种人的高明之
处，是能将观念的形态、活动、价值、说
话方式和能力等构成整体。

交往，是人类文化传递的有效途
径，并在交往中认识世界和认识自
己。人类的所有交往，往往基于双方
的对话，这种“我”与“你”的关系
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在交往中，
人们既能通过教育理解他人和历史，
也理解自己和现实，从而不至于成为
别人意志的工具。对教育者而言，尤
为重要的是始终保持对“训练和交
往”“教育与照料、控制”的边界意
识。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训练”仅
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而教育层次
更高，其表现为人与人精神的契合，
并使文化得以传递。但很少有人意识
到的是，训练在现实生态中往往架空
了教育职能，甚至走向强控制的极
端。我们的麻烦在于，多数教师无动
于衷于学生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况，
对其颐指气使，耳提面命，很难平等
相待，更妄论以心交心。

在此情况下，我们多以“机械
的、冷冰冰的、僵死的方式去从事教
育工作”，往往忽视了人与人的交流
与互动，习惯于以上对下的灌输与训
诫，很少在照料与培育上花气力，即
便是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没有爱就
没有教育”，也是为了控制和回报，
我“爱”你，你必须感恩戴德，必须
回报，至于职业伦理那是完全可以忽

视的。这恐怕也是因为上述概念混淆
的原因所至。

真理是人们对命运的体验

谈及真理，雅斯贝尔斯以为其不
会简单地存在于个体生命的“直接
性”中，而须在一定时代的人们身上
重新培植生长。这种生长，是通过个
人在团体中的自觉行动而缓慢开始
的。真理是人们对命运的体验，绝不
是凭空想象的，更不是靠别人灌输
的。由于每个人的遗传、家庭生活以
及人生经历的差异，每个人对真理的
把握又是个性化的。但这个性化的体
验又是离不开团体合作的，是需要在
某个团体内联动的。这大概就是今天
人们所倡导的合作学习、共同探究
吧。这合作与探究的过程，就是体
验，就是不知不觉的陶冶。你对我
的，我对你的。

雅斯贝尔斯认为，人们在不断地
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形成的所谓统一意
见往往是靠不住的，不同的人必从属
于不同的感觉、动机、价值判断和道
德标准的团体。所以，“真理”在很
多时候是需要我们去怀疑和反思的。
比如说貌似真理的所谓“先学后教”

“以学促教”就是这样。就如胡适先
生所言：“世界上任何思想学说，凡
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
要打倒 。”教育教学，没有颠扑不
破、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也没有
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许许多多的问
题往往是在不断地审视、对话、碰撞
中豁然开朗的。

英国学者卡尔·波普尔认为，绝
对真理是不存在的，人们所说的真
理，在某种情况下也只是他们的猜
测，我们能做的只是如何发现和消除
错误，“通过批判其他人的理论或猜

猜——如果我们能学会这样做的话
——通过批判我们自己的理论与猜
测。（后一点是非常需要的，但并非
不可少的；因为如果我们未能批判自
己的理论，那也会有别人来替我们这
样做。）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所信
奉的真理其实只是个人知识基础上的
一种猜想而已，谁都不可能真理在
握，任何一个观点、一种理论都应该
接受他者的批判，但一定要有理有
据，而不是感情用事，立场优先。一
旦选择了立场，就难免出现“非我族
类其心必异”的非理性状态，就可能
以“正义之师”的面目出现标榜自己
的人品与善意，臆测他者的人品与恶
意。“如果你对我试图用我的尝试性
断定加以解决的那个问题感兴趣，那
么你可以通过尽可能严格地批判它来
帮助我；如果你能设计出某种你认为
能反驳我的实验检验，那我将高兴
地、竭尽全力地帮助你来反驳它。”

我觉得好的教育总是会以唤醒学
生的精神世界为首要任务的，这样的
教育才是回到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文
化，通过不同的个体存在而使每一个
人产生对整体的认识。每一个人自身
的现实与世界连成一体，其在何种程
度上能够成为他自己，往往与世界的
清晰与丰富程度成正相关。这当中，
批判与反思显得尤为重要，这批判与
反思往往又是指向自己的，而不只是
指向他者。

以自身的改变唤醒他人

雅斯贝尔斯的知识观，有自己鲜
明的个性。所谓知识，他诠释为天然
潜在的自我认知，其只能被唤醒，而
不能强灌。一个人一旦有了自我认
识，就会重新记忆起仿佛很久以前的
潜能。人只能以自身的改变来唤醒他

人。从这个视角看，教育是一个生命
影响另一个生命的过程，是生命与生
命 的 相 互 润 泽 ， 是 一 种 “ 生 命 在
场 ”，来不得半点强制。教育的过
程，精神成长在先，其次才是科学获
知。教育的功能在“照亮每个人心智
的理性”，唯有此，每个人才能从本
源深处发出自主自能的决定和意愿。

教育者对被教育者的唤醒与教育
者的自我唤醒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
外在的，所以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最
要紧的是教育者所讲的道理必须是浅
显易懂的，是孩子们所处的年龄阶段
的思维所能理解的，而不是远离孩子
们的认知。

今天当我们谈论教育的时候，一
方面欣慰地发现论教育的新书层出不
穷，教学技巧、技术、形式持续地丰
富；但另一方面，教师们还缺乏一个
整体的支撑，尤其是“有实质内容的
教育”正在被无数所谓的“发现 ”

“实验”和“旋风”瓦解，而变成无
休止的肤浅循环。

从时间轴上看，教育不可能在“过
去”停留，也无法预测“未来”，它只是
完完全全地存在于现实之中。雅斯贝
尔斯忧心忡忡地认为，教育的蓝图具
有欺骗性，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对自我
所担当的责任有清醒的意识。这一责
任存在于生活、冲动和感觉之中，存在
于人际交往和各式各样的决定之中。

身为教师，我们的任务绝不只是
着眼未来，更多的恐怕还是要着眼于
学生和我们的当下。因为当下才是实
然的，才是方方面面需要的。所以，
许多时候，教育者要用自己的努力，
让我们和学生感受到每个个体的生长
——生命的、知识的。“人的回归才
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从某种意
义上说，强调的是只有教育者将自己
和学生当人来看了，我们的工作才有

可能是有意义和有成效的。当然，这
成效，不仅仅是学业上的。

说到改变，首先要面对的实际问
题是，许多时候一个人一旦成为群体
一员的时候，其智力是会立刻大大下
降的。作为学校和教师，我们确实每
天都面临着某些媒体与专家推动下的
功利化的教育模式与旋风的狂轰滥
炸，更有躲不掉的形形色色的行政督
查考评，我们也确实在这样的现实面
前逃无可逃。然而只要我们愿意并展
现我们的勇气，拒绝这些诱惑和勾
引，或许就有可能自由地选择我们自
身。当我们有了自己的选择的时候，
面对貌似无法解决的格局，还是有改
善的可能的。关键是我们自己想不想
改变，愿不愿意改变，要明白的是，
任何改变总是取决于每个个体内心的
取向和需要的，将改变的可能寄托在
外力身上本身就是可笑的。

面对不可改变的格局，需要的恐
怕就是自己对教育的信仰与追求，并
且要有将这信仰和追求付诸实践的努
力，但又不是以灌输的方式强迫他者
和学生无条件地来接受我们的信仰，
除非他们自己有所觉悟。需要的是用
我们自己的实际行动，在可能的空间
与时间内，同我们当下的教育生活中
的种种荒谬作争斗，当然也包括我们
自己和学生的、学校生活中的荒谬之
事作争斗。这争斗需要的是勇气，更
需要智慧。一方面我们要坚守我们的
信仰，另一方面我们在明知不可为而
为的情形下，还要学会妥协与周旋，以
期在我们的努力下实现对现有的教育
问题的改善与纠正，只有通过自身的
改变才有可能唤醒他人的改变，使其
在共同的、点点滴滴的努力中，慢慢地
使教育回到常态上来。

（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
师）

雅斯贝尔斯：呼唤人的回归
凌宗伟

对话大师系列

大家知道，自有人类以来就有教
育。教育是人类社会延读、发展、进
步的动力。历代的政治家、思想家都
关心年轻一代的成长，因此，人类自
有历史记载以来，就有许多思想家、
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经验积累和
传承下来。今天的教育，无论怎样创
新，总是在前人教育思想、教育经验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记得，我在
20 年前曾经给 《教育史研究》 杂志
写过这样几句话：“研究昨天，理解
今天，为了更好的明天；回顾过去，
正视现实，走向光明的未来。”我也
经常说，搞教育的人不了解教育的历
史怎么行。但碍于语言的原因，我们
很多教师对外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还是
知之甚少。

今天，从世界范围来讲，世界教
育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的时期，教
育的国际化、信息化正在教育领域里
迅速发展，正在改变教育的生态环境
和教育的手段与方式；各种教育思潮
奔涌而来，目不暇接。但万变不离其
宗，最终还是要培养人才。在我国，
教育也正处在深化改革时期，由三十
多年的高速发展转入到以实施教育公
平、提高教育质量的轨道上。面对各
种教育思潮和新的信息技术，我们如
何应对，如何选择？这就要吸取历代
教育的经验教训。因此，要以史为鉴，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探索新时代的教
育规律，创造新的教育经验。我十分
主张，我们的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
都要学点教育史经典名著，这样才能
有较开阔的视野，有历史的眼光，来开
创教育的未来，创造新的经验。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教育改革
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核心是把立德树
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要完成这个
任务，就要在教育观念上，对教育价
值观、人才观、学生观、教学观、质
量观有正确的认识；对人才培养的模
式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就要看看我
们的前辈是怎么思考的，有什么经验
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吸取。因此，单中
惠、徐小洲教授主编的《西方教育史
经典名著译丛》的出版适逢其时。

《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 这
套丛书精选了美国、英国和法国等国
教育史学家撰著的十本在学术上造诣
很深和影响很广的西方教育史经典名
著。其中有：布里克曼的 《教育史
学：传统、理论和方法》、弗里曼的

《希腊的学校》、科班的 《中世纪大
学：发展与组织》、伍德沃德的 《文
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孔佩雷的

《教育学史》、伯茨的《西方教育文化
史》、布鲁巴克的《教育问题史》、拉
斯克和斯科特兰的《伟大教育家的学
说》、克雷明的《学校的变革》、托里
斯的《教育、权力与个人经历：当代
西方批判教育家访谈录》。这些教育
史经典著作既对西方教育史学的发展
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也在西方教育
史学界确立了重要的学术地位。

就 《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
的构思来看，除编译者在“总序”所
说的经典性、代表性、独特性这些特
点外，每本经典名著的最前面还有一
篇译者所写的“解读”，对该书作者
的生平、著作的基本内容做了概括性
论述，特别是对作者的研究方法及其
特点进行了一定的分析。应该说，这
有利于我们教师在阅读时能够更好地
理解这本经典名著。

了解教育的历史，才能更好地
解读教育的现今和未来。因此，我
认为，《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
的出版能够极大促进我国教育学者
尤其是教育史学者不仅能在教育理
论素养上有所提高，而且能在教育
观念上有所感悟，还能在教育研究
方法上有所启迪，从而推进我国教
育的深入改革和推动我国教育学科
的不断发展。

（作者系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
长、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

《西方教育史经典名著译丛》系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
目、2012年度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译丛选取了
10本最具代表性的西方教育史经典
名著，由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专家
学者组成译者团队，历时5年多精心
打造。本文根据顾明远教授在该书发
布会上的发言整理。

教师要读点
教育史经典名著

顾明远

本报讯 （记者 却咏梅） 近
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朱镕基
答记者问》（精装光盘版） 在京举
行首发式。该书内文配有彩色照
片，同时附赠 1998 年至 2002 年朱
镕基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 5 次记者
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实况
录像光盘，使得朱镕基总理答记者
问的历次现场情况能够立体地、面
对面地、清晰生动地呈现在广大读
者面前。

《朱镕基答记者问》（精装光盘
版） 收录了朱镕基同志在担任国务
院副总理、总理期间回答中外记者
提问和在境外发表的部分演讲，主
要内容包括：在九届全国人大会议
5 次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中外记者提
问、在境外的演讲和答问、在境外
发表演讲并回答提问、出访期间接
受香港记者随行采访等。忠实地记
录了中国政府积极应对东南亚金融
危机影响，深化粮食流通、投资融

资、财政税收改革，抑制通货膨
胀，整顿股市，保持经济平稳较快
发展，以及中国政府积极争取加入
世贸组织、与世界各国增进互信合
作的各项大政方针政策等。

朱镕基已将本书的全部稿费捐
赠给实事助学基金会。实事助学基
金会成立于 2013 年，是由朱镕基
捐赠其全部著书版税设立的公益性
团体。秉承扶贫济困、助学育人的
宗旨，先后在湖南省吉首市、福建
省长汀县、河北省博野县 12 所农
村义务教育学校实施课间营养餐项
目，为 2200 多名在校生每日提供
一杯牛奶、一个鸡蛋和一份点心；
在湖南、福建两省设立实事杰出教
师奖励基金，奖励扎根农村、成绩
突出的优秀教师 500 名，并组织实
事杰出教师培训，提升农村教师的
教学水平；在湖南湘西州设立特困
学生救助金，救助孤儿及家庭重大
变故的特困学生300名。

《朱镕基答记者问》推出精装光盘版
朱镕基将全部稿费捐赠实事助学基金会

最新书事

本报讯 （记者 柴葳） 日前，由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
版社和商务印书馆联合推出的首批中
法合作“跨文化研究”系列丛书正式
出版发行。

“跨文化研究”丛书是教育部人
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成果，

共 15 册，首批出版著作有：乐黛云
《跨文化方法论初探》、（法） 汪德迈
《中国思想文化研究》 与 《中国思想
的两种理性：占卜与表意》、（法） 金
丝燕 《文化转场：中国与他者》 与

《佛经汉译之路》、程正民 《跨文化研
究与巴赫金诗学》、董晓萍 《跨文化

民间文艺学》、（法） 劳格文 《华南民
俗志》。丛书在分析世界各国高校跨
文化研究各分支已有成果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各文化之间的联系、对抗、
相关和交流的可能性，提倡主体文化
自信与人类优秀人文文化共享的自觉
性。

首批中法合作“跨文化研究”丛书出版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北京市人
民政府办公室、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近
日联合召开“阅读+我”第六届书香
中国·北京阅读季新闻发布会，就今
年全民阅读活动推进情况进行发布。

据介绍，2016年，北京阅读季推

出了“阅读+我”行动计划，旨在让
每位公众和社会机构都有机会参与推
广阅读，仅今年上半年在全市开展各
类阅读活动就近 1 万场次、受众达
1000 万 以 上 ， 成 为 实 现 “ 全 民 阅
读”的有效途径，激发了全社会“读

好书、好读书、善读书”的内在动
力。

北京市教委作为北京阅读季的成
员单位，在推动书香进校园的过程
中，与北京阅读季展开了有效合作，
为校园创造了浓厚的阅读氛围。

2016北京阅读季激发全民阅读内驱力

本报讯 （记者 陈晓东） 商务印
书馆为“宁夏乡村教学名师”图书阅
读室赠书仪式，日前在银川市兴庆区
大塘中心小学举行。商务印书馆总经
理于殿利将价值 26 万元的 8000 册图
书书目，亲手交给自治区教育厅厅长
郭虎，用于共建宁夏 25 个乡村教学
名师图书阅读室。

据了解，从今年起，商务印书馆开
始在全国建立“商务印书馆乡村阅读中
心”，重点支持乡村中小学图书馆建设，
开展面向中小学图书馆的公益捐赠活
动和面向中小学师生的公益阅读推
广。与此同时，在今年初宁夏制定出台
的《自治区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年
—2020 年）实施办法》中，规定每年培

养25名乡村教学名师，建设25个乡村
名师工作室。在第32个教师节来临之
际，商务印书馆所赠的这批图书，是宁
夏乡村教师收到的最有意义的礼物，图
书涵盖政治、经济、教育、文学、工具类
等，其中许多书籍是最新版和典藏版，
将帮助每个乡村名师工作室建设 1 个
图书阅读室。

商务印书馆助力宁夏乡村教师阅读

卡尔·雅斯贝尔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