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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行动

1895 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北
洋水师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两
年后，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
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着黄龙旗
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一位 19 岁的
水兵目睹这接收和转让仪式，喟叹道：

“我在那里亲眼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
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
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
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
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
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
于教育救国事业。”（胡适《教育家张伯
苓》）这位年轻人从此走上教育之路，
用一生的心血先后创办了南开中学、
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和重庆
南开中学，“以造就新人才”。他，就是
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先生。

南开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
异”。张伯苓解释说：“‘公’的意思，就
是为公众，摒除自私自利。‘能’的意
思，就是对于身体的锻炼与知识的培
植。”该校训大致涵盖了张伯苓所倡导
的“三育”（德育、智育、体育）的内容，
如用他的另一句话加以概括，即教育

“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造就“允公允能”的人才
由于丧权辱国的现实，晚清一代

的教育家，个个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
然而，也许当年威海卫升降旗一幕的
刺激太深刻了，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
比其他教育家都更加强烈与执着。

张伯苓曾经认为，中国的积弱积
贫，根源在于“个人没有能力，所以一
切不能与外人并驾齐驱”（《今后南开
的使命》），后来他发现，“中国至深之
病”，不是个人能力不足，而在中国人
的自私心太重，“向公家添煤添油的人
太少，揩油的人太多”，人各为己，缺乏
合作精神，所以“人民虽众，只是一盘
散沙”，毫无力量。因此，张伯苓在
1918 年提出，必须及早对少年的“团
结力”给予切实的训练和培育。他对
南开的家长们说：孩子到学校不仅为
了念书，而是“当学生活之方，当学共
同生活”。1929 年，张伯苓到美国进
行社会考察，对中国的“贫与弱”有了
进一步的认识，归国后在《中国的富强
之路》演讲中，他再次强调：“中国人既
是弱，但是能联合还好，可是还是四分
五裂、自私自利，合作的精神丝毫没
有。这是中国人的大病，治这种病必
须在学校做起，我们要练习团结，练习
合作。”

诚然，只有“公”的精神，是远远不
够的，它充其量停留在口头上，无法付
诸实践，因此还需要具备各种实际的

“能”力。“公”是德性方面的修养，“能”
是知性方面的修养，两者相兼相济，缺
一不可。

为达成“公能”的教育，张伯苓对
学生采取五项训练方针：重视体育，提
倡科学，团队组织（包括组织学术研
究、讲演、出版、新剧、音乐研究会、体

育竞赛、学生社团等），道德训练，培养
救国力量。其中，在我看来，最值得肯
定的是体育竞赛和新剧。

对于体育，张伯苓可谓不遗余力
地加以支持。在《基督教与爱国》演讲
中，张伯苓自述当年在北洋水师学校
期间，在刘公岛见过两个士兵，一英
国人，一中国人，英兵身体魁梧，穿
戴严整，中国兵则衣着破烂，面色憔
悴，两肩高耸。这鲜明的对照，让张
伯 苓 深 感 羞 耻 又 痛 心 。 后 来 又 在
1932 年的奥运会期间看到，欧美各
国体育固然不必说，连日本小国也跃
跃欲试，有信心夺得几枚金牌，相比
之下，中国最有把握的项目——足球
——竟连报名资格都没有。为此，自
建校起，张伯苓特别重视体育一项，
且做得卓有成效。

张伯苓对体育还有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学校体育不仅在于技术之专
长，更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
重”，弘扬体育道德和运动精神。又
认为体育运动不应局限于竞赛，也不
是少部分人的自娱自乐，而是要当作

“日常生活的一种习惯，常常练习”，
“普遍于全社会，使它有社会性”。

新剧是南开美育教育和人格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张伯苓提出的

“三育”（德智体） 中没有包括美育，
但在办学实践中，却十分关注。1916
年，他在 《舞台、学校和世界》 演讲
中就提到：“世界者，舞台之大者
也。其间之君子、小人，与夫庸愚、
英杰，即其剧中之角色也。欲为其优
者、良者，须有预备。学校者，其预
备也。⋯⋯诸生可为新剧中之角色，
且可为学校中、世界中之角色矣。”
可见，张伯苓是用新剧来为学生将来
走向社会、扮演不同角色做准备的。
在张伯苓和他胞弟张彭春的推动下，
南开的新剧活动在民国众多学校中独
树一帜，成绩显著。曹禺的成功便是
其中一例。

此外，在对学生实施道德教育的
方法上，张伯苓强调教师的人格感化
作用。他在一次教师会餐讲话时说：

“任教者当注重人格感化。人格感化
之功效，较课堂讲授之力，相去不可
以道里计。”话虽简短，却说出了教
育的真谛。从民国时期南开那一批名
师和众多杰出的学生身上，我们触摸
到了这种人格感化的力量。

养成具有“自动力”的人
张伯苓很早就注意培养学生的

“自动”意识和能力。1916 年 1 月，他
在一次例行的修身讲演中提出了南开
学校教育的宗旨：“造就将来通力合
作、互相扶持，成为活泼勤奋、自治治
人之一般人才。”在一次跟外校参观人
员交流时，他打比方说，幼儿园的小朋
友唱歌时往往要配合手足动作，而老
师不过略一指点而已，聪明的小朋友
立能领悟，懂得模仿。因此，学校的教
学与管理，“惟在引导学生之自动力而
已”——老师倡导，高年级学生做榜
样，新学生仿效，并不需要老师对学生
一个个加以耳提面命。

学校还通过其他“不言之教”的途
径，让学生达到“自动自觉”的目的。

其一，悬挂镜箴。受社会风气影
响，当时学生普遍精神颓废，个人习惯
差，为了矫正此不良现象，学校严厉禁
止饮酒、赌博、冶游、吸烟等行为，一旦
违犯，即令退学。此外，学校在校门一
侧，悬挂一面大镜子，镜旁有“镜箴”，
写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
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
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
庄。”学生每日进出校门，抬头看到这
容止格言，就知道有所儆戒，久而久
之，内化为自己的言行举止。

其二，发明“立志改过签”。南开
学校里，学生触犯校规，最早是给予

“悬牌记过”处理。后来觉得这种公布
学生姓名的做法欠妥，就改为把犯规
学生的姓名仅公布于学校预备室里。
再后来，发现这种单纯记过的办法，除
了惩罚，并没有给犯规学生自新改悔
的机会，于是，在 1916 年又放弃“记过
法”，改为“改过法”。具体是：凡学生
犯过，先由管理员批评教育，如有认错

并立志痛改的，就发给他一根竹签，叫
“立志改过签”，让犯过学生随身携带，
坐卧不离，用来提醒鞭策自己。等学
生确实改过了，就收回竹签。张伯苓
以为，学校对于犯过的学生，不能像警
察对待盗贼，而要像医生对待病人，应
该采用新的疗法，最终达到治病救人
的效果。张伯苓这种让犯错学生带签
改过自新、直至“身边虽无竹签，愿各
置一竹签于脑中，力改前过”的做法，
就是要使学生真正做到“自动自觉”。
这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方式。

学校有了这教育宗旨以及一系列
的具体措施，学生虽众多，但在张伯苓
眼里，教学和管理并不难。不仅如此，
1929 年左右，各地学校风潮不断，南
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也发生过两次，但
两次风潮全是学生自己引起，随即学
生觉察出自己行为的错误，立刻给予
补救改正。学生这种自我发动又自我
反省和修复的行为，张伯苓不无得意
地称之为“自觉自治精神”。

遗憾的是，近百年过去了，今天的
大学，尤其中小学，学校的教学和管理
依然是保姆型的，除了过度的爱护，便
是过严的控制。如此教育，离张伯苓
提倡的“自动力”，不能不说有些远了。

培育放眼世界的新人
张伯苓每次外出考察或募捐后回

校，总把一些见闻和感想在修身班或
其他场合跟师生们交流。作为一校之
长，他本身就是一个真正具有世界眼
光的人。他希望南开的学子们也同样
成为开放的人，“抬起头来观察世界大
势，低下头去脚踏实地地工作”（《提倡
课外学术观摩活动》）。

在《今后南开的新使命》文中，张
伯苓写道：“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目的，
一方面要使人民具有组织的能力、合
作的精神，一方面要使人民有政治常
识，了然于世界大势，对于各种关系本
国切身利害问题，尤当实地研究。”他
把后者视为“南开重大的使命”。

张伯苓认为，学生的最大缺点是
除获取书本知识外，不了解社会真正

情况，因此一旦进入社会，便感到与社
会隔阂，束手无策。而要解决这弊端，
最合适的办法就是让学生直接跟社会
接 近 ，即 开 展 多 样 化 的 课 外 活 动 。
1926 年暑假后学校成立了以调查社
会为主的新组织。该调查组织分大学
部、高中部、初中部三部分进行，各部
分侧重点不同：大学部由各科教授领
导学生调查各问题，具体方案由调查
委员会决定；高中部注重调查各种社
会制度及机关（比如法院、商行、工厂
等）；初中部则重在视察自然界现象。

这个新组织“以调查或视察天津
各界问题为其总纲目”，开展广泛的社
会调查。当时，南开学生“到天津市各
大银行实习，调查津埠商业贸易，主修
农业经济的到河北省定县，参加晏阳初
创办的平民教育工作”（梁吉生：《允公
允能 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
伯苓》）。此外，学校还成立东北研究
会、天津研究会、科学研究会等。这些
研究会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以大自然
为教室，以全社会为教本，利用活的材
料，来充实学生之知识，扩大学生的眼
界”（《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研究
会的工作在当时取得了相当的成绩。

在开展第二课堂的活动中，学校
还随时引进时事话题，供学生演讲和
辩论。比如，在抗战期间，学生们辩论
的话题有：“战争促进抑或毁灭文化”

“世界持久和平能否实现”“第二次世
界大战谁胜”甚至在珍珠港爆发前夕，
还讨论了“美国是否应该参战”这些极
其接地气的话题，打通了学生与社会
的阻隔，培养了他们放眼看世界的意
识。

张伯苓始终坚信，改革国家，必先
改革个人；改革个人，唯一办法在于教
育。但教育的范围又绝不能局限在书
本教育、知识教育，应特别注重人格教
育、道德教育，以期“造成德育、智育、
体育完全发达，而能自治治人，通力合
作之一般人才”。今天，我们重温先生
这些教育话语，依然感到如此鲜活，又
富有力量。
（作者单位：福建省漳州市东山一中）

张伯苓：教育“在于造成完全人格”
王木春

对话大师系列

“十月是什么？”“文学是什么？”当一
群小学生面对这样的问题，他们的答案里
必定有“收获”、有“美”之类的词语。10月
25 日，北京市实验二小、呼家楼中心小学、
育民小学等十余所小学的学生代表来到
北京出版集团，参加《十月少年文学》杂志
的创刊仪式。

北京出版集团董事长乔玢在致辞中
介绍了创办《十月少年文学》的初衷，他
说，《十月》是全国著名的大型文学期刊品
牌，在新的发展时期，需要新时代的读者
从中获得有益的思想启迪和精神享受。
着眼于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与传承，着眼
于厚植中华民族的文学土壤，《十月少年
文学》应运而生。

儿童是世界上最好的读者，但是需要
引导。《十月少年文学》 杂志主编曹文轩
认为，儿童阅读，应当是在校长、老师
以及有见地的家长指导下的阅读。成人
在儿童成长的许多方面负有审视、照
料、引导和纠正的责任。如何确定一些
书籍是好的？这需要一个由孩子、家长
以及专家组成的陪审团。“ 《十月少年文
学》 要努力办成一本经得起这样一个大
陪审团审视的杂志，在保证小读者从阅
读中获得最基本判断的前提下，培养他
们高雅的阅读趣味，他们的阅读水准也
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未来
的阅读水准。用我们认为最好的、最理
想的文字，将儿童塑造成最好的、最理
想的读者，正是 《十月少年文学》 的使
命。”曹文轩说。

阅读是熏陶，写作是出口。在创刊
典礼上，领导和嘉宾还为北京十所小学的
文学社授牌，成立“小十月文学社”。

将儿童塑造成
最好的读者

——《十月少年文学》杂志创刊

本报记者 王珺

“儿童要按照他们的身心需要去
闲逛，不要按照大人的规定一直
走。”10 月 22 日，在杭州师范大学
举办的早期阅读与儿童发展高峰论
坛上，著名儿童文学理论家、中国海
洋大学儿童文学研究所所长朱自强
教授一边绘声绘色地读着绘本《一直
走一直走》，一边跟与会的幼儿园教
师们互动着。他说：“人生是一种旅
行，儿童如果按照大人的指引一直
走，会失去发现的乐趣，失去亲情的
培育。人生一直走会是苍白的、单调
的，也是没有更多可能性的。”

在由杭州师范大学学前教育系
主办，上海凤凰颐合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上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承办的

“长三角首届儿童教育与发展高峰论
坛”暨“早期阅读与儿童发展”论
坛上，朱自强教授的“幼儿绘本的
选择标准与运用方法”工作坊引发
了与会的上百位幼儿教师的追捧。
现如今，绘本阅读已经成为幼儿教
师开展幼儿教育的必修课，然而面
对浩如烟海、琳琅满目、如此众多

的绘本，幼儿园老师如何为不同年
龄段的孩子挑选绘本？什么才是好
绘本？朱自强说：“好绘本不仅能让
孩子成长，大人认真阅读也是会成
长的。”

朱自强 1987 年留学日本时开始
接触大量的世界绘本经典和松居直
等人的绘本理论，他在 2001 年出版
的 《中国儿童文学 5 人谈》 中，曾
预测图画书是 21 世纪中国儿童文学
的一个巨大的生长点。正如朱自强
所预测的那样，如今绘本阅读在小
学教育中方兴未艾，学前教育中绘
本的运用更是一种“潮流”。如今在
中国，绘本阅读已广泛用于学前教
育和家庭教育中，随之带来的问题
是，怎样挑选适合孩子们的绘本？
什么才是好绘本？朱自强认为，绘
本选得好、阅读方法得当，会在幼
儿教育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好
绘本首先要真正了解、表现儿童的
特点，其次要有端正的价值观，再
其次要有丰富的想象力，孩子们能
从中学到知识，同时要富于幽默和

智慧，最后也是十分重要的是要有
独到的创意，即创意为王。在谈到
绘本阅读方法时，朱自强认为，多
数绘本可以采用“自然阅读法”，即
大人按照绘本上的文字原原本本地
读给孩子，好的绘本都是经过作者
反复打磨锤炼，语言是十分优美和
考究的，内容是精彩、具有丰富内
涵的，读绘本时，大人要少阐述，
要用小孩子能够接受的方式读给他
们听，小孩子一定能够感受到绘本
的精妙之处。大人原封不动地念给
他们，幼儿听过几遍还会一字不落
地复述出来，无形中也学会识字。

在为期两天的论坛上，杭州师
范大学学前教育系主任朱晓斌教授
等十几位来自长三角和台湾地区的
幼教专家、教育学者、心理学专
家、儿童文学家、亲子阅读推广人
等，围绕“核心素养与儿童早期阅
读”“幼儿园‘慢阅读’的理念与实
践”“早期阅读与儿童语言发展”等
主题，与一线幼儿教师展开广泛的
互动与交流。

朱自强：好绘本能让孩子与大人共成长
“长三角首届儿童阅读与发展高峰论坛”在杭州举办

本报记者 梁杰

最新书事

本报讯 （缇妮） 诗词吟诵、课
本剧表演、查字典比赛⋯⋯近日，
一场由孩子和父母共同参与的读书
会在商务印书馆礼堂举行。这是由
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北京市国
资委、北京市总工会主办的“书香
企业”亲子读书会，来自北京市属
及中央在京企业的年轻父母及其子
女约120人参加了活动。

本次亲子读书会在报名的 5 至
11 岁孩子中，征集了十余个与书有

关的小节目。商务印书馆向每位到
场的小朋友赠送了他们精心准备的
童书，并准备了孩子们喜欢的甜
点。据介绍，本次读书会旨在让家
长和孩子通过与书有关的小节目、
小游戏，提高孩子对阅读的兴趣，
加强亲子之间的互动。“书香企业”
阅读推广活动是“北京阅读季”的
重要活动之一，自今年 7 月启动以
来，在全市企业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读书活动。

“书香企业”亲子读书会举办

本报讯 （实习生 张红涛） 日
前，由新浪读书、微博读书联合主
办的“2016 亚洲好书榜年度盛典”
在京举办。本届盛典云集辛夷坞、
沈煜伦、苑子文、苑子豪、卢思浩
等微博当红作家，揭晓产生微博年
度影响力作家、微博年度影响力作
品、微博粉丝影响力作者等十余项
奖项。

据主办方介绍，“粉丝力量”是
亚洲好书榜评选的重要依据。微博

时代里作者与读者间的互动性逐渐
显著，除了文笔之外，作者自身的
性格及风格，也成为“吸粉”的重
要因素。本届亚洲好书榜全年榜单
及话题的阅读量达 76 亿，青年畅销
书作家沈煜伦凭新书 《四世生花》
位列亚洲好书榜总榜、话题榜、分
享榜三料冠军。亚洲好书榜用大数
据证明了粉丝正在引领着未来的阅
读潮流，读懂粉丝在追逐什么，才
能真正理解市场。

“亚洲好书榜” 凝聚粉丝力量引领阅读风向

江苏淮安市的一位教师唐伟，在读了
我在中国教育报上写的一篇书评之后，有
感而发，写了一篇题为《乡村教师读书之
难》的文章。文中提到了教师阅读的四个
共性问题，很值得引起大家的关注。

一是关于书价。不少地方的经济条
件比较差，教师的收入还处在解决基本的
衣食住行等问题，日子过得捉襟见肘，这
是当下农村教师的基本状况。但很多教
师都有在专业上发展的愿望，希望通过阅
读等途径拓展自己的视野，提升专业素
质。这提醒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
多考虑教师的实际，在学校的图书馆建设
方面、在鼓励教师阅读方面多下功夫。学
校的公用经费也是有限的，但学校购买一
本书，可以给很多教师共享，把资源的利
用最大化，每年按照教师的人头每人购买
一本书，一个有 50 位教师的学校，教师就
可以看到50 本新书。在这方面的小投入，
所带来的效益是巨大的。

二是读什么样的书。每年出来的新
书确实很多，教师在阅读时往往会看花
眼，这也是实情。不同学科的教师有不同
的阅读趣味和习惯，读书的方向和领域有
很大的差异。寄希望于别人的推荐来阅
读，不一定都是自己所喜欢的。我的体会
是：在读书的初级阶段，自己可以多看看
别人对某些书的评价和介绍，选择一些书
来阅读。当你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逐
渐有了阅读感悟之后，也会逐渐形成自己
的文化判断力，对书籍的鉴别和评判的水
准也会水涨船高的。

三是关于读书的时间。我非常理解
一线教师在工作、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压
力，以及他们在时间、精力上的投入。读书
这件事情，有两种方式：其一是将其看做是
一种仪式，选择一段安静的时间，寻觅一个
安静的场所，在阅读之前净手焚香，以虔诚
的心来捕捉书本中的一字一句，让自己的
思绪随着阅读而荡漾。其二是见缝插针，
利用课间休息、茶余饭后的点滴时间，读上
一段，品味一会儿，获得一点感悟，受到一
些启发。我基本上采用的是后一种方式。
从十多年的坚持来看，还是很有效的。

四是有关读书氛围的营造。这确实
是需要学校，特别是校领导班子观念更新
的。如果爱读书的教师不是少数，读书是
学校最自然的、最美的风景，那么唐伟老
师所说的这些问题自然就不存在了。让
师生养成阅读的习惯，会让他们更加富有
修养，会让学校有更加长远的发展视野，
即使从功利的角度看，对学生学业成绩的
提升也是很有益处的。校长自己不读书，
学校里就不会有阅读的氛围；教师自己不
读书，培养不出爱读书的学生。

希望所有教师都能养成良好的读书
习惯，希望乡村教师不再为阅读而苦恼。

（作者系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

乡村教师读书难
如何破解

常生龙

报眼态度

书海观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