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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速递

“有人说，世界最远的距离，
不是天涯，也不是海角，而是知
和行的距离。”类似的哲思睿语
在《于漪知行录》（山西教育出版
社）中多有闪现。《于漪知行录》
是于漪老师 62 年教育智慧的精
彩呈现，该书以知而行，行生新
知，知行合一为纲，从精神成长、
教育心得、处世智慧、学习之道
等十个主题，阐释了作为教师如
何立师德、铸师魂、提师能，作品
带给我的直接感受是：笔底艳
阳、满目芬芳。

为人师者励志当先

“站上讲台，就是我的生命
在歌唱！”师者楷模于漪用一生
的实践写成这句话。立志为师，
当以圣贤为范，闻过则喜，诲人
不倦。“教师从事的是塑造学生
生命的工作，一个肩膀挑着学生
的现在，一个肩膀挑着国家的未
来。”有了这样强烈的使命感，于
漪自觉维护着师道尊严。她说：

“教师的活儿是良心的活儿，教
师必须有坚守精神家园的定
力。”“智如泉涌，行可以为表仪
者，人师也。”是于漪一辈子的座
右铭。她的经历告诉我们，成为
优秀教师一定要砥励德行，博文
约礼，“浇花要浇根，育人要育
心”，需要“和学生的心弦对准音
调”，“用语言‘黏’住学生”，因为

“教师的一切琐碎和重复，最终
都镌刻成了学生前行的每一个
脚印”。于漪62年廉不言贫，勤
不言苦，上下求索，潜心育人，就
是喝“执着”和“学习”这一坛酒，
醉成龙的脊梁，不耽误学生宝贵
的青春。

不是说谁选了“教师”这个
工作，谁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好
教师。于漪认为一名真正的教
师，或许也会在某一瞬间，懈怠
一点，马虎一点，但他会立刻
听到内心里慌乱的鼓点。“育人
的人须有品、有德、有魂，在
阑风伏雨面前，头脑清醒，认
准方向，执着追求”，他一定

“不会辜负自己的选择，不会辜
负家长的信任，不会辜负学生
清澈的目光”。所以她一生向
学，“思想随经典上一个台阶”
就可能多给学生一点滋养。当
她带领学生诵读“苟日新，日
日新，又日新”时，她自己也
一定是常新的。在于漪看来，
教师“不仅要尊重学生的好奇
心，教师自身就应该对未知事
物充满好奇，积极探索”，为自
己擎一盏心灯。“一名好教师，
不因学生偶尔的掉队而斥责，
不因学生教养的缺失而放弃，
不因学生家庭的贫困而低看一
眼，更不会被逐利冲动误导而
随波逐流。”于老师坦言，假如

“认识偏离，行为必然错位”，一
位好教师应是昧旦晨兴，孜孜以
求，遵循自己的职业精神，“再
难，再大的干扰，也要追求理
想”，遵循自己立下“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的誓言。

为人师者重在树德

师德永居高处，传厚德之
道；学问远争上游，播载物之
理。“教师的生命是在学生身上
延续的，教师的价值是在学生身
上体现的。”针对近些年“牵得过
牢，导得过细，教得过死”“重术

轻人”的课堂教学，耄耋之年的
于漪依然没有停止探索的步伐，
反而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的循环往复中皓首穷经，提
高专业素养。

“教育的艺术在于鼓舞和唤
醒”“每一节课的质量直接影响
学生生命的质量”“师爱超过亲
子之爱，师爱是大爱、仁爱”“怎
样把课教得有吸引力、感染力，
能叩击学生心灵，触发学生思
维？”“努力做到每节课都有亮
点，都有耐人咀嚼、耐人寻味的
东西，经得起听，不同层面学生
都能受益，都有满足感和上进
心”，这些对于于漪来说，“看起
来是对怎样上课的思考与实践，
内在支撑的却是敬业精神与对
学生的仁爱之心”，是敬于才华、
久于善良、忠于人品的显性呈
现。

为人师者教法为要

教若渡河，教法乃舟，无舟

则望洋兴叹。“一个教师真正的
成长就在于他内心深处的觉
醒。”“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
做教师。”于漪一辈子有两把尺
子，一把尺子量别人的长处，一
把尺子量自己的不足。在这种

“比”和“量”的过程中，她总能找
到自己的不足，总能学到别人的
长处。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
的语文教师，于漪带着两把尺
子，走入了基础教育的大门，登
堂入室，成为卓然大家，是“活到
老，学到老”最好的注脚。

“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已有
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
诱导出来”，倾听生命拔节的声
音。于老师说“教学相当程度是
即兴创作”，“任何精彩的教程都
不是完全在课前设计出来的，而
是在师生、生生互动中，从心与
心的缝隙中，从思与思的搏动
中，从情与情的触摸中生长出来
的若干细节组合而成的，都是生
命激荡的现场”。

“课堂理应流淌时代活水，

教育从来不是一个结果，而是
一个生命展开的过程，它永远
面向未来，不会结束”。于漪注
重结合时代特点，从身边获取
教学资源，提高教学效果。“怎
么样才能使自己从事的教育教
学永远勃勃有生机呢？那一定
要有强烈的内驱动力”，也就是

“内心的深度觉醒”。内驱动
力，就是为师者独辟蹊径，勤
学不辍，精教不止，期大音，
跃龙门。“真正的教育就应该如
水，纯粹洁净，远离污染。唯
其如水，方能涓涓滴滴，润泽
心灵；唯其如水，方能载歌载
舞，使粗糙的石头变成了美丽
的鹅卵石。”

“把心交给文字，是一种境
界，是一种快乐”，我写故我
在，用写作抵达精神之乡。于
漪特别重视教学的回顾与反
思，反思“教程中的走调、错
位，寻觅更适合学生内心的教
法，不断自我否定，自我超
越”。她认为“作为一名老师，

除了教书、读书之外，专业写
作更应是一种经常态，写是人
生从此岸向彼岸的泅渡；写是
生活晶体的析出”。如果说“学
而不思则罔”，那么“思而不写
则庸”。写作，表面看来，只是
随时随地把所思、所想、所感
记录下来，但某种意义上，是
于老师在成就一个个学生的同
时在书写自己的职业历史和生
命传奇。

于漪之所以成就卓著，除
了有丰富的实践、大量的阅
读、深入的思考之外，更重要
的是经年累月地笔耕不息。可
以这样说，于老师正是经常处
于一种不间断的写作状态和写
作行为之中，教育实践才转化
为教育思想，吸纳的教育智能
才转化为教育艺术，个人的教
育特色才转化为教育风格。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
成”，启迪教育智慧，点亮杏坛
人生。《于漪知行录》 是于漪
62 年“求真向善尚美”教育思
考的精华记录，丰富的主题涵
盖了教育的方方面面，对于广
大一线教师有极强的针对性和
指导意义。全书有大量于漪老
师的珍贵照片首次面世，配以
精彩的图注，图文并茂，适合
现代人快节奏的阅读方式。书
中以二维码的形式链接于漪部
分精彩的演讲视频，使读者在
阅读精华内容的同时，可以欣
赏到于漪极富个性和魅力的演
讲，对于广大一线教师来说有
较好的指导作用。更加难得的
是，正文内容旁，我们还可以
欣赏到于漪心有所感，亲笔批
注，三言两语，隽永绵长。

有人说，优秀的人有两条
命：性命和使命。作为师者，让
我们用性命的成长创造使命的
精彩，感师者之乐，悟育才之道，
登教坛之巅!

（作者系湖北英山实验中学
大别山区种子教师）

知行合一六十载
——读《于漪知行录》

段伟

读书那些事

自2001年以来，我每年都
会到中国访问几次，花时间到
不同省份的中小学、大学及职
业技术学院，与那里的学生、
教师、中小学校长、大学教授
及政府官员进行交谈。我曾经
带领过几个由美国教育领导人
组成的代表团到中国访问，也
在美国接待过中国的中小学校
长及教育界的领导人，双方就
许多不同的教育话题进行了探
讨。所有这一切都给予我机
会，使我得以见证中国教育快
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发展，我
对此深表钦佩，同时也意识到
了此中的不足。

在 21 世纪初期，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开发国际学生评估
项目 （Progamme for Inter-
national Student Assess-
ment，以下简称为 PISA） 之
前，是没有办法对不同国家教
育体系间的成就进行对比的。
截止到 2015 年，PISA 评估了
包括中国在内的 72 个国家和经
济体的年龄为15岁的学生在阅
读、数学及科学三门学科中的

成绩。媒体主要关注的是根据
PISA成绩为各个国家排名，而
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则是透过排
名，去理解为何一些教育体系
能够极大地提高其教育绩效并
使教育更加公平，而其他国家
却仍旧原地踏步且缺乏平等。

本书原是为美国而写，因
为美国民众对教育质量标准及
公平性的缺乏普遍不满。微软
前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将此
书列入必读书单。然而，本书
在其他国家也有广泛的读者
群，因为本书第 3 章及第 4 章
所讨论的产生高绩效教育体系
的关键成功因素与所有国家相
关。这些关键的因素包括：远
见卓识的领导能力，雄心勃勃
的课程标准，明确的政策及额
外资源以致力于实现教育水
平，高素质的教师和学校领导
队伍，各级教育体系的协调一
致、评估及问责制，以及学习
动机明确的学生。

实 际 上 ， 在 过 去 的 几 年
里，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措施
以使这些关键的因素落地。比

如欧洲的德国、英国以及斯堪
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几个国家，
北美洲的加拿大和美国，南美
洲的巴西和智利，亚洲及太平
洋地区的新加坡、日本、越
南，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等等，众多不同的国家都在积
极地运用本书第 3 章和第 4 章
中描述的经验，去适应其自身
的环境，以提高学生的成绩以
及缩小成绩间的鸿沟。

2015 年，中国有 4 个省份
参加了 PISA 测试，并取得了
不错的分数，数学居世界第 6
位，科学居第10位，当然，阅
读只位于第 26 位。他们的得分
超过了美国和大部分欧洲国
家，超过了那些在教育上的投
入远远大于中国的国家。但
是，在农村学生和城市学生之
间，以及来自社会经济群体顶
端和末端的学生之间的成绩鸿
沟仍然非常大，因此，中国需
要继续加强关注其教育的公平
性。

但是这还不够。中国的教
育工作者们知道，强调高分数

的高利害关系的考试需要在学
生的负担和创造性方面付出高
昂的代价。正如本书第 5 章和
第 6 章所讨论的那样，深刻的
技术及科学变革以及劳动力市
场的全球化已经对学生的知识
和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在他
们的上一代人以前，学校里所
教授的内容能让人终身受益。
而今天，知识和技能可能会非
常迅速地被淘汰。终其一生，
他们将不得不运用目前尚未发
明出来的知识和技术去解决目
前尚未被发现的问题。因此，
各国的教育体系都在努力应对
并尝试大幅度地重新设计学习
环境，以发展那些被称之为

“21 世 纪 的 核 心 能 力 ” 的 东
西，其中包括批判性的思维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性
能力、自我引导能力以及学习
如何学习的能力。

中国既是第一世界国家，
又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因此，
其全国的教育发展状态极为参
差不齐。但是，中国的教育体
系和美国的教育体系在许多方

面仍旧是对方的一面镜子。中
国有非常强大的核心课程——
至少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有雄
心勃勃的学术标准，有受到高
度尊重的教育职业，有良好的
职业准备以及广泛的专业发展
机会。但是，中国学生的选择
机会要小得多，几乎没有第二
次机会，而且直到近年来才开
始运用技术手段，总体来说，
其教学方法更为传统。尽管中
国的学校进行了多次改革努
力，但其在允许足够多的学生
去发展个人才能和兴趣、鼓励
积极学习和解决问题以及保持
学习的热情方面仍显不足。

相 比 之 下 ， 根 据 国 际 标
准，近来，美国中小学的课程标
准仍相对较低，教育职业不像在
中国那样受人尊重，教师也没有
相类似的机会去发展并提高其
教学实践能力。但是，美国的课
程比中国灵活，学生有更多的选
择机会，更加个性化，同时，美国
的学校也更多地运用技术手段，
更加广泛地运用现代教学法鼓
励学生解决问题及创新。目前，

美国也有更多的高中后教育及
终身学习的机会。但是，中美两
国都在为来自较低社会经济背
景及具有外来背景的学生提供
更为公平的教育机会上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

1983 年，邓小平曾题词：
“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著名的美国教
育家约翰·杜威也说过：“最好
的、最明智的家长希望自己的
孩子所得到的东西，必定是社
会希望所有儿童都具有的东
西。”通过互相学习，我希望我
们能够开发出集东西方最佳水
平为一体的教育体系，创立有
助于所有年轻人掌握21世纪所
需的知识、技能和个人特质的
学校，使他们能够在一个快速
变化的世界里过上有意义、有
创造性的生活。

（本文选自《面向未来的世
界级教育：国际一流教育体系
的卓越创新范例》书序）

【美】 薇薇恩·斯图尔特
著 张 煜 李 雨 英 子 张 浩
然 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勾画未来世界教育的蓝图
【美】 薇薇恩·斯图尔特

书房是一个人知识的加油站、精神的栖息
地，走进一个人的书房，可以窥见这个人的阅
读品位和审美趣味。在我狭小而凌乱的书房
里，有几位特别的客人，他们出版的书被我全
部收藏，并且放在特别醒目的位置。在命运的
层次上，苏童、赵恺、吴非三位作家的作品，
对我有重要意义。

小说家苏童是我中学时代崇拜的偶像，他
的作品伴我度过了敏感躁动、忧郁善感的青春
期。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我从语文老师那里
接触到小说集 《少年血》。开篇 《桑园留恋》
就把我深深吸引，我沉醉在几个男孩和丹玉之
间朦胧而又搞怪的爱情故事里，顿时产生了一
种心灵上的共鸣，青春期的男孩子，对待初恋
的态度也许都差不多吧。书中以“童年视角”
叙述的青春期故事，被苏童特有的浓郁多情的
江南笔调描绘得摇曳生姿，大大增加了故事的
可读性，让我轻松进入他制造的文字迷宫而难
以自拔，好像这些故事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我至今记得书中一些细节和画面，《金鱼
之乱》 里提到两种金鱼的名字叫“朝天龙”和

“蓝丹凤”，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这两种金鱼的
名字，它们给我带来无穷的想象。《伤心的舞
蹈》 里赵文燕是一个有舞蹈天分的女生，谁知
她上台演出时却意外尿裤子了，舞蹈老师段红
又中途离奇死亡，人物命运的无常，故事的离
奇曲折，既带给我阅读的兴奋，又有不能接受
的无限伤感。那时候 《少年血》 被我翻烂了，
每个故事我都能脱口而出，我的作文水平就在
阅读 《少年血》 的过程中得以迅速提高。于是
在作文课上，我会编撰一些类似书中的少年故
事，且有模有样，还受到老师的表扬。初三毕
业时，我已把当时苏童出版的作品 《蝴蝶与
棋》《世界两侧》《米》《婚姻即景》《我的帝王
生涯》 全部买齐。我沉浸在阅读的幸福时光
里，内心获得一种巨大的充盈和满足，这种精
神的愉悦让我忘却了当时贫困的物质生活，好
像人生看到了一束光亮，指引我向前去。

读大学时，在一次文学讲座活动中，我接
触到了本地诗人赵恺。近三个小时的报告，台
上诗人激情澎湃，台下听众灵魂燃烧。讲座结
束后，从报告厅出来，外面漫天飞雪，我一个
人走在松软的雪地里，头脑中回忆着诗人激情
洋溢的讲座，内心难以平静。本来我是不怎么
喜欢当代诗歌的，可是听了诗人的讲座，想到
诗人多舛的命运，想到诗人杜鹃滴血、春蚕吐
丝一般紧贴时代脉搏的写作品格时，我竟有点
落泪的感觉。我突然觉得，优秀的当代诗歌照
样能够惊醒心灵、点燃希望。于是我开始读他
的诗，了解他的故事，慢慢走近这位历经苦难
而又才华横溢的诗人。曾经，我心里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一个时代出现一位杰出的诗人，到
底需要怎样的条件和机遇？多年后，当我和诗
人成了忘年交之后，我终于明白淮阴这座城市
为何能走出诗人赵恺了。诗人历经苦难与沧
桑，不但富有才情激情，而且一直把讴歌时代
和人民作为自己的诗歌美学。

记得初次走进诗人的书房，藏书不多，但
《杜甫全集》《韩愈全集》《鲁迅全集》 赫然在
列。我突然意识到经典的重要性，在文学的天
平上，一本经典足以让一千本三流作品立刻失
去重量。诗人的作品数量不算多，迄今只出版

《赵恺两卷集》 和 《共命鸟》，但他的作品，只
要出手就是精品。他的诗歌遣词造句奇崛独
特，意象大气恢弘而又不失蕴藉哲理，常有警
句让人回味再三。诗歌 《我爱》《第五十七个
黎明》，散文 《荷花荡记》，小说 《木笛》，均
被收录进 《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及大、中、
小学教科书，他不追求数量，他追求以一当
十，与诗歌共命的创作态度。现在诗人仍坚持
创作，且追求诗歌的“暮年变法”，这让我想
起了冰心的一句话“是不是真正的诗人，要看
他老年的时候”。

工作以后，有一段时间，我一度迷失自
己，或许是对当时学校僵死的管理制度有诸多
不满，或许是人一旦置身偏僻乡村，就会缺乏
一种雄心壮志和足够的激励，更欠缺一种抛弃
安逸的勇气和藐视平庸的大气。那段时间，我
较为消沉，人的可悲就在于自己感觉到自己在
堕落。两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吴
非老师的 《不跪着教书》，我用了两天时间，
把这本书匆匆看完了，书中很多深刻的让人心
跳加快的语句都被我大段大段画了线。

在我眼里，吴非老师不仅是一位出色的语
文老师，更是一位思想者。“想要学生成为站
直了的人，教师就不能跪着教书”“语文教师
不能跪着教语文，如果教师是跪着的，他的学
生就只能趴在地上了”⋯⋯振聋发聩，石破天
惊。试想，如果教师没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他
的学生会是什么样的人？反观当下，我们只顾
培养学生刷题的本领，而忽视了学生质疑和批
判精神的培养，长此以往，我们这个民族还有
希望吗？吴非老师说过：“只要肯读书，一切
都不难。”说得真好，语文教师的精神觉醒，
必须从阅读起步，回归常识，说正常话，做正
常事。于是，我从纯文学阅读开始转向吴非老
师的教学杂感和思想随笔，从 《前方是什么》

《致青年教师》《迷失的灯》，到 《王栋生作文
教学笔记》《课堂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一本一
本读下来，我成为吴非老师的忠实粉丝了，他
的想法和做法，如无声的细雨一样，默默影响
着我的言与行。吴非老师的文章读多，你自然
而然就会有一种“立”起来的感觉，只要你是
一位“立”起来的老师，你就找到了做教育的
底气和做教师的全部尊严。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蒋集九
年制学校）

书房里特别的客人
唐伟

读书那些事

书里书外

本书是孙绍振文学作品解读系列之
一。目睹西方前卫文学理论在文学文本
解读面前“一筹莫展”的困境，作者以其
足够的文化自信，致力于在继承批判西
方古典文论、中国古代文论过程中，进行
文学的（审美、审丑、审智）价值的坚守和
理论的突围，当仁不让地提出建构中国
式的文学文本解读学的历史使命，原创
性地提出真、善、美三维“错位”，颠覆僵
化的内容决定形式，提出形式强迫内容
就范，创造内容，并从大量的实例中，深
度地揭示出诗歌、小说、散文的特殊规律
和系统结构。全书据课堂录音修订补
充，学术语言为明快生动的口语代替，智
性的深邃与幽默的谐趣水乳交融，现场
师生互动的氛围洋溢，聪明的读者不难
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

本书收录了语文名师邓艳
萍 20 多年来的教学精华，展
现了一线语文教师的成长历
程。主要呈现了邓艳萍老师在
语文教学中的所思、所感、所
教，从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和
教师风采三个方面，证明了当
下的语文课堂原来可以如此赏
心悦目。从教师生存状态的反
思，到语文的优雅教学，每一
个细节邓老师都在为快乐老
师、美丽语文而努力，并将这
一份能量传递到教室的每个角
落。

（梁杰 整理）

本书以杜威的名著《民主主
义与教育》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回
顾了《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及杜
威教育思想在中国、德国、俄罗斯
和日本的传播过程；梳理了西方
教育学者对《民主主义与教育》一
书的直接论述，以及对杜威民主
主义教育思想的批判吸收；探讨
了拉丁美洲新教传教士对杜威教
育思想的理解和运用；从自由主
义发展的历史视角，评估了杜威
的新个人主义和民主哲学；对杜
威以实用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探
究与创新”教育思想进行了再解
读。本书还收录了《约翰·杜威年
谱简编》，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三种
较为详尽和完整的杜威年谱。

《文学解读基础——孙绍振课堂讲演录》 《〈民主主义与教育〉：百年传播与当代审视》 《发现，语文课堂之美：语文名师邓艳萍教学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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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出版社

邓艳萍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孙绍振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好书荐读

选自选自《《于漪知行录于漪知行录》》插图插图

编者的话：经典值得细读，好书不容错过。有些书虽
然不是当年的新书，却能令读者捧读时眼前一亮，爱不释
手。“好书荐读”栏目为教师们精选近年来出版的教师读
物，同时您也可以把感动自己的好书推荐给大家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