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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收到汤勇先生
馈赠的 《致教育》，手捧这本精致
而又沉甸甸的教育著作，心中油
然升起浓浓的敬佩之情。作者对
当下教育问题的一些辨析与看
法，给人以新的启迪。

在 《致教育》 中，汤勇说：
“不读书，我真的走不到今天。”
他结合自己对书的认识与理解，
认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一个
人的内心世界、一个人的品位完
全取决于他读不读书，读了多少

书，都读了什么书，读书可以决
定一个人的气质和面貌”。的确，
读书人与不读书的人是不一样
的。《曾国藩家书》 中有言：“人
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
唯读书可变化气质。”其实，每个
人的身上，都可看到阅读留下的
不同痕迹。正如复旦大学骆玉明
教授所说：“一个人一辈子要读过
一部大书。读过大书的人，会有
不一样的气象。”因为以书为凭，
可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有书作
媒，可以穿越古今，知晓天下。

在这个意义上说，阅读及其
质量，的确关乎一个人的素质养
成和精神状态。教育家苏霍姆林
斯基说过：“无限相信书籍的力
量，是我的教育信仰的真谛之
一。”由此我想起一件事情：作为
北大学生的冯友兰，第一次去办
公室拜会校长蔡元培，回来用

“光华霁月”来形容当时在场的感
受，那是一个浑身充满光辉的人
物，由于这个人的存在，整个办
公室都被照亮了。美学家叶朗认
为，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精神境界
有高有低，中国的传统要求我们要

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品质，涵养气
象，就必须读书，就必须有生活的
积累、思想的积淀。因此，我非常
认同汤勇先生的看法，“一个人能
够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那
将是不一样的生命状态，不一样
的人生风采”！

从 《致教育》 一书中，笔者
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爱”的教育
情怀。在汤勇先生看来，“教育最
本质的东西，是爱。”作为一种古
老而常新的人类情感，爱是一个
永恒的主题。

在谈到“教育需要爱”时，
汤勇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可以
什么都没有，但不能没有爱。”

“教育是有生命的，教育的生命不
是知识的简单传授，而是爱心的
传递。”我非常赞同他的观点。其
实，从孔子的“爱之，能勿劳
乎？忠焉，能勿诲乎？”到夏丏尊
的“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从罗素

“凡是教师缺乏爱的地方，无论品
格还是智能都不能充分地或自由
地得到发展”，到苏霍姆林斯基的

“我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都
在向我们彰显了一个“爱”字。

有了对“爱”的深刻理解，汤勇
进而指出：“优秀教师首要的一点
就是要爱学生，一个对学生没有爱
的教师，绝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
我一直认为，搞教育的人，特别是
教师，首先不是看他的学历，要看
他是否真正喜欢教育，喜欢孩子。
喜欢孩子的人搞教育，他就知道
应该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

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教师的
爱是渗透在教书育人的每一个细
节中的。如北京大学中文系袁行
霈教授讲白居易 《琵琶行》“座中
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他说“哭几回才能把青衫哭湿
啊，不是衣袖湿，不是手绢湿，
是青衫湿”，此时他眼中充满了泪
水，这就是教师，全身心投入，
进入作品之中，与作者情感共
鸣，捧出的是一片仁爱之心。

在现实中，对教育教学工作如
此投入的教师不是很多。有一些
教师对学生缺乏足够的耐心，他们
只关注学习成绩好的少数学生，冷
落、打击大多数学生。这样一来，
许多所谓的“差生”就是在这种冷
落、歧视中形成的，一些天资聪颖

的孩子的灵性也在教师的管制之
下被埋没。为此，汤勇在《致教育》
一书中呼吁，作为教师，我们一定
要“把学生的一切放在心上”，设身
处地为孩子着想。

在 《致 教 育》 中 ， 汤 勇 对
“教育是职业还是事业”这一问题
的阐述，可谓深入浅出，鞭辟入
里。他分析道：“职业是什么，职
业的本质是交换，我付出劳动，
你给我报酬和利益；事业不是交
换，事业是超越交换的。职业的
动机是生存，是养家糊口；而事
业是为了自身的价值、人生的意
义，它是一种更高层面的东西。”
当然，汤先生这里主要是针对校
长做教育的态度而言。其实，做
教师亦然，从某种意义上说，教
师的专业发展与其职业认同、敬
业精神是分不开的。

关于职业与事业之区别，中
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刘彭芝
在 《怎样办好今天的中学教育》
的演讲中也有一段很好的阐述：

“职业是一种谋生的途径，事业是
一种人生的追求；职业有八小时
之内和八小时之外、工作日和节

假日之分，而事业往往是‘全天
候’的、全身心的；职业一般只
需要物质和技术，而事业更需要
理想、精神和情感。职业是事业
的基础，事业是职业的升华。”其
实，刘校长的这番话与汤勇书中
的看法可谓异曲同工。在汤勇看
来，“今天工作了明天还想工作，
那就叫事业；今天工作了明天不
得不工作，那就叫职业”。

无疑，比之其他职业，教师
职业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将教育
当作事业，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
育事业，这是教育工作者的第一
门必修课，也是加强教师队伍建
设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见，事业
与职业虽一字之差，所折射的态
度和精神境界却截然不同。

总而言之，《致教育》 是一
部可以让人不忘初心、宁静致
远的书，更是一部能够引领读
者 回 归 教 育 本 原 的 书 。 我 想 ，
这也正是作者将自己十多年的
教育经验与思考汇集于本书中的
意义所在。

（作者系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网上海研发中心副院长）

“不读书，我走不到今天”
潘裕民

墨香幽幽，这是从 《蓬勃生
长欢乐颂》 字里行间流出的书
香，杨九俊先生 《幸福教育的样
子》 第三集新近问世。作为昔日
同窗，工作上又多有交集，翻阅
这本书，有一种熟悉而陌生的新
鲜感，字里行间所流淌着的思
想，浓浓墨香中透出的新意，每
每让我有怦然心动的感觉。全书
收入作者近年来在 《中国教育
报》《人民教育》 等媒体上发表过
的文章共 45 篇，分为“筑梦未
来”与“行板如歌”两个部分。
作者这样分类，自然有他的道
理，但通读全书，我更愿意以这
样的方式分类理解：校长与学
校、课程与教育、教学与教师。

打开目录，除 《最美教育的
样态：蓬勃生长》 这带有开篇意
义的卷首文章外，排在前面的几
篇均为应 《中国教育报》 之邀撰
写的一组学校文化系列。这组文
章一篇一主题，涉及学校文化的
顶层设计、中层调适、底层落实
诸多方面。文章虽不长，但都是
干货，犹如一本浓缩的 《校长文
化管理学》，反映了他多年的思考
与积淀。

这本书的重头戏当数可归入
“课程与教育”的这类文章。从
2003 年到 2017 年，文章跨越了
15 个年头，连缀起来甚至带一点
编年史的味道，它们从一个特殊
视角见证了本世纪初我国启动的

第八次课程改革在“思想的碰撞
中前行”的历程。翻阅这些文
章，课改前行中那一幕幕思想碰
撞与实践探索的图景，像过电影
一样在眼前闪过。《经济社会发展
与课程改革》《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顶层设计的基本思想》《课程
改革实验的推进策略》《样本先
行 引领发展》《学校课程能力

“再造”》 等等，重温这些文章，
对于我们回到原点，不忘初心，
深化理解课改为什么出发，并坚
定信心，砥砺前行，仍有不少启
迪。而当课改初期的新鲜、热闹
与好奇退潮之后，步入课改瓶颈
期后暴露出的矛盾与问题，开始
困惑着人们。比如三维目标被机
械地分解、满堂问取代了满堂
灌、合作学习成为一种形式⋯⋯
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与困惑，怎
么看又该怎么办？《新课程三维目
标：理解与落实》《课程标准的基
本精神与教学期待》 等文章，则
是对这些热点与难点问题及时回
应之作。

本书中涉及“教学与教师”
这一范畴的文章虽不是最多，读
来同样能让人获益不少。与一般
行政人员或研究者不同的是，作
者曾在中小学、师范学校等教学
一线摸爬滚打多年，做过学校管理
工作，又是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因此，即便是从事行政工作，他也
经常走进课堂。他既走进课堂又

走出课堂，站在一个更高的视角对
课堂教学进行诊断、评价与指导。
本书下篇“行板如歌”中不少文章
虽是为校长老师出版专著所写的
序，但大多阐述了他对教学的理解
和教师专业成长的指导意见。

通读全书可见：以人为本，
从人出发，发展好每一个学生，
是一以贯之的主题。本书多次提
出“新人”的概念，这是作者对
学校培养目标的个性化的理解与
概括。收录在本书的每一篇文章
几乎都有一个指向：为了培养德
育为先、能力为重、素质全面的

“新人”。
作者多次说过，教育教学研

究 的 表 达 不 应 当 说 “ 普 通

话”——普普通通的话，而应当
说“自己的话”；他在指导学校文
化建设时也经常强调：要“寻找
属于自己的句子”。细细读来可
见，无论是“筑梦未来”还是

“行板如歌”，都有许多他“自己
的话”，也可以说，他找到了“属
于自己的句子”。

有人说，当下的教育表达有
三种方式：行政话语、学术话
语、实践话语。借用作者的话就
是有“三种句子”。我认为，杨九
俊的表达是汲取了这三种话语方
式之长，融铸成为“属于自己的
句子”。这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取决
于他的学历和阅历。多年来，他
如同沿着一座旋转楼梯拾级而

上，而这个楼梯的圆心就是教
育。从民办教师到校长、特级教
师，从基础教育处长到教科院院
长、教育学会会长，不同的角色
转换，但始终没有离开教育这个
圆心。这样特殊的人生旅程让他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
一种独特的话语体系和表达风格。

他 的 “ 句 子 ” 是 顶 天 立 地
的。他是从田野里走出来的教育
专家，不仅熟悉基层，而且对脚
下这片教育热土充满了深情，坚
守着务实的精神与服务一线的立
场。他的研究是接地气的，本书
的总体风格是务实而不务虚，基
于实践研究问题，积极回应了学
校生活中的师生关切。即便是讨
论具体而微观的课堂技术与细
节，他又有超越一般基层教育工
作者的视野与站位，比他们看得
远，把得准，这就是他的一些文
章常能够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思想
境界的原因。

他的“句子”是学术的，又
是通俗的。与当下有些学院派专
家的话语表达不同，杨九俊的表
达既有学术的严谨与规范，又有
大众欢迎的通俗与流畅。有人戏
言，专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
把大家都懂的事情说得让人听不
懂，另一类是把不懂的事情说得
大家都懂。很显然，杨九俊属于
后一种，他不会故作高深，用一
些外来的概念和术语包装自己的

文章，而总是用大家能够接受的
话语方式来阐释那些非常专业的
问题，所以，本书读起来让人感
到亲近而无障碍。

他的“句子”是理性的，又
是感性的。应当承认，收入本书
的文章没有纯理论的研究，大多
是对教育生活中热点问题的解剖
与解释，是对学校发展以及课程
改革中遇到问题的分析与对策。
也许与他当年的学术背景相关，
本书中许多文章所涉及内容不是
用抽象概念来定义，而是借助于
形象、比喻等手法来描述与说
明，甚至经常借用一些文学的手
法来解释教育科学的原理与概
念。他特别喜欢“激活”“生长”
这类词，也善于借用一些中外谚
语，把教育的目的、过程与结果
表现得通俗而晓畅。

杨九俊是乐观的，生活中这
种乐观豁达、积极向上的性格自
然也投射到他的作品中。坦率地
说，面对时代的要求与社会的选
择，教育并不轻松，校长与教师也
有很多无奈，但在他的作品里，更
多地看到的是阳光流淌、奋发向
上，是山阴道上美不胜收。作为

《幸福教育的样子》的第三部，书名
为《蓬勃生长欢乐颂》，一部本来抽
象的教育文集却有了这样一个生
动形象、有声有色的名字，显然
荡漾着作者本人乐观向上乃至有
点浪漫的性格色彩。

他用自己的“句子”诠释教育
——读杨九俊《蓬勃生长欢乐颂》

丁昌桂

《蓬勃生长欢乐颂》
杨九俊 著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书里书外

灯下漫笔

新书速递

《教坛春秋——20 位小学教
师的境界与智慧》

陶继新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小学名师是怎样炼成的？要
成为小学名师应具备怎样的品质
和能力？本书精选了 20 位小学
界的名师，如贾志敏、邱学华、
于永正、管建刚、陈琴、韩兴
娥、薛法根等，通过作者对他们
的采访与对话，介绍了 20 位小
学名师在教育教学上的探索、成
就和人生境界、育人智慧等，对
一线教师的成长有一定的启示和
帮助。书中名师们独到的教学理
念，独特的教学方法，他们的创
新与突围，他们的育人智慧，将
给读者带来难忘的阅读体验。

《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学》
余文森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核心素养是贯穿国家课程标
准修订的一根红线，是课程实施
和教学改革的总纲和方向。核心
素养如何落地？课堂教学怎样培
育学生的核心素养？本书从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入手，从一
线教师最为关注的内容出发，系
统回应了这些问题，并从理论、
观念、操作三个层面对核心素养
导向的课堂教学进行了深入阐
述，包括核心素养的意义、核心
素养导向的教学观重建、核心素
养导向的教学基本策略三大主
题。

《汉字文化的魅力》
沧浪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对联、谜语、诗词、书法、
文章等传统文化项目，自古就是
人们寄托情思志趣的手段。本书
以对联、谜语、诗词、书法等为
题，分门别类讲述妙趣横生的文
化事件和故事。这些文化事件或
故事依托汉字独有的音、形、义
系统所构成的强大的表达功能，
呈现出文人雅趣、平民自娱、浪
子不羁、怨女忧思等不同的意
趣，彰显出汉字文化无与伦比的
魅力。妙趣横生的故事读来轻松
愉悦，读者在增长传统文化知识
掌故的同时，对于中华文化载体
的核心——汉字，有了更为直观
而感性的认识。

梁杰整理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多少次
设想着，倘若我漫步于厦大附中
校园里的话，我一定会去寻找那
张贴在钢琴面板上的纸条，亲自
感受一个学子对于母校的留恋和
对于学弟学妹的美好祝愿。我明
白，即便我只是厦大附中的一个
局外人，我的心中依然可以满满
地感受到教育之美。

何为“真实的教育”？这其实
是我阅读 《安静做真实的教育》

（姚跃林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 的前前后后，一直在思考的
问题。姚跃林通过他自己的教育
经历，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真实的教育，是不能在刚起
步的时候就将一部分学生丢下，
是要给“学困生”提供合适的教
育资源，让他们得到及时、合理
的帮助，以免陷入长期的“陪相
公读书”的痛苦境地中。真实的
教育，是教师不仅出现在教室里
课堂上，还生活在学生中，让教
师真正成为学生人生道路上的良
师益友，及时地给有成长问题与

烦恼的学生带去帮助。真实的教
育，是校园应当是充满诗意的乐
园。“即使暂时还不是，但我们要
尽己所能，努力营造这种‘诗
意’的氛围。”这里要有运动，有
歌声，有欢笑，有各种各样展示
生命之美、成长之美的存在。真
实的教育，是学生们看到了自己
的辛苦与付出，他们“有感情，
懂得感恩，是教育的成功”。“如
果只能培养木头人似的‘学霸’，
则根本谈不上真正的教育。”真实
的教育，是让学生毕业离开学校
以后，依然会时时想念当年的美
好时光。

如果说在姚跃林的笔下，流
露出颇多针砭时弊的正直之言的
话，那多半也是他坚守之余的旁
逸斜出。读到它们，我有自鸣得
意的满足感，像是一个小孩在收
成过后的田野里拾到了麦穗。

姚跃林认为，教师的第一专
业是“老师”，而非语文、数学、
英语等科目。要当“经师”，更要
当“人师”。他指出当下师范教育

的最大问题是过于重视学科教
育，而忽略了“老师教育”。与此
同时，教师的招聘考试中，“一俊
遮百丑，只要会做卷子会做题，
其他皆可忽略”。所以，当下的教
育中，出现了许多很会教书很会
讲课的教师，也出现了很多不会

“当老师”的教师。其实，这依然
是应试教育带来的明显弊端。学
生变得只会考试，成绩的高低成
了衡量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所
教班级的成绩高低也顺理成章地
成了评价教师高明与否的最重要
甚至唯一标准。

姚跃林认为：“而一个教师要
从称职进步到优秀，无论如何不
能缺少‘挚爱’：对学生和事业诚
挚的爱。”我从姚跃林的身上看到
了这份爱。他很乐观又自信地认
为厦大附中在十年内的进步是完
全可以期待的，但是他想到更多
的是“要花一部分精力为十年后
附中的健康持续发展奠基”，所以
他主持举办了各种论坛和比赛，
加大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力度。这

就是对教育事业最诚挚的爱。有
多少校长抑或教师打着“教育”
的旗号，公然实践着反教育之
举？为的只是在自己任内出成
果，得到家长赞赏，得到领导认
可。当别人顺水推舟地跷着二郎
腿躺在功劳簿上自以为是的时
候，姚跃林的目光聚焦的是很远
的未来，他的选择与追求也恰恰
诠释了真正的教育之爱。它不仅
没有丝毫杂质，而且没有时间的
具体期限。

姚跃林的坚守，给教育中人
带来更多的不是示范，而是启迪
与引领。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
的：“身处其中作为者何？独善
其身已然不能，遑论兼济天下！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坚守。”坚
守，则意味着要懂得拒绝、学会
拒绝。这是在现代社会中，活出
真正自己、呵护真实教育的必由
之路。作为一个学会拒绝的校
长，他首先需要的是非凡的胆识
和傲然挺立的脊梁。不唯官、不
唯权、不唯上。其最直接最性情

的体现，就是责无旁贷地说真
话。姚跃林说：“涂抹是文化，
不涂不抹也是文化，应当允许人
们有选择的自由，不要动不动就
用评比、通报、‘连坐’的办法
逼人就范。从实际效果看，我反
对铺天盖地地张贴标语口号、名
人名言的做法。”关于校园文化
建设，他还说：“现在通常设有
专管校园文化建设的机构，行政
过度干预导致‘规范’泛滥，文
化‘工程’繁多，评估标准无所
不包，以致校园文化千校一面，
缺乏独特价值。”谈及学校特色发
展时，他说：“最高明的舞者，戴
着镣铐也能跳好舞，也必须跳好
舞。如果信念和信仰坚定，你大
可做个‘不听话的孩子’，要扣分
让他扣好了。将功利放下则一切
皆可放下。”能够说出以上言语
的人，一定还需要清醒的头脑。

秉承一颗安静的心，不盲目
地追随社会潮流而动，更是不易
之事。我以为，这种坚守才是最
难的。姚跃林说：“在竞争开始

蚕食所有参与竞争者的利益的时
候，在物质主义甚嚣尘上的时
候，学校教育要弱化其工具属
性，重视价值引领和价值判断力
的培养。”校园的占地面积是有
限的，校园的天空是有限的，校
园的学生数量再多也是数得过来
的，但是因了教育“百年树人”
的意义，校园都应该是熙来攘往
的社会中的一片乐土，那少年之
心在这片乐土上健康快乐地成
长。

何为真正的教育？这是我多
年以来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就目前来讲，“真实的教育”并不
等同于真正的教育。相对于后者
来说，前者更需要认清教育在某一
个历史阶段的土壤与空气。而后
者，无疑是人类有史以来一直在孜
孜不倦地追求的一种理想化的境
界。有朝一日，倘若真实的教育与
真正的教育画上等号了，那必定
是人类社会的美好时光。

（作者单位：福建省惠安高级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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