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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教育是什么标准？
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的问题，但能教育出
好孩子一定是好教育的一
个目标。最近，读了深圳
大学城丽湖实验学校校长
房超平的 《好教育成就好
孩子》（作家出版社），令
我眼睛一亮，这是一本为
好教育开出良方的书。

“天下本无熊孩，是
后 天 的 不 当 教 育 ‘ 教 ’
出了熊孩！”这是 《好教
育成就好孩子》 一书的
基本判断，而这也是来
自教育实践符合教育规
律的科学判断。房超平
校长以自己几十年的教
育实践，总结出了解决
当 前 教 育 问 题 的 法 则 ，
这就是他的“解密熊孩
变 学 霸 的 45 条 法 则 ”。
作者针对孩子成长中的
问 题 ， 通 过 “45 案 例 +
45×3 个解读”，推出 45
个教育法则，颠覆传统思
维，大胆批判创新。

仔细阅读 《好教育成
就好孩子》，其中有三个
重要的观念能引起家长与
教育工作者深入思考。

其一，好教育应该是
尊重的教育。教师、家长
和学生之间缺少必要的尊
重，这是当前许多教育问
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因为
缺少尊重，师生对立、亲
子对立，有的矛盾还发展
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如
针对许多家长与教师束手
无 策 的 “ 网 瘾 ” 问 题 ，

《好教育成就好孩子》 告
诉我们，要正视孩子的上
网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
办法：第一，无条件尊重
孩子。“尊重孩子应该是
无 条 件 的 ”， 许 多 家 长

“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孩
子的内心世界，更谈不上
尊重孩子”。之所以会出
现那么多的孩子顶撞老
师、家长，这是因为，长
期以来，教师、家长在与
孩子的沟通中缺少对孩子
的尊重。尊重孩子要落实
在教师与家长的日常行为
习惯中，如教师最好不要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批评训
斥孩子，更不要让孩子在
到教室外面自省，这样做
会让学生没有尊严，会给
学生带来巨大的心理压
力。家长教育孩子不能将
自己工作生活的不顺迁怒
于孩子，也不能将自己未
能实现的人生理想寄托于
孩子，家庭教育要和颜悦
色，多听孩子的解释与说
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不能根据自己的推断妄下
结论，让孩子感到委屈。
第二，在尊重孩子的前提
下 ， 利 用 契 约 的 办 法 。

“ 限 制 上 网 ， 只 会 越 限
制，问题越严重。不如和
孩子协商确定节制上网的
办法。”如一天在有效做
完作业后，可以上一定时
间的网等等。契约教育的
办法，可以说综合了强势
与宽松教育两者的优点，
核心是突出了自我教育。
契约一旦制定，家长与孩
子都要坚守。第三，小问
题抓紧教育，大问题适当
理解。在问题产生的初
期，就抓紧解决，将问题
消灭在萌芽中。遇到大的
问题，家长与孩子要一起
分析问题，要帮助孩子寻
找出现问题的原因。互联
网时代，教育发生了很大
变化，互联网改变了教育
的环境，改变了学习的方
式，改变了师生的关系，
老师、家长不能视互联网
为洪水猛兽，一棍子打
死，而要因势利导，让孩
子在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
有效利用互联网学习、娱

乐、交际等。“互联网+
教育”已经成为培养孩子
创新意识、实践动手能力
的必然选择，关键在教育
工作者如何引导学生有效
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

其二，好教育应该是
个性化教育。“每一个孩
子都天真可爱，每一个孩
子都是天生的学习者。”
这是 《好教育成就好孩
子》 的又一基本判断。什
么叫好的教育？著名教育
家顾明远先生认为：“最
好的教育就是适合每个学
生的发展的教育，这也是
最公平的教育。”《好教育
成就好孩子》 的许多案例
非常注重学生的个性与特
点，注重因材施教。第三
章第一个案例是“呵护每
一个孩子的独特个性”。
有个性的孩子我们要特别
对待，比如好老师会将

“某个孩子学习有什么特
点都会记录在案”，“给这
个孩子布置学习任务时要
注意这些特点”。第三章
第七个案例是“尊重每一
个孩子的特殊习惯”，文
中指出了当前老师们的错
误做法：“老师们往往对
孩子们提统一的要求：谁
不按要求做，谁就是跟老
师过不去。这样的做法，
违背了一个基本常识：每
个孩子都是不同的，没有
使用于所有孩子的相同方
法。”第四章第三个案例
是“发现每一个孩子的

‘闪光点’”，文中告诉我
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
特的成长过程，每个人经
过努力都可以成为人生的
赢家。”这些深刻的思想
都需要老师和家长深入思
考，并在育人实践中贯彻
落实。

其三，好教育应该是
爱的教育。爱是教育的核
心与灵魂。不爱孩子的老
师不是好老师，不宜从事
教育也做不好教育工作。

《好教育成就好孩子》 第
五章第二个案例是“像对
待子女一样对待学生”，
作者指出：“受委屈时，
孩子才知道大人爱不爱自
己。”老师要爱学生，不
仅要爱优秀生，还要爱差
等生，要一视同仁，用自
己的爱心解决学生出现的
具体问题。“寓教育于游
戏之中”“保护孩子的问
题意识”“每个家庭活动
都要承载教育功能”“好
习惯——父母给孩子的最
佳礼物”“厌学不是孩子
的错”“无错推断：解决
孩子问题的必要手段”等
案例，都是 《好教育成就
好孩子》 经过具体案例检
验过的育人结论，也都是
爱的教育的重要延伸。

作者房超平校长，做
过幼儿园、小学、初中和
高中教师，指导过许多不
同学科的教师和不少家长
的家庭教育，书中的 29
个案例都是作者亲自实践
过的。通过挖掘教育现象
背后的深刻哲理，从实践
中总结教育法则，有案
例、有良方、有指导、可
操作，这是 《好教育成就
好孩子》 被我看好的主要
原因。教育涉及学校、家
庭、社会各个方面，要想
培养出好孩子，孩子自身
努力很重要，但家长、老
师的责任重大。作者没有
高深的理论论证，没有过
多的数字罗列，而是用一
个个鲜活的案例给我们回
答了什么是真正的好教
育：好教育=“开明的家
长+智慧的老师+有效的
方法”。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
学副校长）

好教育的
三个视角

党怀兴

时不时读到冷玉斌老师的一些
文章，总被他悲悯的情怀和深邃的
理性思考所触动，只有善于阅读、
勤于实践的人，才能体察到教育教
学过程中的那些细微之处，才能写
出这些触动人心的文字。冷老师所
著的 《教书·读书》 一书，汇集了
他近年来在教学、阅读领域的所思
与所想，让我从一个侧面加深了对
冷老师教育信念、教育主张的理
解，也更加敬佩他在教书、读书方
面的坚守。每个教师成长的道路各
不相同，但勤于学习、精于实践恐
怕是少不了的两大“秘诀”，再加上
坚持不懈的恒心和毅力，就一定可
以形成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与风
格。冷玉斌老师就是一个很好的典
范。

教师的儿童观

我们每天所做的事情、所做出
的决定，其实都是受某种观念所决
定的。观念决定着人们的行为方
式，行为方式直接影响事情的结
果。教师的教育观念是在教育、教
学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对相关教育
现象，特别是对自己所教的学科、
对自己的教学能力和所教学生的主
观认识。它直接影响教师对教学问
题的知觉、判断，进而影响教师的
教学行为。在这些观念中，教师的
儿童观、学生观尤其重要。

先读一读冷玉斌老师讲述的小
学生小寒的两个故事吧。

第一个故事是在数学课上发生
的。有一道题目：一个班级 17 个小
朋友，每人分一个苹果，应该选哪
个算式？题目的下面是四个盘子，
每个盘子里有一个算式，让孩子们
选择哪个算式对。小寒因为选择了
10+8 这个算式，挨了数学老师一顿
批评。回家之后爸爸问小寒为什么
这样选，孩子回答说还有一个苹果
是留给老师的。可惜的是老师看到
小寒的选择后没有给他说话的机
会，还责怪他把如此简单的题目答
错了，没有想到孩子错误的背后还
藏着一个美丽的世界。

第二个故事说的是小寒某天早
读课上在玩，被值班的同学发现后
罚站。老师问他为什么不读书，他
回答说读过了。老师接着问，你会

背了吗？小寒接连将三篇课文背
出，并且一字不差。没想到老师紧
接着又提出了新的要求——背诵要
有感情！老师因为小寒玩耍而生
气，所以要检查他的作业完成情
况，准备惩罚他。因为小寒没有在
规定的时间里做老师布置的事情，
孩子此前在学习上的所有努力都失
去了意义。从小在这样的环境里训
练出来的孩子，他的自信、独立意
识和创造能力该如何呵护？

对照一下我们的课堂，这样的
故事是否频繁在课堂上上演？如果
一个班级各科教师都秉持这样的儿
童观，一所学校的教职员工面对这
样的故事都习以为常，那整个学校
的教育生态就是畸形的。学生是发
展中的人，发展所依赖的最为重要
的文化资源不只是课本和教材，还
有学生和同学、教师、周边世界互
动的过程中所置身的文化情境和产
生的相互作用。有什么样的儿童
观，就会形成与之相契合的课堂文
化、学校文化，这些文化会反过来
作用于孩子的成长。

在书中，冷玉斌老师从多个角
度向读者阐述了什么是正确的儿童
观。比如善于关注学生的情绪，意
识到学生在校一天的学习和生活都
与他的情绪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比如在课堂上要善于用儿童的思
维、儿童的语言来和学生进行交
流；比如善于聆听孩子的话语，鼓
励孩子提出有趣的问题，好好地和
孩子进行讨论；比如教材中的选
文，既要尊重作者的本意，不要随
意删改，又要相信孩子能够理解作
者的意图，不要小看小孩子，等
等。于永正老师说，教了 47 年的
书，最后将自己教成了孩子。这句
话的背后，体现的就是他的儿童观。

阅读的本质

读冷玉斌老师的文章，你会有
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那就是他阅
读面的宽广、知识的渊博。不同领
域专家的重要观点或精彩论述，他
总是信手拈来，和自己的思考、自
己的观点融为一体，相得益彰。在
大量阅读的同时，他非常善于联系
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实际，在理论联
系实际的过程中品味知识的价值，

提升工作和生活的品质。
我很赞同冷玉斌老师的这一观

点：“从某种意义上说，阅读的本质
就是‘联结’。联结书与书，联结书
与人，联结人与人。”因为读一本
书，想起了此前阅读过的其他书
籍，想起了其中的一些重要观点；
因为读一本书，让原本陌生的一个
人走进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感
受他的呼吸、感受他的思想悸动、
感受到他与众不同的性格特点和独
特的成就⋯⋯有不少作者，就是通
过这样的方式“相识”的。

在今天的社会里，人最应该具
备的一种能力就是终身学习的能
力，这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就体现
在人对阅读本质的理解和运用上。
我们每天都要阅读很多材料，获取
大量的信息，这些材料和信息大都
是通过图文的方式，用纸质的或者
电子格式呈献给我们的。我们在看
到这些材料和信息时，首先需要

“联结”的是用我们已有的知识储
备，以便对相应的图文信息进行解
读；其次，我们还会超越这些解
读，寻找字里行间、寻找图文背后
所掩藏的意义，并和自己的经验建
立起“联结”。

阅读的过程绝不是单向的信息
攫取和输入的过程，而是读者利用
自己的经验和智慧来解读文本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伴随着对
文本理解与自我意义的构建。每个
人的生活经验和阅历不同，对文本

的理解以及构建起来的意义也会各
不相同，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

人为什么能突破自身的局限，
不断地创新发展呢？一个很重要的
原因就是这种“联结”。虽然个人所
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是有限的，但通
过阅读建立起来的“联结”，可以将
一切人和一切物感知为一个整体，
设想尽可能多的人生，观看尽可能
多的事物。在这方面，物理学家霍
金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因为身
体的原因，霍金唯一能够从事的工
作就是理论研究。他正是通过阅
读，建立起自己与他人、自己与周
围环境、自己与整个宇宙的“联
结”，不断拓展自己研究的疆域，在
宇宙起源的研究方面独树一帜的。

迷人的图画书

最近一段时间，我也喜欢上了
图画书。

给孩子讲故事，最好要有一个
载体，孩子可以一边听，一边看，
图画书 （绘本） 显然是一个很好的
载体。孩子虽然不认识文字，但能
够辨析书中那些画面的意象，会由
此展开丰富的联想，会和自己的生
活经验“联结”，让读书的意义升
华。

但我确实不太会用图画书。给
孩子讲故事时，总是将注意力集中
在书中的文字上，将一页页的文字
念完，基本上就完事了，缺少对书

中的各种角色通过绘画方式所表现
出的环境、心理变化的关注，浪费
了很多手边的资源。读冷玉斌老师
的这本书，我才意识到一本图画书
至少包含着三个故事：“文字讲述的
故事”“图画讲述的故事”“文字和
图画相结合而产生的故事”，很多高
明的图画书作者，常常用画面的变化
来表达作品主角的喜怒哀乐，每一幅
图都有其独特的意义表达，文字只是
作为辅助的手段，来强化画面本身的
意义。一个真正的图画书读者，应该
尝试着从文字的角度、图画的角度、
文字和图画相结合的角度来仔细品
味作者所要表达的意境和韵味，丰富
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和认识。

“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先生
说：“图画书不是让孩子自己读的
书，而是大人读给孩子听的书。”这
一点我深为赞同。孩子具有很强烈
的学习欲望，但他也面临着诸多学
习的障碍。大人将图画书中的故事
讲给孩子听的过程，其实就是帮助
孩子与图画书之间建立“联结”的
过程。大人一遍遍地讲，孩子一遍
遍地听，时间长了，这些画面和对
应的语言，就会在他的脑海中深深
地扎下根。冷玉斌老师在书中说，
自己的孩子虽然不识字，但因为听
了很多次大人讲解的某一图画书，
可以一字不落地逐页将故事情节复
述出来，这样的情况相信那些坚持
给孩子读图画书的家长都经历过，
这些优美的故事以及所呈现的绘
画，会成为孩子童年生活非常重要
的组成部分，并对他的一生产生持
续的影响。

图 画 书 不 仅 仅 是 给 孩 子 阅 读
的，更是给成人准备的。日本纪实
文学家柳田邦男说：“人到了后半
生，更应该总是把绘本放在身边，
慢慢地、用心地阅读。在只顾工作
的奔忙中遗忘了的那些珍贵的东西
—— 幽 默 、 悲 伤 、 孤 独 、 相 互 扶
助、别离、死亡、生命，会像烤画
一样浮现出来。”“失去闲暇的信息
化时代，真正能够拥有深刻感动心
灵的时间和空间的媒体，最好的也
许就是图画书。”我们真的应该给自
己留点时间，用图画书来充盈自己
的精神世界，找寻自己的人生之路。
（作者系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

在教书与读书间诗意行走
常生龙

《教书·读书》
冷玉斌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书里书外

专家视角

获悉陈日亮先生《语文教
学归欤录》（上、下）（福建教育
出版社）出版，涌上心头的是惊
喜。惊者，先生年近八秩，新作
接踵而至；喜者，以我朝伴暮随
先生多年经验，深知先生从不
虚言妄言与空言。对语文教
学，先生每每道来，或令人拍
案，或叫人扼腕，也或让一些人
难以接受。但不论如何，在先
生自己，总是前后掂量、思考再
三的胸臆。

陈先生所发语文教学之
论，无不发自本人语文课堂教
学之体悟，几乎见不到食洋不
化、食书不化的教条。或是自
己躬行的体验，或是观察他人
语文课堂教学的感发。用先生
自己的话说，“我习惯于观察想
象，看着一个人学会语文的过
程究竟是怎样的，既从别人身
上，也从自己这里反省”。

并不是站在语文教学讲坛
上，就可以称之为“扎根语文课
堂”。所谓“扎根语文课堂”，在
我看来，须有两个基本要素：一

是要精心思考、谋划自己在语
文课堂上即将展开的教学行
为；二是要长期、系统地反思、
总结自己语文课堂上教学行为
的得与失。陈先生正是这样对
待语文教学、扎根语文课堂的
典范，所以先生所发关于语文
教学的宏论，不是凭空而发，他
言必生于自己语文教学实践、
反思与体验，是“扎根语文课
堂”的感发。

语文教学的本质是什么？
语文教学如何进行？课堂教学
与课外学习关系如何建构？语
文教学与学生习惯养成、主体
性培养、终身发展关系如何认
识？

种种问题不时涌入先生心
中，也促使先生把语文教学研究
之根越来越深地扎进语文课
堂。1980年秋，先生开始“培养
兴趣，注重规范，讲求方法，训练
习惯”的语文教改实验。从此先
生在探索语文教学之道的征程
中，再也没有回头，没有动摇。

陈先生常有“发他人之未

发”的言论，他或献出洞见，发
前人所不曾发现的；或敢于在
众口滔滔时，坚持己见，不肯附
和。这智慧与勇气，固然有来
自日亮先生多年的博览深思，
也有他一直扎根语文课堂的原
因。

关于何谓语文，陈先生在
回答《现代语文》杂志主编问时
说：“‘语文课程’和‘语文’本是
两个不容混淆的概念，从来许
多分歧论争，多半都源于二者
的纠缠不休。”长期以来，语文
教学界混淆语词与概念，各自
谈起“何谓语文”，类似鸡同鸭
讲，莫名其妙为语文是“语言文
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还
是“语言文化”争吵。陈先生认
为，语文课程“是学校里一程一
程地有计划有步骤地教和学语
文的功课”。如果要避免定义
的同语反复，把陈先生这句话
中的“语文”标示为“祖国语言
运用”，可能就是一个精彩的语
文课程的概念定义。

先生发语，总是以语文教

学的学理明辨为旨归，极少陈
见。关于语文教学教什么，陈先
生明确提出：“学习语言文字运
用，而不是学习语言文字内容，
这是历史性的胜利。”“语文既是
教形式的，也是教内容的，但归
根结底是教形式的。”

奖掖扶持后学是很多前辈
的优良品德，但陈先生却有不
同一般的做法。他聚焦年轻语
文教师课堂，在年轻人课堂上，
看到精彩处，他必赞赏。发现
问题时，也不吝指瑕。见到方
向性偏差，更是直言相告。正
是扎根语文课堂，先生对后学
的奖掖扶持总是表现出强烈的
现场感，以一种语文教学专业
发展引领的独特方式展开。

《语 文 教 学 归 欤 录》 分
上、下两卷。下卷间或也有先
生与其他语文教学研究者、名
师的往来书函，但主要是与全
国各地优秀青年语文教师来往
的信函。细细品读，不难发
现，很多信都是先生听了年轻
教师课堂教学之后的再思考与

及时反馈。
2011 年，先生致信福州

一中青年教师，“我最近想把
听语文组年轻教师上课的印象
写下来，同他们交流，争取写
出系列。”其时先生已七十有
余。陈先生听课，不是一般地
听，泛泛地议。对年轻教师的
课，他不但当场参与讨论，往
往回家以后还再三斟酌，不少
还极为认真地写出具体建议。
在致另一位年轻教师的信中，
他说，“我想再同你交流那天
的作文复习课。”“我必须向你
指出这一种‘聊天’式教学也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语虽直
率，殷殷之情却溢于言表。在
回复一位年轻老师 《雨巷》 教
学设计求教时，他说，“整个
设计须来个立场转换，即从教
师立场转向学生立场，让学生
谈感受和提出疑问，尽量避免
教师‘先入为主’和‘塞给结
论’。”对那些只关注文本解
读，醉心于课堂“展示自己才
华”的年轻语文教师来说，不

啻是一服良药。谆谆教导，是
要把年轻人引到语文教学的正
途上来，回到语文教学的本然
状态上来。

不管是批评还是表扬，陈
先生都紧扣课堂教学而言，结
合教学情境而发，明明白白，清
清楚楚。陈先生从不云遮雾
罩，示人一些半懂不懂的秘
笈。相反，或一语中的，或切中
肯綮，鞭辟入里，几无虚言。对
后学的奖掖，桩桩件件都落到
语文教学的专业提携上。

作为著名语文教育家，陈
先生论语文教学或许不像书斋
学者那样，追求概念的明晰、体
系的严整。但是，泛览全书，关
于语文教学的精言粹语却俯拾
皆是。无论是“得法养习，历练
通文”的提出，还是“教学文本”
的阐明，“教与不教”的睿智，都
体现长期扎根语文课堂的杰出
语文教育家所具有的知识的温
度、实践知识的机敏。

（作者单位：福建教育学院
语文课程与教学研究所）

语文教学研究之扎根与立言
鲍道宏

教师荐书

弗兰克·M. 特纳是当代最杰出的文化史及
思想史大师之一，他在耶鲁大学开设的系列讲座
公选课“欧洲思想史”数年来一直吸引着众多学
子。这门课程“透彻、易晓、措辞优美，没有晦涩的
术语”，揭示社会观念与思潮的演变，勾勒诸位思
想巨擘的形象与命运，从而提炼出自启蒙运动到
20世纪初叶欧洲思想史的精华，展现了在那个急
速变革时代欧洲历史的波澜起伏。《今日牛津》杂
志编辑理查德·A.洛夫特豪斯曾师从弗兰克·M.
特纳，他将特纳的授课录音及相关文字素材编排
整理，汇集成书。这本书展现了特纳对于现代欧
洲思想形成过程的睿见，也是如何讲授思想史的
绝佳范例。

教师是否有倾听的敏感、意
识，具有什么样的“倾听能力”和

“倾听习惯”，是教育能否成功的关
键所在。知名教育学者李政涛从倾
听的教育意蕴、名师的倾听之道、
教师的倾听能力、学生倾听能力的
培养、大时代的倾听之难等五个方
面，系统阐释了倾听的教育价值，
揭示了教师提升倾听能力的有效路
径和方法。要想真正走进学生内
心，促进学生成长成才，请从倾听
开始！

梁杰 整理

《从卢梭到尼采：耶
鲁大学公选课》

[美]弗兰克·M.
特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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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夫特豪斯 编

王玲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倾听着的教育》

李政涛 著
华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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