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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杨适文
集》 煌煌 5 卷，集杨适先生 30 余
年的深湛之思于一处，供后学研习
参详，实为学界盛事。《文集》 诸
篇，基本按出版时间排布，又可视
为杨先生思想发展的记录，品读之
下，其执着的追求、远大的视野与
高贵的人格跃然纸上，发人深省。
可以说，《文集》 的出版，为今天
与今后的哲学事业积存了一份宝贵
的思想财富和精神财富。

杨先生的思想历程，可概括为
爱智与求真。他在解释哲学之爱智
时，特别强调“爱”字所蕴含的谦
卑、热忱与不懈追求之意，而排斥
对真理的占有与炫耀。所以，哲学
事业是真与善的结合、知与行的统
一。杨先生自己的生活与思考，便
体现了这一点。

杨先生的个人生活可谓多难而
艰辛。幼年丧母，遭逢战乱，颠沛
流离；及至壮年，又屡经风波，备
受磨难。但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由磨难而生发对宇宙人生的思考，
又由深入的反思而塑造个人的道
路，并由个人而及于人类，反归普
遍的理论。所以，杨先生的个人生
活与他的思想生活融为一体。这种
融合体现在学术追求上，就是生活
经验与抽象理论的紧密结合。他所
寻求的理论，不是书斋里的高头讲
章，而是由人的现实所催生，而又
能反哺人的生活的根本道理，是能
够揭示人性本真、激发高尚理想、
指引人类文明的真理与智慧。

杨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
系，原治西方哲学史，但不断发生
的“自己口问心、心问口的以及新
的理解同自己以前思想之间的对
话”，引导他寻找根本的观点和方
法。改革开放之初，杨先生开始探
索马克思哲学的“真正起源地和秘
密”，写成 《马克思，〈经济学—哲
学手稿〉 述评》（《文集》 卷一），
剖析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人的
本质、共产主义等概念，描述了
人通过自己的对象化和异化在历
史中创造自身并回归自身的辩证
过程。《述评》 甫出，震动一时，
其新颖而深刻的创见，影响了数
代学人。十余年后，杨先生又有
续 篇 《人 的 解 放 —— 重 读 马 克
思》（《文集》 卷一），进一步明
确马克思学说的宗旨是人类的解

放，它用全新的思想方法，架起
了出发点和目的之间的“由此达彼
的桥梁，切实研究了它所应有的基
本广度深度和各种条件及中间环
节”，因而是最为重要的、务实而
科学的人道主义。

借助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杨
先生着手梳理西方哲学发展线索，

《哲学的童年》（《文集》 卷二） 是
这个未完成计划的第一部成果。

《童年》 详细论述了由开端直到亚
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将其分为原
始素朴哲学与古典哲学两段，描述
了每一段的否定之否定“圆圈式发
展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和方法背
后，杨先生的目光瞄向具体的人。

《童年》 的第一部分，把哲学这门
自由的学问的产生原因追溯到自由
的人，并从私有制和商品经济形成
的角度，在个人从氏族中分离出来
又以新形式重新组合的过程中，解
释了希腊自由的含义，将这种具体
的、历史的自由确定为“希腊历史
及其思想的本质和精神”。

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另一
种“系统的有机生命体”，它的特
质是什么？杨先生把这个问题的回
答，仍然归于历史上的人及人论，
因为“文化的中心在人，文化理论
的中心在人论，而人和人论都是历
史的、具体的”。1991 年出版的

《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
一种新探求》（《文集》 卷一），着
重探讨中西文化、人论和中西历史

上实际存在的人的状况，并加以比
较。其中重要的观点是：“中国文
化传统历来以人伦之道为中心和基
础。”杨先生区别了天道人伦 （大
同） 与宗法人伦 （小康）。宗法制
起于周代按宗族世系、亲疏等差建
立的政治和社会等级，它把自然人
家庭宗族关系重塑为统治服从的君
臣关系，并推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形成一张宗法人伦的整体之
网，个人从属整体，实际上被这张
网所定义和塑造。这与希腊的分离
的、自由的人形成鲜明对比，但二
者同为奴役制度下的异化的人，有
待于扬弃异化而实现整体与个体、
人伦与自由的统一。朱伯崑先生评
价说：《冲突》“以中西人论为主
线，以人伦和自由这对范畴为纲
要，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及其根
源，可谓抓住要害，触及本根”
（《冲突》 序言）。

以中西比较的视野再看西方，
杨先生对哲学线索的梳理，在希腊
化时期的两个人物上做了重点的停
顿，产生了 《伊壁鸠鲁》（《文
集》 卷 三） 和 《爱 比 克 泰 德》
（《文集》 卷三） 两部专著。为什
么重点在这两个人？因为二人的哲
学关注的都是核心问题：人及其命
运，而二人的出发点也都是现实的
人的处境。其时，希腊人失去城邦
和祖国，成为无家的个人，如同狂
暴的大海上漂泊的孤舟，在苦难中
发出终极追问。这是人类处境的缩

影，杨先生异时异地而有同感同
痛。伊壁鸠鲁贴近个人，追求个人
在心灵上的自主、自由和宁静。这
虽与中国的人伦之网的束缚形成对
比，但让杨先生感到“亲切易行而
坦诚”，因为这是一种更接近中国
观念的、与他人和谐而不是分离的
自由。爱比克泰德则强调整体，顺
从自然的必然性、神的理性，由此
而获得个人的自由。这种整体与个
体、必然和自由的统一，对思考中
西差异与融合的杨先生是极大的启
发，他从爱比克泰德的学说里看到
一种深厚的心学，并与阳明心学做
了对比。在他看来，爱比克泰德是
苏格拉底的真正继承者，把希腊的

“求真”实际推到了“求真善”的
最高阶段。而自由和必然、道德选
择和决定论的一致，到爱比克泰德
才获得了深刻而切实的阐发。这种
看法，是杨先生“经过了许多磨难
之后”，通过长期思考中西文化的
实质与特点，由一种同情的比较而
得到的结论。

2003 年出版的 《古希腊哲学
探本》（《文集》 卷四） 是对希腊
哲学的根源与流变的重新思考。与

《童年》 相比，《探本》 除增加了希
腊化部分以为收束，还对前面“原
始素朴”和“古典时代”哲学做了
大幅度改写，增添了极具学术性的
考察。尤其是追溯语源，对比希腊
文、梵文及中文，辨析了希腊哲学
的几个核心概念的日常词义和哲学
含义，探寻希腊哲学如何从自然学
过渡到本体论。引人注目之处，有
对巴门尼德的 estin 的细致精深的
解读，有对柏拉图的新相论及其逻
辑方法 （《巴门尼德篇》《智者
篇》） 的单独讨论，等等。这表
明，《探本》 所探之本，是希腊哲
学“求真”的严格逻辑思维方式的
形成与发展。这种求真的理性，与

《童年》 所述的希腊的自由不是彼
此分离，而是互为表里。希腊社会
生活中的自由，表达在思想上，就
是分析和综合的自由运动。原始的
浑然不分的思维方式于是逐渐精细
化，产生了分析的逻辑和综合的辩
证。这是希腊的原创，是更高的

“求真善”的根基，也是西方文明
的起源。“人类思维史上的重大变
革就这样开始了”。

到此为止，我们探索的杨先生

的思想发展脉络，经历了从马克思
（观 点 和 方 法）、 希 腊 文 明 （自
由），到中国传统 （宗法人伦），再
回到希腊化和希腊 （求真善，理
性） 的过程。这个过程，或可看作
一 个 “ 否 定 之 否 定 的 圆 圈 式 发
展”，但最后一环的“综合”，还远
不止于希腊理性。实际上，在中西
比 较 的 不 断 思 考 中 ， 2002 年 前
后，杨先生就逐渐发展了一种原创
文化研究的宏大设想，《文集》 卷
五包含这方面的几篇文章。

所谓原创文化，杨先生指的是
“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几个在精神
智慧上影响最重大深远的形态由
以起源的创造原型”，包括希腊理
性 （西方文明的起源）、犹太信仰

（基督教、伊斯兰教的起源）、中
国人伦 （东亚文明的起源） 等原
型，即世界范围内人类精神自觉
的最初创造，各大文明传统的源
头所在。

而原创文化研究就是要追根寻
源，排除各大文化传统对其原创的
遮蔽，“揭示这些最初精神创造的
本真含义，并对这些原创进行类型
的分析、比较、评估和对话”。就
比较研究方法论而言，这是杨先生
的一项突破：它不是单纯的横向比
较，而强调纵向的追溯。江河虽
异，万流归宗，从源头出发，才能
正确梳理各大传统的流变与流变中
产生的各方差异，才能看清人之为
人的共同所在，理解文化的根本构
成，把握人伦、理性和信仰等文化
维度的统一与差异。

这当然是一项“究天人之际，通
古今之变”的事业，其实施之难可想
而知。杨先生本人十余年来专注于
此，不知老之将至。为研究犹太文
化，他曾以七秩高龄赴耶路撒冷学
习希伯来文，其精神令人感佩！

整个 《文集》 的工作，以及
《文集》 并未完全涵盖的原创文化
研究，都显示了杨先生对人类苦难
的深切同情，对人之为人的不懈追
寻，和全人类一体的博大视野。杨
先生几十年的艰苦探索，不仅是为
个人、为中国人寻求新的精神空
间，其最终的着眼点，用他自己的
话来说，乃是为“生活在阳光普照
之下的所有人寻求天道和做人的本
真”！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

爱智与求真
——读《杨适文集》

邢滔滔

《杨适文集

》

人民出版社

书里书外

2017 年的暑假注定是个不平
常的假期，读完 《语文学科案例教
学法》（蔡伟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最后一章，弥漫的喜悦感油
然而生，让我这个有 22 年教龄的

“老教师”，也有一种重获“新生”
的萌动，正应了李白 《梦游天姥吟
留别》 中的那句“忽魂悸以魄动，
恍惊起而长嗟”。

有人说，“书”大体可分为
“水”“酒”与“药”三类。“水”
清淡甘冽，解人乏渴，助人汲收营
养；“酒”浓烈绵厚，提神畅意，
让人心驰天外，豪情万端；而被称
为“药”的书，定为世之奇书，高
深莫测，犹如灵丹妙药，指点迷
津。对于广大一线语文教师而言，
蔡伟教授的 《语文学科案例教学
法》 正是这样一本“药之书”。

教学案例既是教师知识的一种
形式，又是教师学习的媒介。学科
案例教学法帮助教师反思教学经
验，也展示了教学的一种不确定
性。作为浙师大教授、硕士生导
师、浙派语文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浙江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教育部

“国培计划”专家，蔡伟既有从事中
学语文教学的实践经验，又有大学
任教的理论高度，多年来为教育硕
士生开设教学案例分析的必修课
程，深入一线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
教学案例，并将优质的教学案例的
理念与方法高效地应用于中小学课
堂中。本书分为两册：《语文学科案
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的撰写》 与

《语文学科案例教学法：教学案例的
应用》，系统讲述了语文学科的“案
例教学法”，恰如灵丹妙药，能够帮
助广大语文教师在专业教学上获得
更好的发展，被称为“教学高手系
列”当之无愧。

很敬佩蔡伟教授对教师专业成
长敏锐的洞察力，“教师的专业成
长很难与时间成正比：有的教师教
了多年没有较大的长进；有的教师
慢慢变成一个‘教书匠’；有的教
师自感越来越不会教；有的教师成
为名师以后，人们反而觉得他的书
教得差了⋯⋯”蔡教授对教师专业
成长的现状与研判，可以说问题看
得很准，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很清
晰。蔡伟教授在书中提出，“教育

事业无论多么复杂，教师专业发展
无论多么特殊，都是有规律可循
的，这些规律往往就浓缩在教学案
例中”，的确，蔡教授写作此书正是
基于“要取得教师的专业发展，要让
自己的教育获得成功，就必须树立
案例意识，重视案例教育，让一个个
教学案例铺就教师的辉煌之路”。

本书没有华丽辞藻，也没有故
作深沉的铺垫，常常长驱直入，直
奔主题，但处理得十分恰当，让人
感觉厚重。本书既有深入浅出、完
整有序、清晰严谨的理论阐述，又
有生动鲜活、特色鲜明、类型众多
的教学案例，更有旁征博引、条分
缕析、鞭辟入里的案例剖析，不夸
张地说，这本书针对性强，操作性
强，到位有味，满满的都是“干
货”。

例如，《语文学科案例教学
法：教学案例的应用》 一书，在第
二章第三节“将语文教学案例作为
例证应用”中，蔡教授专门阐述了

“语文教学案例在研究中应用的原
则”，为了阐述清楚其中的“适量
性原则”，举例 《真语文课堂应根

植于生活》 一文，叙写了 《亡人逸
事》《项脊轩志》 等四个案例，并
对每个案例的应用适当与否作了精
准的分析，从而指出 《真语文课堂
应根植于生活》 作者堆砌案例，正
因为其未明晓文中大量案例的本质
内容是相同的，违背了“适量性原
则”。这样的行文结构、阐述方
式，会对一线语文教师产生强烈的
震撼，给人以醍醐灌顶式的顿悟。

难能可贵的是，在该书的“后
记”中，蔡教授分享了自己教学的
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就是一个
关于教学案例应用的教学案例，目
的就是希望以自己的教学实践来展
示自己的案例教学理念与方法，从
而有助于广大读者更深刻地理解本
书，帮助各级各类语文教师通过案
例教学加强教学反思，开展课堂教
学创新，提升课堂教学效益。

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
述语文学科案例教学法的著作，是
蔡伟教授融二十年中学教学实验，
十八年高校理论研究于一体，经历
十年磨砺，填补学术空白，成就教
学案例撰写与应用的经典之作！

作为语文教师，若想全面厘清
有关案例教育与教学案例的概念，
掌握教学案例的类别与功用，从而
帮助自己正确选择与积累适合自己
的教学案例，学会自我发现，更好
地总结提炼教学经验，撰写好各类
教学案例，在新课程理念下高效使
用语文教学案例，那么，蔡伟教授
的 《语文学科案例教学法》 正是不
可多得之作。

有人说，品过美酒，就无法再
尝原浆兑了水的米酒了，更难以再
喝淡而无味的白水了，品读过蔡伟
教授的 《语文学科案例教学法》，
再看当今市面上许多语文教学书
籍，大多平淡如水，无法再读。

有人问一位登山者为何要攀登
珠峰，得到的回答是：“因为它在
那里。”难道，别的山峰不存在
吗？在他的眼里确实不存在，因为
他只看见那座最高的山。爱书者也
应当有这样的信念：非最好的书不
读。让我们打开 《语文学科案例教
学法》 吧，因为它在那里。

（作者系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语文高级教师）

教学案例铺就教师成长之路
徐雪斌

灯下漫笔

教师荐书

如果把教师的素养比作一
只大方鼎，那么教学智慧、科
研能力、管理能力就是构成鼎
之骨干、筋脉；而人格魅力、
审美情趣、语言修养则是鼎之
根基、血液。今天做教师最需
要具备的基本素养是什么？如
何展现教学智慧、养成科研能
力、提升管理能力？如何涵育
语言修养、陶冶审美情趣、打
造人格魅力?细细品读“教师
素养系列丛书”（东北师范大
学出版社），向作者们学习，
与作者们探讨，一定会有所收
获。

这套丛书包括 《教师科研
能力的养成》《教师管理能力
的提升》《教师教学智慧的展
现》《教师人格魅力的打造》

《教师审美情趣的陶冶》《教师
语言修养的涵育》 共 6 册，由
著名教育家于漪担任总主编，
上海市特级教师团队精心打
造。丛书针对教师素养的几个
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高度
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广大中小
学教师走向卓越提供了有效路
径。

“写作本书时，我仿佛是
阿里巴巴，站在宝库的门前说
了声‘芝麻开门’，我的眼前
顿时出现了这一切。”《教师教
学智慧的展现》 一书的作者王
伟在此书的后记中这样写道。
教学智慧产生于教学实践中，
又在实践中得到提升。这本书
为教师们开启了一座寻觅智慧
的宝库，架起了教学技巧与教
学艺术之间的桥梁。

课堂是教师表现和运用教
学智慧的最佳舞台。一堂课
的高效有序、流畅运转，离
不开教师的教学智慧。王伟
认为，要想在教学中展现智
慧 ， 教 师 应 是 知 识 丰 富 的
人，是注重充实并更新自我
知识结构的人；也应是具有
良好思维习惯、品质的人；
还 应 是 人 格 高 尚 、 宽 厚 仁
爱，对学生充满爱与关怀的
人。

虽说教学智慧是教师的专
业学养、文化修养、理论素
养、教学经验、教学能力、人
格特质等在教学过程中的综合
表现，但其智慧的展现则有赖
于科研能力的养成。在课程改
革不断深化的今天，教师没有
科研素养，没有科研能力，是
万万行不通的。

《教师科研能力的养成》
（兰保民著） 是这套丛书的重
头。特别是书中的“案例与导
读”，既有示范意义，也方便
初入门径的教师对全书内容的
感性认识。作者认为，当前教
育发展趋势及未来教育发展都
要求教师应增强科研意识，教
师要具备“教”与“研”的双
翼。教师的科学研究具有创造
性、科学性、长期性、实践
性、综合性、群众性等特点，
科研课题来自教师个人教育实
践中的思考和发现，来自教育
改革中的热点问题，来自个人
的批判意识与异向思维。

于漪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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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正是贯穿 《教师管理能力的
提升》 一书的红线。作者陈爱
平认为，从“孩子王”走向领
导者，直抵“超越规范”的

“自由王国”，是教育管理者成
长的理想路径。要想成为“王

者”，不仅要学会自我管理，
为自己做规划，还要超越规
范，以领袖气质培养领袖。

教师管理意识的形成，从
学科思想的获取到知识系统的
建立，可能更多地需要从西方
现当代管理学中吸收精髓，逐
步形成和训练自己规范、严
谨、有序的管理意识，毕竟西
方管理学的学术历史要比我国
早得多。教师管理意识的提升
一定是在中西方管理文化交织
点上，既尊重西方管理学诞生
与发展的历史，又重视管理实
践的本土文化影响，做一个有
国际视野和本土情怀的优秀教
育管理者。

古人云：“话须通俗方传
远，语必关风始动人。”优秀
的教育语言清新自然，简洁流
畅，起伏有致，如汩汩清泉滋
润学生的心田。而教师的教学
语言不仅是最基本的教学工
具，而且还有启迪智慧、塑造
心灵的作用。在 《教师语言修
养的涵育》（谭轶斌、王林
著） 中，作者认为，教学语言
具有科学性，传授知识，启迪
学生，拓宽视野；具有简洁
性，要言不烦，一语中的，一
针见血；具有生动性，声情并
茂，感人肺腑，滋润心灵。

教学要有风格，其突出表
现在教学语言的风格上。著名
教育学家叶圣陶先生曾强调：

“说话应该出于至诚，精于思
想，合于伦理，工于表达。”
教育用语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
德、行为规范教育的工作用
语，所以要言之有物，蕴藏激
励，言之有理，言简意赅，体
现尊重。表扬，不能溢美；批
评，更应讲究艺术。

教师的审美情趣，在教师
的全部素质中占有很重要的位
置，通常言及教师素质时，不
大为人提起。好教师的审美情
趣，能够提升教学成效。好的
教 学 总 会 伴 随 着 某 种 “ 情
趣 ”，在逻辑性的讲解过程
中，往往会有一种“情感伴
音”悠然放送。古人所说的

“如坐春风”指的正是这种境
界。

在 《教师审美情趣的陶
冶》（王 白 云 、 陈 小 英 著）
中，作者认为“教态”是教师
审美情趣的集中表现。大教育
家孔子的教态是“温而厉，
威而不猛，恭而安”。神情举
止自如，讲授如行云流水，
偶尔即兴生发，妙语惊人，
这是潇洒美；一板一眼，环
环紧扣，纹丝不乱，没有半
句废话，绝不旁逸斜出，板
书工整有序，这是严谨美 。
教师良好的状态，直接影响
学生在道德、知识和审美观
方面的成长。教师良好的审
美情趣，不仅能使他本人的
体 质 、 心 理 与 人 生 保 持 健
康，其终极效果则是使整个
社会保持健康。古代评估教
育教学时，以“春风化雨 ”
作喻，描述了一种最高的境
界，这是确切的、聪明的。

其实，教师审美情趣的
陶冶更能助学生生命茁壮成
长 ， 这 关 乎 学 生 情 商 的 发
育 ， 更 关 乎 学 生 人 格 的 塑
造。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
说过：“要播洒阳光到别人心
中，是自己心中有阳光。”可
见，教师自身心灵的高尚和
人格的完善是从教的大前提。

在 《教师人格魅力的打
造》 中，作者程红兵认为，教
师的人格是内在的，而内在的
人格光辉总是要外在地显露出
来，使其具有非常的魅力。教
师人格魅力的完美展现，在于
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于文
化传承，精神引领；在于随风
入夜，润物无声；在于用真
诚、民主、公正的待人原则与
学生相处；在于以身作则、不
偏不袒地处理学生中的问题。

“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
教师”的于漪就是教师人格魅
力的典范。

（作者系天津市天津中学
教师）

习于智长
优与心成

——读“教师素养系列丛书”

吴奇

本书系统审视了人们对家庭作业
的通常辩解，比如提升成绩、巩固知
识、训练学习技巧和责任感等。本书
作者艾尔菲·科恩认为，没有任何一
项上述假设实际上通过了研究、逻辑
及经验的检测。作者一针见血地揭示
了由于我们对孩子的不信任、对学习
的一系列误解及对竞争力错误的关
注，不仅使我们的孩子拥有越来越少
的自由时间，而且使我们的家庭有了
越来越多的矛盾。科恩告诉我们，应
该反思孩子在学校及放学后的时间安
排，以拯救我们的家庭及孩子对学习
的热爱。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部《红楼梦》，如何真正进入
曹雪芹的红楼梦世界？台大中文系欧丽娟教授穷十年
之功，潜心研究，读出那些隐藏在 《红楼梦》 文字之
间与文字之外的声音，得出了自己最真切的感悟：

《红楼梦》 是追忆之书，也是忏悔之言，书中字字是
泪，饱含对诗礼簪缨世家光景不再的无尽伤感与眷恋。
书中对清代贵族世家生活与场景的还原堪称巨细靡遗、
入木三分，加上作者对于无法挽救家业衰败的自我疚责
构成了 《红楼梦》 最与众不同的特点和魅力。《红楼
梦》是中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一部世家公子叙写世家
大族的小说。因此，只有回到传统中国的世家文化之
中，体认清代贵族世家的心理感受乃至精神高度，才能
避免“庄农进京”式的误读。

梁杰 整理

《家庭作业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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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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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漪 总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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