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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书 点 亮 智 慧 阅 读 陪 伴 成 长

读书周刊

《尼尔！尼尔！橘子皮！》（A.S.
尼尔 著 沈湘秦 译 北京师范
大学出版社）是夏山学校创办人 A.
S. 尼 尔 在 他 90 岁 时 写 的 个 人 传
记。这本书曾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出
版，是一本广受世界各地教师和家
长欢迎的教育经典著作。一看书
的名字就非常吸引我，据说这是源
自夏山学校的孩子们对于尼尔的
俏皮话。创建于百年前的夏山学
校，被誉为“最富人性化的快乐学
校”，那是我心中的一座高山。我一
直特别想了解是什么原因让这所小
小的学校成为世界名校？而这所学
校的创办者——尼尔又是怎样的一
个人？他为什么能够成就夏山？

接连几天，我的注意力都被这
本书所吸引：通读之后，又忍不住重
新细细品读。因为读着读着我发
现，尼尔的自传简直可以当作一个
关于成长的典型案例来研究。这本
书描写的内容太真实了！有关尼尔
成长的关键事件都一一呈现：比如幼
儿时的性探索，14 岁开始谋生的经
历：从学做秘书到做学徒；从考公务
员到去父亲的学校做实习教员；从在
薪金只有 50 镑的学校任教，到在薪
金 60 镑、100 镑的学校任教⋯⋯曲
曲折折，各种有趣的经历都尽述其
中。我感叹尼尔惊人的记忆力！

这本书涉及的内容不仅真实，
而且非常丰富。它不仅描述了尼尔
的苏格兰乡村童年、早期校园生活、
并不成功的职业初探、第一次世界
大战的军旅生涯、夏山学校的由来、
婚姻与家庭生活；更描述他关于生
命的自我探索：兴趣的发现、交友的
需求、自我同一的危机、社会角色的
扮演、亲子关系的改善、生命意义的
探寻、死亡的遐思、职业理想的憧
憬、政治立场、宗教信仰、等等。尼
尔为我们展现了关于成长的真实人
生画卷。

在尼尔的自述中，给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恐惧”和“探索”。作为一
名质性研究者，我开始以这两个词
为 关 键 概 念 ，重 新 阅 读 尼 尔 的 经
历。渐渐地，我似乎发现了关于尼
尔成长的秘密以及他自由主义教育
思想的源头。

尼尔一生关键事件的心理主线

这书本如此与众不同和引人入
胜，也许要归结于尼尔对于心理学
的兴趣。上个世纪初是心理学在西
方蓬勃发展的时代，尼尔多次提到
他与著名精神分析学家莱恩和赖希
的交往与深厚友情，心理学对于他
个人教育实践的影响。他自己也长
期接受精神分析，这使得尼尔的自
传不仅仅是一本语言生动幽默的文
学化的个人叙事，更是一部有着心
理学视角的自我剖析。

幼儿时期，尼尔坦承自己就是
一个胆小鬼。他害怕外祖母讲的地
狱故事，害怕天黑，害怕马，害怕水，
害怕暴风雨来临。他恐惧失去母亲，
害怕被继母收养；害怕母亲让他穿着
硬硬的鞋子去参加乡村聚会，害怕父
亲那张冷冰冰的脸⋯⋯总之，在幼儿
时期，尼尔充满了对外部世界的恐惧
和对父母的惧怕，但同时他也充满
了好奇。他不断地玩寻宝游戏，喜

欢看乡间的婚丧嫁娶，喜欢与伙伴
外出野餐，喜欢恶作剧；他开始有了
害羞的意识，有了性罪恶感。

少年时期，尼尔有了更多冒险
的冲动。他曾对自行车的发明着
迷。他幻想着脱贫致富，尝试着通
过广告赚钱。他开始课外阅读，探
索自己的运动能力。他开始崇拜偶
像，有了对未来不断憧憬——他想
当兵，想做神职人员，想做钢琴家。
他开始接触音乐，开始有了不同职
业的体验。他的内心也更加丰富：
开始有了对死亡的思考，告别儿童
时代复杂的情绪体验；有了单相思、
乡愁的滋味、自己的野心与现实冲
突的矛盾，有了交友的渴望⋯⋯

青年早期，尼尔第一次做乡村
教师。在这里，他仍然害怕。他恐
惧来学校的督学，害怕老校长，害怕
工作迟到，害怕监考，害怕看到体
罚。但他自己也被迫对学生进行过
体罚⋯⋯

这一时期，尼尔还尝试过当兵，
探索了自己的文学爱好，确定了自
己的政治立场。其中，他最重要的
自我探索就是要成为一名绅士。他
开始学习喝酒、跳舞，开始进入社交
场所，开始去观看话剧和歌剧。他
开始有了初恋的尝试，体会到阶层
差距，有了自我性格的觉察。他开
始面临人生的选择——选择自己的
专业与未来。

读大学期间，他尝试探索自己
的特长领域，并拓展了更加广阔的
社交空间，树立了自己的金钱观。
但他也开始对社会失望，他害怕孤
独，恐惧死亡；害怕贫穷，渴望成功。

初入社会，“一战”爆发。战争
的灾难，可怕的军旅生涯给了尼尔
更 多 关 于 人 生、人 性 的 体 验 与 思
考。军队等级制度与防范体系继续
带给他压迫与恐惧。战争结束后，
尼尔在著名的金·艾尔弗雷德学校
任职。在此过程中，他感受到这个
学府的宽松以及另外一种压迫——
校长像完美的神一样对这所学校的
主宰。整个学校缺少生气，师生都
生活在象牙塔里。于是，他开始尝
试自我管理，开始对教育有了更多
的思考，开始建立自己的夏山学校。

由此可见，“恐惧”“探索”与尼
尔的成长如影随形，伴随着尼尔的
一生。当然，伴随期间的，还有他的
亲人、伙伴。在尼尔成长的路上，作
为教师的父亲对他的影响至深。此
外，还有他的哥哥、妹妹以及同学对
他的影响。一路走来，尼尔一直在
叙说他与他们之间的故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尼尔完成了
对父母的态度与认识的变化——从
童年时期对父母的恐惧到青少年时
期对父母的挑剔，以及试图摆脱父
母的束缚，到青年时期开始对父母，
尤其是对父亲有了更多的宽容和理
解，开始主动地改善父子母子关系，
进而对父亲的影响有了更多的认
可。这时，你会发现，尼尔的确长大
了。

了解了尼尔的成长，也就理解
了尼尔的办学主张。在尼尔看来，

“好的个性形成源自内在的自由”；
“重要的事情都是不可教的，品格最
重要”；“教育的重心在情绪而不是
智力”；“真正的教育，蕴含在与学生

朝夕相处之中，而不是教了什么”；
“生活比课程博学重要”；“服从隐藏
着恐惧”“正是压制的体制在源源不
断地产生街头流离失所的穷人、世
人的无情和功利型社会”。他将自
由和爱作为教育的最高信念：“一所
学校如能够消除对教师的恐惧，才
能由此消除对生活的恐惧。”正是在
这样的这些理念之下，夏山成为一
所自由的学校。这里没有成人世界
的约束与压迫，有的只是宽松与引
导。它旨在打破孩子对于权威的恐
惧，以确保他们未来生活能诚实面
对自己，具有不随波逐流的勇气。

在夏山学校，孩子们有权利自
己决定怎样运用时间，决定自己要
不要进课堂上课。不过，自由并不
意味着没有限制，没有对别人自由
权利的尊重。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规
则都需要依据民主的程序，以定期
会议的方式进行协商、讨论，最后经
过投票的方式确定。由此，他们完
成了从自由、自主到民主、遵守公共
契约的社会性建构过程。

重新认识成长和教育的真谛

尼尔的生命经验以及夏山学校
的实践让我不禁思考：到底什么是
成长？成长最需要的是什么？基于
此，教育应该做些什么？

尼尔反复描述的恐惧以及探索
让我想到，当一个幼小的生命从母
体来到这个大千世界时，他是多么
地弱小！多么地恐惧！他要面临多
少挑战！为了适应这个世界，他不
仅要了解和感知这强大的、神秘的
外部世界，同时，还要探索丰富
的、不确定的自我世界。不仅探
索，而且还要反抗——反抗“为了
成长”之名而建立起的种种“呵
护”“规矩”与“训导”；反抗因为
自身成长而感受到的束缚与压迫。
从早期对父母的依恋，对教师的顺

从，到青春期对父母、对教师的叛逆
与挣脱，再到走上社会后的碰壁与
顺应，在跌跌撞撞、寻寻觅觅中，找
到自己的社会位置，开始自己的社
会角色扮演。

原来这就是“成长”！成长就是
自我在与外界不断地互动的过程
中，主动地探索世界，建立自我、超
越阻碍，成为社会性存在的过程。
而在此过程中，恐惧是成长最大的
敌人。当生命被恐惧所控制，也就
失去了探索的动能。为此，从生命
的 角 度 ，成 长 最 需 要 的 是 心 理 安
全。在自由宽松安全的环境下，生
命才能够更好地进行自主探索。因
此，作为一种外力或者是一种服务，
学校教育所能做的就是给学生的成
长创设更多宽松的环境与空间，让
他在自由的环境中，内心安全地自
己去经历，去体验，去探索，为其多
彩的人生开启多样的可能性。在探
索的过程中，作为教育者不是充当
高高在上的神去教导、训诫，而是要
充当平等的大伙伴，伴随着、牵引
着、相扶着，一起往前走，帮助他克
服恐惧，引导他学会接纳，学会选
择，学会顺应，学会解决自我同一的
矛盾，学会在自我与社会之间找到
平衡点，由此逐渐从表面的行为的
自由走向深层的精神自由——“随
心所欲不逾矩”。

读过这本书以后，我突然有了
一种悲凉，我仿佛看到了很多很多
双渴望的眼睛在看着我们，看着我
们这些被称为“教师”的成年人。我
不仅看到了敬仰，更看到渴望——
渴望知识、渴望自由、渴望理解，渴
望我们的转身与回眸，渴望我们放
下身段，蹲下身去，去倾听他们的心
声，了解他们的需求，走进他们的世
界⋯⋯

然而，这对我们教师来说，无疑
是一种巨大的挑战。教师何尝没有
恐惧！担心成绩，害怕失败，恐惧安

全，害怕失序⋯⋯一个心灵不自由
的教师又怎么能够带给孩子健全的
人格和自由的灵魂呢？由此，我越
发觉得尼尔创办夏山学校的可贵。
因为，他自己践行的一生就是要面
对恐惧，探索自我，实现对自我的觉
知与转变。

作为成人与儿童这一对矛盾体
的主导者，尼尔主动走下神坛，放下
内心对于失去操控的恐惧，勇敢地、
诚实地面对自己，把自己变为一个
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与学生平等
相待的伙伴。他允许暂时的混乱与
不齐，允许犯错与自我纠偏；在顺应
每一个学生的天性中，去了解他，理
解他，引导他，开启他，从而为每一
个学生的成长创造了最好的外部环
境。这就是夏山学校，这就尼尔教
育的秘密。

今天，当我深入地走进尼尔，解
读夏山学校的时候，我不得不对尼
尔由衷起敬。因为，尼尔以自身的
生命体验捕捉到了教育的真谛，又
以极大的勇气践行了自己的理念，
为无数后来的教育工作者树立一种
理想的教育典范——有效地顺应儿
童成长的天性和规律，为其自身自
主的成长提供空间和条件，同时又
不放任，而是在一种安全、宽松的环
境中，教育者以平等的身份、民主的
方式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索，帮助
其完成社会化的自我建构。

这就是我对尼尔的解读。尼尔
是一个丰富之人，他的自传中还有很
多具有独特见解的教育思想值得我
们去探索。美国作家亨利·米勒称:

“我不知道西方国家还有什么教育家
可以与A. S.尼尔相提并论，在我看
来，他可谓孤绝。夏山像是穿透黑暗
世界的一线希望。”我也期待有更多
的同仁去走进尼尔，了解夏山，并
且鼓起勇气去践行教育的真谛。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
育学院副教授）

尼尔：原来这就是成长
一名质性教育研究学者眼中的教育思想家

杨朝晖

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
与社会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戴
维·温伯格在 《知识的边
界》一书中指出，在当今这
个信息超载的文化环境中，

“令我们深夜难眠的，并非
是担忧如此众多的信息会令
我们精神崩溃，而是担心我
们无法得到自己需要的足够
多的信息”。另一位互联网
学者克莱·舍基则这样说：

“不是信息超载 （的问题），
而是过滤失效。”如果我们
觉得对信息不堪重负，那意
味着我们的过滤器失效了。
解决方法是去修复我们的过
滤器。

看起来，在如何对超载
信息进行过滤这一问题上，
两位专家说的都是技术层面
的事儿——以网络过滤技术
化解网络信息超载。但在笔
者看来，比网络过滤技术更
为关键和重要的是，要解决
好在这个信息超载时代个体
的注意力集中问题。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赫 伯 特 · 西 蒙 曾 经 指 出 ：

“随着信息的发展，有价值
的不再是信息，而是注意
力。硬通货不再是美元，而
是关注。”这虽然主要是从
经济学的角度做出的判断，
但对个体如何面对知识信息
超载、从知识的网络之海搜
索信息，无疑也具有启迪意
义。从操作层面而言，人固
然需要掌握搜索引擎、社交
网络等信息技术手段，但这
些都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因为技术的掌握全在于人的
使用，过滤的结果如何全在
于你的注意力在哪里。

在某种程度上讲，比强
调和运用信息过滤技术更为
迫切的是，如何解决好学习
者的注意力集中问题。在色
彩纷呈、无边无际的信息之
海中，学习者尤其是青少年
有可能会沉迷其中，跟着一
个接一个的链接点下去，或
者被那些引人入胜的游戏场
面和视频画面所吸引，时间
一分一秒地流逝，到头来却

一无所获。
因此，从阅读给人带来

专注度这一角度而言，笔者
倒是觉得，纸质读物仍然具
有让读者集中注意力的相对
优势。这可能和温伯格的观
点不尽一致，他指出，“我
们将图书理想化了、浪漫化
了，有些人甚至已经过于盲
目地迷恋它们”“这种分页
装订、印刷而出版的图书所
鼓励的思考模式，有很多不
足”。

从大方向上讲，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推动着人类社会
的进步。例如，它使知识的
传播更加方便快捷。“开放
取用运动的提倡者们一直在
推动，打破商业出版者加之
于科学知识上的那把锁”，

“开放取用知识库提供了一
个场所，科学家和研究人员
在自己工作的任何一个阶段
的成果都可以放进来，而公
众则可以在里面自由寻觅和
阅读”。那些以往带有知识
垄断性质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一个更公平、更开放、
更自由的时代，一个人人皆
可以获得真知的时代正在到
来。

当然，“网络并没有消
除社会对有资质的、专业科
学家的需求。网络也没有抹
平专业人士和非专业人士的
界限。不过，它的确模糊了
两者之间的界限：更多的参
与者，更加令人困惑的关
系，更多更复杂的将社会与
专 业 机 构 混 合 起 来 的 关
系”。新的问题是，如何在
发挥网络信息的海量、便捷
等优势的同时，更有效地发
挥专家学者的优势，进而将
两者更好地结合。在笔者看
来，这是一个宏大的时代课
题，学习者专注度或注意力
如何，是保证他们能否在这
样一个信息超载的时代朝着
一个既定的、正确的目标坚
定不移、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的关键。

（作者系蒲公英评论特
约评论员）

信息超载时代
注意力才是稀缺资源

杨红星

封面·精读

最新书事

本 报 讯 （记 者 却 咏
梅） 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的 《共筑基层教育中国
梦》 近日在京发布。该书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的
70 多名青年骨干的调研成
果，他们于 2013 年分赴湖
南、江西、内蒙古、宁夏、
陕西五省区，和乡村教师学
生同吃同住同教同学，亲身
体验基层学校的教学生活，
深入了解基层教师和学生的
所思所想，以调研报告、访
谈实录、调研日记和调研心
得等形式，直观记录了农
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
的基础教育实景。

长期以来，由于教育资
源的不合理配置，农村学
校 办 学 条 件 差、教 师 福 利
低，学校生源日趋匮乏，农
村教师普遍存在“下不去、留
不住、干不好”的尴尬状况。
尽管如此，330 万名乡村教
师依然用自己的坚守，撑起
乡村教育的一片蓝天。《共
筑基层教育中国梦》所呈现
的就是基层乡村教育的现
实图景，既有乡村学校的基
本情况，也有乡村教师、学
生和家长的所思所想所为，
还有调研成员的感想、思考
和建议，是了解中国基层教
育现状的参考资料。

《共筑基层教育中国梦》
记录乡村教育实景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中国通史》 大字本近日面
世。五卷本 《中国通史》 于
2016 年 5 月出版，由于其
较好地处理了学术性、科学
性与大众化之间的关系，恰
当地处理了普及与提高之间
的关系，体现了新的观点、
新的视角和新的评价，受到
广大读者的喜爱，荣获第四
届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等
荣誉，入选 2016 年度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大众喜爱

的 50 种图书。专家评价该
书脱离了一般历史书编年体
或章节体的窠臼，用100个
专题多维度探索了中国历史
的大节点、大波折、大趋
势。

五卷本《中国通史》出版
后，华夏出版社和安徽教育
出版社根据读者的建议，推
出开本更大、价格更低、更适
合阅读的大字平装本，新版
本对个别地方进行了修订，
增加了中国历史大事年表。

《中国通史》推出大字平装本

“阅读对每个小朋友来说，都
是成长中的一扇任意门，让我们看
到五彩缤纷的世界，带我们走向更
远的远方。”近日在北京外国语大学
举办的领读者大会上，人大附小 10
岁的李付沐瞳以《阅读，我成长中的
任意门》为题，讲述了自己作为一个
小书虫幸福成长的故事。小沐瞳不
到一岁就开始在妈妈的陪伴下接触
绘本阅读，随着一天天长大，她的好
奇心也越来越膨胀。为了满足自
己无边无际的好奇心，她开始阅读
各种各样的书籍，不到 10 岁，已经
阅读了上千册书。“爱阅读的孩子
都是‘小话痨’，读过的书越多，你
就越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想法。”现
在李付沐瞳不仅出版了个人的绘

本，还有了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她
还把自己“挣到”的钱捐建了“多多
公益书架 ”，送给乡村的小朋友 。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山
区小朋友看到有意思的图书，一起
感受阅读的快乐。

“本届领读者大会以‘阅读，
从儿童开始’为主题，是第一届领
读者大会‘改变，从阅读开始’的
延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
会副主席、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
新说，“之所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
身上，意味着我们今天理解的儿童
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年龄，更是一
种心理上的状态。”

朱永新认为，如今无论在物质
世界还是精神世界，我们对儿童的

理解，还停留在浅层次上，处于摸
索的阶段。“童年的秘密还远远没
有被发现，童书的价值还远远没有
被认识。对于我们来说，童年仍然
是一个黑匣子，对这个‘童年黑匣
子’的破解，我们一直在行动，但还
没有具有突破意义的重大发现。”童
年一闪而逝，儿童瞬间成人。“如果
我们认真、用心地研究儿童，如果我
们用立体的思考对待儿童阅读，我
们一定会发现，人类文明的王冠之
上，最为娇嫩也是最为美丽的那颗
珍珠，就是儿童的精神世界。”

朱永新认为，早期阅读对人们
的影响无疑是刻骨铭心的，是塑造
精神趣味与人格倾向的。幸福完整
的童年与幸福完整的人生，是每个

父母希望看见的，是每个老师正在
努力的，也是每个儿童应该享有
的。“就是为了这个神圣的目标，
我们今天聚在这里，再一次重复
地、不厌其烦地回到儿童。”

本届领读者大会又一次点燃了
阅读者的领读热情，儿童阅读对人
生的影响，对成长的滋养，令许多
阅读者感触良多。中国少年儿童新
闻出版总社首席教育专家、著名的

“ 知 心 姐 姐 ” 卢 勤 ， 儿 童 文 学 作
家、《教育读写生活》 执行主编、
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十大人物童喜
喜，江苏省特级教师、著名儿童阅
读推广人丁筱青，公众教育科学研
究院院长、公众教育集团董事长张
勇，儿童文学作家、上海师范大学

教授梅子涵等分别做了 《儿童阅读
三代人——我、儿子、孙子的阅
读》《童喜喜读、说、写》《绘本阅
读推广技巧》《童书分级阅读的评
价 方 法》《我 的 阅 读》 等 主 题 演
讲。大会还吸引了日本童书翻译
家、童书出版人猿渡静子的参与，
她在会上分享了日本童书60年的发
展历程。

本次大会是由新教育研究院新
阅读研究所主办的，与会者还围绕
领读者联盟经验分享、领读者的故
事、信息时代下的阅读推广举行了
分论坛，会上表彰了南京领读者联
盟、三叶草阅读文化发展中心、北京
大学生联盟等10家“领读者联盟”优
秀机构。

用阅读破解“童年黑匣子”
本报记者 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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