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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诊疗处于理论与实
践的相交之处，是真实教育
水平的试金石。拿出案例来
将 一 军 ， 谁 有 多 少 真 才 实
学，就鉴别出来了。”本书系
著名问题学生研究专家王晓
春老师最新力作，旨在通过
原汁原味地完整呈现学生个
案诊疗的过程，手把手教会
一线教师轻松做好问题学生
诊疗，给一线教师真正可以
带得走的能力、真正能够举
一反三的迁移能力，做专业
而智慧的育人专家，找到提
高诊疗能力的路径。

《学生个案诊疗：让教
师更专业》
王晓春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优秀教师的成长：关键读
物》 是 《教师博览》 杂志社社
长方心田主编的“三关”图书
中的一本，其余两本涉及教师
成长中的关键人物、关键事
件，三本书的颜色分别为蓝、
红、黄，书籍印制精美，有种
蓬勃的气象，我想正是这样三
种关键因素，才让这些教师的
人生变得五光十色。

阅读这本书时，我常常感
到自己的浅薄，我常常困惑在
繁忙的工作中，他们是如何挤
出时间去读这么多书、写这么
多书的，我也佩服他们为了教
育事业，从内心里喜爱阅读，
享受阅读，以阅读为马，在人
生的岁月里纵情驰骋。他们在
阅读中树立了人生理想，确立
了人生方向，学会了管理方
法，丰富了课堂内涵。

阅读决定了他们的
方向

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
将他的阅读同新教育实验紧密
联系起来，将书本的阅读转化为
切实的行动，让教育理念真正在
学校里生根发芽，他矢志不渝、
勇于开拓，怀着对教育虔诚的信
仰，走出书斋，让每一个论文和
著作中的文字变成鲜活的校园
景象，如今新教育实验学校已达
3000 多所，而这一切都源于他
阅读了《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这
本书奠定了践行新教育实验的
坚实基础，可能如果没有这本书
就不会有新教育实验，就没有他
推动社会变革的雄浑力量，他对
书中德鲁克的老师熊彼特的告
诫印象深刻，大意是如果仅仅靠
自己的书和理论流芳百世是不
够的，除非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否则，人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意
义。朱永新认为这样几行字在
他的心头“投下了原子弹”，自此
之后，他将学术与行动联系起
来，让学术走进校园和师生，在
校园的土壤里开出芬芳四溢的
鲜花。

对于民国教育有一定研究
的王木春先生，是因为喜欢梁
实 秋 散 文 而钟情于民国教育
的，他的大学毕业论文就是研
究梁实秋散文的。还是在师范
学校上学的时候，我也很喜欢
读那些散文，图书馆里的诗歌
和散文书架是我常常光顾的，
许地山、郁达夫、梁实秋的散文
我都非常喜欢，散文带给我另
一种视角，它往往以小见大，风
格自然，让我感受到随性自然
的洒脱与惬意。王木春先生曾
经一度迷失在应试教育的旋涡
中，也曾经蝇营狗苟地活着，后
来因为读到教育家苏霍姆林斯
基的《给教师的建议》才重新唤
回他对教育的理想和激情，自此
也开启了他教育阅读的大门。

阅读让他们拥有了
气质

阅读一本书有可能改变你
一生的气质，这来自你对书籍
深深的崇拜，你阅读时，就像
在进行化妆，每一种书籍都有
不同的色彩和功用，在你和书
籍共同的互动中，书变得鲜
活，而你因书也有了新鲜的面
容。比如，书中曹洁老师和王
芳老师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了
文学的美，在她们的文字中我
们有了更多细腻的情感体验。
比如郭初阳老师的文字让人感
受到一种卓尔不群、众人皆醉
我独醒的批判精神，这种气质

是完全不一样的。闫学老师的
文字大抵侧重于第一种类型。
她阅读过许多文学著作，以至
于读她的文字，我们能感受到
在平静的叙述中，文字中流露
出的淡淡文学气息，她阅读了
木心讲述、陈丹青记录的 《文
学回忆录》，才奠定了她文学的
基础，她甚至读了很多遍，在
阅读中她仿佛穿越到木心老师
的课堂，在那里倾听、记录、
思考，她坦言是这本书让她走
进了世界文学的大门。

而黄行福老师的文字大抵
属于第二种。值得注意的是，
黄行福和郭初阳都深受 《展望
二十一世纪》 这本书的影响。
黄行福老师悟道：阅读，就是
提醒，提醒阅读者关注我们熟
视无睹的社会现象。他有一个
新奇的比喻，就是阅读完一本
书后，大脑就好比重装了一次
系统，人的大脑是否能像计算
机一样重新更换系统呢？这不

是不可能的，黄老师认为，阅
读其实就是给人重新安装了思
想系统，思想提升了，就像重
新装了系统一般，思维能力提
升了，再看待周边的事物都有
了新的见地。有了思想系统，
精神生活就有了发展的可能。
黄老师认为精神生活是非常重
要的，人的身体结构可能基本
相同，但在精神长相上却是千
差万别，他指出：“教育的真正
目的不在于实实在在的东西，
而在于精神，在于精神的探索
和精神世界的丰盈。”在人的生
存的基本需要之后，只有追求
崇高而有意义的精神生活才能
让人不枉此生，才能体现人的
文明性。而郭初阳也是通过阅
读这本书学会关注更多的人生
和社会问题，建立起个人立场
和民主意识。郭初阳是一位很
有独立思想的教师，和蔡朝阳是
同学，我最早读到关于他们的书
是《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

批判》，从那本书里，我看到了他
们独立的姿态以及对教育的真
正热爱，他们的这本书一度掀起
了语文教材编写的大讨论。

阅读让他们成为了
知己

姜广平老师最重要的一本
书是《古文观止》，因为这本书，
他和他的老师华岳建立起了亦
师亦友的关系，从最开始两个
人都想买供销社销售的仅有的
一本《古文观止》，之后华岳老
师跟姜广平借阅此书三天，到
华岳老师多年以后专门登门查
看姜广平的书架，赠其“行至水
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对联，再
到最后，姜广平为其撰写挽联，
我们看到，一对爱书的师生因
一本书而结下一世师生之谊。

对于夏昆老师来说，非常幸
运的是在初为人师阶段，在一所
子弟中学遇见了具有传奇色彩
的何老师。因为喜欢阅读的关
系，夏昆亲自登门拜师，在何老
师的指导下，夏昆老师将《二十
四史》作为自己的基础阅读书
目，这本书让他将零散的知识
与历史之树相连，使孤立的知识
形成了系统，单调的历史有了
色彩，让他自己的课堂变得生
动起来。通过阅读《二十四史》，
他的语文功底得以丰厚，也形成
了自己的思想观点，领悟能力也
自然上了一个台阶，最终形成了
阅读的副产品，出版了《唐诗的
江山》《宋词的家园》。而他和何
老师早已成为精神上的知己。

阅读让他们形成自己
的方法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

通过阅读管理学著作形成了学
校领导的一系列方法和经验，
之所以是用领导这个词而不是
管理这个词，是有一定原因
的。我理解，管理是容易让下
属被动的，而领导是更容易激
发下属的主动精神的。什么是
管理？美国马里兰大学前任校
长 莫 特 有 一 个 比 喻 ， 他 说 ：

“当校长好比当墓地管理员，
下面有许多人，可是没人听你
的。”我以为这点明了管理者
容易让人被动服从，而领导更
多的是激发下属的活力，李希
贵校长从胡佛的 《愿景》、詹
姆斯的 《领导力》 中体会到，
领导者有三层境界：一是拥有
被管理者；二是拥有追随者；
三是把每个追随者都转化成领
导者，让他们都成为某一个领
域的领袖人物。看来，领导是
更高的管理。李希贵校长通过
阅读这些著作，深谙领导之
道，比如管理就是让每个人觉
得重要、工作要防止路径依
赖、要充分重视组织结构改变
的意义等，这些方法都为他领
导十一学校提供了重要的方法
论指导。

有人说，你的面相里藏着
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接触
过的人，我想是不无道理的，
而读书对教师的影响更为持久
而强烈，走路和交友总有各自
的局限，反而阅读能够穿越时
空，能够让我们获得更为真
实的成长场景和更为深刻的思
想体验。而这种感觉就像一
阵带着清香的微风，从无边
的旷野吹来，让你为之一震，
然后，自信笃定地走向人生的
深处。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哈尔
滨市阿城区教育局）

有风吹来的时候
——读《优秀教师的成长：关键读物》

张阿龙

书里书外

中学语文的阅读教学常常
在两个极端撕扯。一个极端是
从一篇篇的教材里抠出字词句
和语段，落实烦琐而零碎的

“基础知识”；再加上一些篇章
结构与内容的梳理和整合，培
养所谓的信息筛选、内容理解
和文学鉴赏能力。另一个极端
是声称要培养学生的思维和建
构能力，给他们提供海量的阅
读材料，师生在课堂上进行热
闹非凡的宏大对话，话题往往

是生命、灵魂、信仰、异化之
类，有时就弄不明白语文课堂里
是在上历史课还是哲学课。前一
种教学令学生深恶痛绝，他们对
语文学习留下的记忆除了肢解文
章之外，就是无数的知识检测与
阅读练习；连学生学语文的兴趣
都磨灭殆尽，还遑论什么学习效
果呢？后一种教学的确让学生兴
奋过一阵子，但是深究起语文学
习效果来，个体的学生就会觉得

“热闹是课堂的，我什么也没
有”，所得也就非常有限。

什么样的阅读教学既能系
统落实语文学科的基础知识，
又能发展学生感知语言、鉴赏
作品、审辨思考、艺术表达的
综合素养呢？雷其坤老师通过
他十几年的实践探索，积累了
丰富的素材，形成了完整的框
架，清晰地回答了这一问题。
他的答案便凝结在其新著 《中
学阅读高效教学》 之中。梳理
雷老师高效阅读教学的成果，
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三个领域。

一是在教学法的继承与创
新方面，雷老师精取传统语文
教学法并融入现代阅读教学理
论，在最能发展学生的区域实

施教学。
在高考特别重视考查文章

信息提取、内容整合、分析评
价这些阅读能力的前提下，在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培养学生语
言建构、思维发展、审美鉴
赏、文化传承等核心素养的背
景下，许多语文教师已经抛弃
了朗读、抄写、背诵等传统教
学法。课堂只有讨论而没有读
书的声音，书本干干净净而没
有圈点批注，除了默写高考必
背篇章外其余一概不背不默，
这都已经成了语文教学的常
态。但在雷老师这里，用心朗
读、动手抄写、转换复述、背
诵默写仍然属于“提高阅读成
效”的方法。当然，雷老师不
是照搬过去死记硬背的一套做
法，而是对朗读、抄写、背诵
的内容做了精心挑选与整合，
让精美篇章与时令、节日及学
生生活联系起来，朗读与默写
就不是枯燥之举了。雷老师曾
在四年制高一年级任语文教研
组组长，一个学期里每名学生
背诵了三百多首诗词，学生不
仅没有怨言，而且以背得多为
骄傲。中学阶段仍然是学生记

忆的黄金时期，这时候通过背
诵而储备的材料一定会成为终
身受用的语言。

朗读、背诵是必不可少的
语言积累，但阅读教学不能止
于积累，还有学生独立的阅读
理解力、感悟力和鉴赏力从哪
儿获取呢？雷老师引入美国心
理学家弗拉维尔提出的“元阅
读”理论，指导学生按照 《阅
读自我监控提问单》 进行自我
记录、调控和管理。实际上就
是学生在阅读方面学会自我规
划、自我监控、自我评价的过
程。雷老师是2013年北京高考
语文获得 148 分的孙婧妍升入
高中后的第一位语文教师，孙
婧妍在总结自己语文学习感受
时曾说：“雷老师默许我自己找
书读，读什么他不会干涉，但
是对我阅读过程中的要求和提
交的成果非常严苛，他有着短
时间内看出我问题的敏锐目
光。”这段话印证了雷老师指导
学生自我阅读的过程和高效。

二是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与
整合方面，雷老师一改以往零
碎的篇章阅读为编组诵读，以
专题教学促进学生自主学习与研

究能力的提升。雷老师在十一
学校开展阅读课程实验——相
关文本编组诵读。审视雷老师
编组的一个个模块，就会发现
有春夏秋冬的节令，有风花雪
月的自然情韵，有琴棋书画的
文人雅趣，有梅兰竹菊的君子人
格，有惜时劝学的诗词歌赋，有
志士仁人的正传轶事⋯⋯传统文
化的学习就成为排列有序的模
块，学习起来清晰明了，而非
凌乱琐碎。

比内容编组更为重要的是，
雷老师是要通过这样的一个个
模块，达成学生自主研读、自
我 监 控 、自 我 评 估 的 学 习 目
的。雷老师所追求的教学高效
就是在精选、编组教学内容的
前提下，设计学生自主学习的
路径与脚手架，以此促进学生
研读能力和思维水平的提升。

三是在读写结合方面，雷
老师开发出了一系列极具操作
性的阶梯式训练脚手架，循序
渐进地培育学生的读写能力。
归纳起来，一是续写，比如为
小说续写结尾，为诗歌补充尾
句或者唱和。二是仿写，引导
学生从样文中找出“范式”，归

纳出这种“范式”在开头、展
开、结尾以及用语各方面值得
模仿的地方，而且模仿的不光
是形式，更主要的是思路和立
意。三是新编，“新编故事”既
能促使学生深入文本理解人物
及主旨，又能调动学生的联想
思维与创造力，是读写结合的
完美境界。这样的写作基于阅
读理解，经由思维加工后诉诸
笔端，既增加了阅读深度，又
提升了写作水平。

《中学阅读高效教学》 包含
的内容远不止这三个领域，还
有文本深度解读路径、整本书
的阅读策略、综合阅读活动设
计、经典的阅读教学案例，等
等。尽管涉及阅读教学的众多
领域，但其共同点是鲜明的，
那就是贴近中学生语文基础及
能力，优化组合了课程内容，
分类设计了激发学生思维活动
的教学方式，使语言建构、思
维发展、审美鉴赏、文化传承
等核心素养落实在一个个模块
和一节节课堂里，进而扎根于
每个学生的身上。

（作者系北京十一学校语文
特级教师）

用足高效阅读这剂良药
曹书德

教师荐书

灯下漫笔

读书多年，还没有遇到这样一部书令我读
后心中滋味万千，无以言表亦难以言明。书的
封面印刻着醒目惊人的“大师远去再无大
师”，但大师们一个个如雕像一般已经竖立在
历史的时空里，也会铭刻在人们的心中。读这
样的书可以擦亮你的眼睛，祛除蒙在心灵上的
遮蔽，更可以让你看清中国文化长河之中流砥
柱，触摸到真正知识分子的脊梁。

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导师”：王国
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在四大导师之
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怀揣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
位证书，而王、梁、陈等三位，均无博士、硕
士头衔，较为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也没
拿到。尽管头上没有金光闪闪的博士帽子，但
三位却学贯中西，堪称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陈寅恪放洋十几载，于哈佛大学、柏林大学等
美国、欧洲名校转过一遍，终未能揣一张博士
文凭回来，完全是为求知而读书。与那些出国
镀金“为文凭”者相比，陈寅恪真正做到了

“读书为己”而不是“为人”。
对通今博古、学贯中西的陈寅恪，目空天

下士的傅斯年于敬重推崇的同时，深感自愧不
如，甘拜下风，并慨叹曰：“陈先生的学问近
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陈寅恪每次授课，除学生外，因羡慕其学
问之广博与才情之高，清华的吴宓、朱自清等
名冠一时的教授皆前来听讲，因而陈寅恪便有
了“教授的教授”之美誉。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讲授隋唐史。开讲前开
宗明义：“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
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
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
的。”

国学大师刘文典月下讲“红楼”。开场白
是有板有眼：“只、吃、鲜桃、一口，不、
吃、烂、杏、一筐！仙桃只吃一口——就行了
啊！”停顿片刻，未等台下听众回过神来，刘
氏又颇为自负地接着大声道：“凡是我讲的，
别人都没有说过；凡是别人说过的，我都不
讲，今年给你们讲四个字就够了！”

联想当下，对照大师们的自主解读，那些
照本宣科传声筒式、复印机机械照搬式、复制
剪切式的授课者可曾汗颜？

成为学术大师者，必有其灵魂。清华国学
院导师之一王国维去世后，陈寅恪在其清华园
纪念碑上写道：“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
光。”我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
这些学术大师的灵魂。

清华国学研究院还有一位导师，就是后来
被誉为中国人类学和考古学之父的年轻海归李
济。27 岁的李济获得哈佛大学哲学 （人类
学） 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位中国人获此殊荣。

此时的海归与若干年后，作为新生代的海
归或者假洋鬼子皆有较大不同，在李济的梦想
里有成就一位学术界大师的心愿，却没有捞着
大官或弄个百万富翁或千万大亨的追求。李济
心中装的是“新文化、科学救国、振兴民族”
等一类理想与抱负。这一鲜明的时代特征，正
如若干年后李济所说：“那时的留学生，没有
一个人想在美国长久地待下去，也根本没有人
想做这样的梦。那时的留学生都是在毕业之后
就回国的。他们在回国之后，选择职业的时
候，也没有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的问
题。我就是在当年这种留学风气之下，选择了
我所喜爱的学科——人类学。”

李济式的“留学风气”极大彰显了其人品
之高尚伟大，多么希望这样的“留学风气”能
够深深影响改革开放后成千上万的出国留学
者。

俗语说，没有梧桐树引不来金凤凰。
1917 年 1 月 4 日，时年 49 岁的蔡元培就

任北京大学校长职位。在周围尚处于蒙昧与混
沌状态的历史时刻，蔡元培审时度势，提出了

“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
包”16 字箴言。这个光芒万丈的治学方针，
如大海潮声，振聋发聩，古都上空犹如“晦雾
之时，忽睹一颗明星”。自此北大成为“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散发着人性光辉和科
学理念的人才成长之摇篮。

如果说蔡元培为北大栽下了梧桐树，那么
为清华栽下梧桐树的则是梅贻琦。

1931 年 10 月 14 日，以独特的人格魅力
被世人称为“寡言君子”的梅贻琦，被国民政
府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2 月 3 日，梅贻琦
到职，发表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
也，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演讲：“一个大学
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
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
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
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
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inspiration （启发）。”

梅贻琦本人，从来没有被称为大师，但在
他的任内却为清华请来了众多的大师，并为后
世培养出众多的大师。梅贻琦作为中国最有声
望和成功的教育家被誉为“清华之父”和清华

“永远的校长”。
斯人已逝，但其精神、其思想、其风骨应该

葆有、继承、光大，这应是一种伟大的担当！
（作者单位：天津市天津中学）

大师的启示
吴奇

新书速递

若干年前，廉思力作 《工
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 的
出版，掀起了国内社会各界关心
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和命
运的热潮。陈先哲的这本著作亦
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更为深刻
地揭示了当代青年知识分子生存
和发展状况的制度根源。作者通
过严谨深入的田野调查，勾勒了
学术制度变迁背景下我国大学青
年教师内心与行动变化的日常图
景，并使用“学术锦标赛制”这
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概念工
具，揭示学术锦标赛制对大学青
年教师学术发展的多重影响。

梁杰 整理

《学术锦标赛制下大学
青年教师的制度认同与
行动选择》
陈先哲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绘本课程这样做》
闫学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呈现了当前国内最
具影响力的儿童绘本阅读课
程的基本路径与实施策略 。
该课程由全国著名特级教师
闫学创生与主持，充分发掘了
经典绘本的特定元素与多元
价值，并与儿童核心素养和生
命成长建立了丰富的连接 。
本书从美学、哲学、心理学等
各方面解剖绘本、解读故事，
而不是简单地将之看作语文
知识学习的一种补充。这种
提升绘本价值的做法，将使学
习者最大限度从绘本教学中
获得精神滋养。

《中学阅读高效教学》
雷其坤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优秀教师的成长：关键读物》
方心田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