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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赵阳

品味经典

清泉一泓流远长
——研读 《颜氏家训》
段伟

金琦钦

家训是我国古代长期延续下来的
家长教育儿女的最基本的形式和方
法。本书从中国历代家训中精选、节
录了 100 多篇文章，按照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原文、注释、译文的体例
编辑成书。所选篇目多系名人名作，
内容涉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立德、立功、立言、读书作文、
待人接物等方面，体现了中国历代一
百多位有成就的家长智慧的灵光和丰
富的教子经验。本书可以作为家庭教
育的工具书随时参阅，作为每个家庭
进行家庭教育的必备读物阅读借鉴。

教学的批

走进语
山西教育出版社
徐俊
著

——

——读 《高效教学的道与术——陶继新教育讲演录》

生本学习：小积累引发大影响

主编

》

胸怀至简大道 心生万千方法

中国大百科全书
中国人的
翟博

《

教师荐书

新书速递

》

面向全社会，强调的是共性。
《颜
氏家训》的意义在于，在道德共性
的指导下，突出了一家一户教育
的个性，突出家长为子女垂范立
训的文化自觉。家是最小国，国
是最大家。修身是入德的起点，
是人生第一要务。伦常者五，家
庭有其三（夫妇、父子、兄弟）。只
有每个家庭都按照道德要求和谐
相处，治国、平天下才有坚实的基
础，家训能涵养清正家风，永志不
朽，
有伸引国家法律的作用。
《颜 氏 家 训》述 立 身 治 家 之
法，辩证时俗之谬，以小见大，以
近显远。阐明“家”是正心修身、
养性育德的人生起点，
“ 蓬生麻
中,不扶而直 ”。其文字简练明
隽，兼采雅俗。似语录，而有语录
所没有的趣味；似随笔，而有随笔
所不易及的整饬；似训诫，而有训
诫所缺乏的亲切醒豁；清霏有味，
［清］ 袁枚、尤诏、汪恭 《随园湖楼请业图卷》（局部）
行端启后人
风月无边，点染其间，夜静钟声。
恭、夫义妇顺。无论是“骑马打 大贤大德之人作为自己的人生偶 遭颜真卿怒斥。李希烈还在颜真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颜氏 在《颜氏家训》的影响下，下起士
仗”或“过家家”的兄弟姐妹，还是 像，遵循他们知人论世的方法。 卿住处挖一大坑，欲坑杀之，颜真 家训》确立了家族成员的行为准 庶，上至宰相，乃至帝王之家，多
未曾谋面的祖上、后人，都是“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选择怎样的 卿坦然道:何必多事，只要一剑便 则。家长要成为子女的楷模，持 有自订的家训，成为中国传统文
爱亲人”。对治家，他提出要勤 偶像，就会有怎样的人生。北齐 可。最终颜真卿被李希烈缢杀于 家要“去奢”
“行俭”
“不吝”。在婚 化的一大特色。我们张口即诵
俭，不可奢靡浪费。他特别反对 时，一些人教孩子学鲜卑语、弹琵 蔡州。
“二卿”舍生取义，是颜门修 姻问题上，做到“勿贪势家”，反对 “传家二字耕与读，发家二字勤与
买卖婚姻，对北齐贵妇人盛装出 琶，希冀通过服侍鲜卑公卿来获 身立德得以传承的注脚，他们所 “贪荣求利”。务实求真，不求虚 俭”
“不做亏心事，不赚昧心钱，心
门为丈夫儿子“争讼曲直，造请逢 取富贵。颜之推对此非常不屑， 表现出的明哲思辨、重社稷、识大 名，
摒弃
“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
的 里有盏灯，肚里能撑船”等大有裨
迎”打官司、走后门，甚至“代子求 认为这样会迷失人生方向，即使 体的气度，对后人有着宝贵的引 行为，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 益于世道人心的家训，可谓字字
官，为夫诉屈”很瞧不起。家庭治 能到卿相之位，亦不可为之。
“ 慕 领价值。
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作为南 精湛，
句句经典。
理好了，方推及社会，而社会上的 贤”被颜氏后人永奉于怀、遵循不
北朝的世族，颜之推深感维护门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勉学唤觉悟
优良风尚需从上做起、从先（前 悖，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颜杲卿
风的重要，
《颜氏家训》的首篇和末 百姓家。”
《颜氏家训》在修身治
辈）做起，这便是“风化”，强调上 和颜真卿。两颜是堂兄弟。唐安
学无止境，行者无疆。在颜 篇，他都反复叮咛，写“家训”的目 家、勤勉向学方面给后人提供了
家教承善行
者（上级）、先者（前辈）对推动社 史之乱初，颜杲卿任常山（今河北 之推看来读书是趋近圣贤、通向 的便是
“整齐门内”
，
耳提面命地交 诸多有益的参照，而和气致祥、端
会道德前进的重要作用。
正定）
太守，
颜真卿任平原
（今山
天理的阶梯和桥梁。他要求后人
代后人
“绍家世之业”
“
。道不远人， 淑家声的思想光芒不仅仅照亮颜
“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东西部）
太守。安禄山叛军围攻
要勤奋学习，
树立终身学习习惯；
斯文在兹。
”
他要求后代要按儒家
氏子孙的人生，也在惠及更多的
颜之推认为，教育要从小抓起，从
慕贤扬正气
常山，
逼迫颜杲卿投降，
但颜杲卿
“学贵能行”
，
学习要经过自己实
“六经”
严格要求自己，
不只做
“典
人。不过，
《颜氏家训》反映了彼
婴儿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
“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 不肯屈服，还大骂安禄山，不久城 践、不能轻信“耳受”；周围的贤者 正”
之人，
亦要写
“典正”
之文，
绝不 时价值观及需要，有许多时代的
训。进一步，教育还应提前，这便
“轻薄”
之途。
局 限 ，诸 如 封 建 纲 常 伦 理 的 宣
是“胎教”，胎教源于周代，但置于 养其心。”颜之推提倡颐养性情 为史思明所破，颜杲卿被押到洛 都可为师。南北朝是等级森严的 能陷于
“ 比至气绝”，仍 社会，颜之推以能者为师的观点
《颜氏家训》的写作方法很有 扬、明哲保身的说教等需要读者
家 庭 教 育 之 首 应 始 于《颜 氏 家 “礼为教本”，要以忠孝仁义作为 阳，被凌迟处死，
训》。婴儿期的教育就像新媳妇 人生准则，为人不能贪慕名利而 然“大骂不息”。安史之乱后，颜 极具进步意义。他把圣贤之书的 特色，颜之推往往以儒家经典、格 吐故纳新，省思鉴之。尽管世殊
初进门就立规矩一样，
“ 教妇初 要做实事。他用一句话告诫后 真卿出任吏部尚书，封鲁郡开国 主旨归纳为“诚孝、慎言、检迹”六 言名句作为问题出发点，以历代 事异，但 《颜氏家训》 历久弥
来，教儿婴孩”，长成以后，思虑散 代:“ 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 公。德宗时藩镇割据，他奉命去 字，认为读书求学的目的，是为了 圣贤如孔、孟、周公作楷模，以同 香，读来如一泓清泉，沁人心
“ 若能常 时代人、颜氏亲属乃至本人亲见 脾，促人警醒，益人心智。
逸，固须早教。同时，颜之推将家 说明“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 河南汝州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处。“开心明目，利于行耳”，
，
一切均依自身努力。
李在藩镇中位置最重要，势力最 保 数 百 卷 书 ，千 载 终 不 为 小 人 的故事作范例。在颜之推之前，
（作者系湖北英山实验中学
庭中夫妇、父子、兄弟关系称之 保”
颜之推要求子女“慕贤”，将 大，很想称帝，李逼颜真卿叛唐， 也”。他认为无论年龄大小，都应 儒家亦有儿童教育的规范，但是 大别山区种子教师）
“三伦”，要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

《

该读书学习。
考证典故，品第文艺，颜之推
尤为重视后代文化艺术的修养。
他本人在书法艺术上造诣颇深，
称：
“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
书法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他
酷爱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不仅
收藏，更多方研习，他要求子孙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一寸光阴
一寸金，勤学苦练方成才。字如
人生，说话做事也好，学习享乐也
罢，如果不能做到分寸有度，就很
可能陷入物极必反的桎梏之境。
颜氏一门对书法的重视，终在颜
真卿身上结出硕果，他的正楷端
正雄浑，气势宏伟，行书则遒劲勃
发，极像他的为人。他的“颜体”
是中国书法史的又一高峰，大放
异彩，其手迹《祭侄文稿》被视为
书法瑰宝。

《颜 氏 家 训》 共 七 卷 二 十
篇，以儒为纲，涉及史学、佛
学、道学等领域，是中华“家训
之祖”，凝聚了一位饱经沧桑的
老人对人生的深切体验，处处体
现着一位长者对后辈的殷切希
望。其内容质朴明快，见解独
特，有“篇篇药石，字字龟鉴”
之誉，广为流布，经久不衰。
作者颜之推命途多舛，曾历
仕四朝。入隋后，他承先圣，览
生平，苦心孤诣著成《颜氏家训》
以遗子孙。
《颜氏家训》共二十篇，
第一篇《序致》概说全书宗旨，末
篇《终制》叮嘱后事，
《归心》讲述
崇佛失当。余下十七篇可分为：
《教子》
《兄弟》
《后娶》
《治家》四篇
阐述家庭教育，强调子女教育、尊
老爱幼、和睦家庭的重要性；
《风
操》
《慕贤》
《勉学》
《文章》四篇涉
及品德智能教育，介绍如何培养
造就子弟成才；
《名实》
《涉务》
《省
事》
《止足》四篇属于思想方法教
育，强调培养子弟观察、认识、处
理问题的思考方法和途径；
《诫
兵》
《养生》两篇讲解养生处世之
道，摄养身心，以期保健延年；
《书
证》
《音辞》
《杂艺》介绍古籍文字
考据知识、音韵及杂艺知识。它
堪称中国古代教育的百科全书。
秉承此世家宝训，颜氏后裔仁风
滂沛、龙凤迭出，如训诂学家颜思
古、书法大家颜真卿。

语文

本书从语文教学的定义与属性出
发，通过对作者自身与同行教学的批
判性观察，揭示了语文教学存在“伪
生本 ”“ 集体无意识 ”“ 完美课 堂 ”
“数典忘祖”等诸多怪现象；站在
“学生学语文”的立场，通过对名师
经典课例的深入剖析，深刻反思语文
的“教学本质”
“教学道德”
“教学境
界”“教学原点”等要义；立足“学
习 方 式 转 变 ”， 尝 试 从 “ 目 标 与 意
识 ”“ 备课与上课 ”“ 形式与内容 ”
“看课与评课”等方面系统重构语文
的实践教学。

黎志新

华东师范大学出
范国睿
教育政策

主编
》
本书根据近年来我国出台的一系
列重大教育政策编撰，主要反映我国
教育改革发展的新部署和新趋势、人
民群众所关注的教育热点难点问题以
及个别外国教育政策，重点选择编撰
若干个词条，所选词条涉及“教育综
合治理”
“学前教育”
“基础教育”等
16 个核心领域。政策条目具有科学
性、准确性和前瞻性，及时、全面、
准确地梳理和解读这些教育政策，方
便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从事教育管
理工作的人员及时把握、了解国家最
新教育宏观政策。

《

湖北教育出版社
教育点亮
储昌楼

著
》

关注生本学习，是教育教 杜威的观点，民主亦是一种生 曾指出，让人们接受一个新观
学界对急剧变化的信息时代作 活方式，因此在学校、在课堂 念，常常是一件困难的事，即
出的一种合理反应。一直以 中，学生需要有机会培养自身 使新观念有明显的可取之处，
来，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是教 的民主概念与技能，以便能更 生本学习也是如此。更何况，
学理论与实践的全部诉求。在 好地参与未来生活。从这个角 对那些将生本学习视作新观念
当下，“生本学习”被认为是 度来看，学生中心比应试更为 的教师来说，实施生本学习就
达成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然 重要。基于这两个维度，倡导 意味着存在不确定性。那么，
而，要真正实现生本学习，困 生本学习最突出的一个理由或 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不愿意接受
难重重。生本学习并不是新的 许是，生本学习可以成为一种 生本学习的人呢？首先是保持
理念，它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生活方式，抑或它本身就是一 开放乐观的心态：要认识到，
初的杜威，甚至更早，但如 种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学校 即使生本学习模式的优势得到
今，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 教育真正试图在正式的教育场 了证实，也不意味着每个人都
模式仍屡见不鲜。可以说，生 景与学生的真实生活之间建立 必须接受它，也不意味着师本
本学习的变革，是一项复杂的 起联系，为所有学生的未来和 教学法就没有效果或不考虑学
生的实际情况，只是说，生本
旅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问 生活负责。
《简明生本学习策略》 一 学习可能提供了更适合当前需
题。在这种意义上，乔治·
M. 雅 各 布 斯 、 威 利 · A. 书提出了十大生本学习要素， 要的可行的教学方法，这一点
利奈达雅和迈克尔·帕瓦合著 包括：师生合作、生生互动、 必须被明显地揭示出来，从而
的 《简明生本学习策略》（宁 学生自主、聚焦意义、课程整 使生本学习获得更多人的理
波出版社） 一书，就显得难能 合、尊重多样、思维技能、多 解。书中也提供了一些可用的
可贵了，它为我们直面生本学 元评估、学习氛围和激发动 策略，比如“和同事一起通过
习的挑战提供了一种可行的范 机，共有 90 种场景和 90 种策 多种媒介学习生本学习策略”
略。在我看来，这十大要素中 “分享教学心得”
“反思生本学
例。
《简明生本学习策略》 的 最重要的可能是“激发动机” 习策略的实施”等等。无论如
导论部分明确指出，生本学习 这一要素。内在学习动机一直 何，生本学习的实现总是需要
不是一种方法，而更像是一种 以来都被认为是教育成功的基 携手共进，不懈努力，“不积
“思维方式”，一种“教育范 石。早在 300 多年前，夸美纽 跬步，无以至千里”，如果人
式”。我认为这一观点至少包 斯就在 《大教学论》 中提到， 人都愿意作出一点点尝试和改
含了两层含义：其一，它表明 “强迫孩子们去学习的人，就 变，相信假以时日，课堂将真
生本学习的设计与实施是超越 是大大地害了他们”。正因为 正焕发生命活力，学校、社会
教学法层面的活动，教学法本 要激发学生的动机，所以要增 和世界将成为更友好、更幸福
身是有变式的，重要的是理解 强学生对自己学习的掌控权， 和更安全的地方，每个人都能
和把握生本学习视野下的教学 让学生有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 找到自身在世界的位置，实现
原理或原则。其二，它表明要 的机会，要采取多元的评估方 生活的意义与幸福。这或许正
实现生本学习，就需要重塑相 式，营造积极的学习氛围，尊 是 《简明生本学习策略》 一书
关利益者对学习方式和自身角 重差异和多样性，并通过课程 的根本诉求。
总体上说，《简明生本学
色的认识，相关利益者必须用 整合和聚焦意义，让学生明白
不同于传统的心智模式来重新 学习与真实生活的联系，向学 习策略》 关注的是“发展”而
理解教育。改变人们的思维方 生证明，所学是如何的美好、 非“变革”，其旨趣不在于推
式和观念，或许是生本学习提 有用、快意。由此，其他生本 动教育巨大的飞跃，而在于探
学习要素事实上可以视作激发 讨课堂里可以实施的小方法，
出的最大挑战之一。
那么，为何要倡导生本学 学习动机的手段，同时也是激 以期通过众多小的积累来引起
深刻的影响。该书的实用价值
习呢？一方面，在现实生活 发学习动机带来的结果。
应该说，《简明生本学习 是明显的，尤其对于学校管理
中，个体都是自主学习的，都
是在与他人的合作互动中学习 策略》 提出的生本学习要素和 者和一线教师来说，因为它不
的，因此，生本学习更符合人 策略并不完全陌生，但要明确 要求激进的变革，并且书中的
类自然的、真实的学习方式； 的一点是，对某些教师来说， 策略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
另一方面，生本学习有利于推 这些仍然可能是新的东西。著
动学校民主与社会民主，按照 名传播学理论家 E.M. 罗杰斯 育学院）

《

是，
“ 教学”是否“高效”，更多地取 践活动课程，让孩子在体验中成
决于
“道”
。
长。
采访中他发现，一个学校领导
反省自身，在追求“高效教学”
如果关注师生的“教”与“学”的生 的时候，我们是否过于注重“小”
命状态，
并且有研究有突破的话，
那 而忽略了“大”，以至于连“小”
么全校的教学都将是高效的。说 也丢掉了？这让我想起“取法乎
到底，
“高效教学”的秘方不在表层 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故为其
的教学“设计”之上，也不在看得见 下”的警训。我们过于追求狭小课
的教学“方法”之中，陶继新老师以 堂中的“高效”，过于着眼于“教
记者与专家敏锐的目光发现了“冰 学”中的方法和“应试”中的技
山”之下的秘密：教室的氛围，学生 巧，最终连
“下”
也难以得到。
学习的内驱力，以及师生关系的融
在书里，陶继新老师讲了一个
洽和谐等要素。
耐人寻味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
采访时的所见所闻将陶老师 云 南 省 文 山 州 一 中 的 钟 子 俊 校
这些年，我读过不少跟“高效
教学”相关的书，但习惯思维总是 的思维触角伸向时间深处：古今对 长。他曾辞去副县长职务并竞聘
上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共有 8
无法跳出狭隘的“课堂”，总是习惯 比。
也 许 我 们 从 来 没 留 意 过“ 学 个县，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县，共约
性想着那句曾经响当当的口号：
和
“教室”
的区别，
古代称学生学 350 万人。钟子俊校长走马上任那
“向四十五分钟要质量。”当我把陶 堂”
继新老师的《高效教学的道与术》 习的地方叫“学堂”，而今称为“教 一年，该校高考一本上线人数只有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这本书看完 室”，细细琢磨，认真玩味，一字之 51 人，最高分是 587 分；现在该校
比 10 年
的时候，细细思量我曾经的思维误 差，内涵竟有天壤之别——前者强 一本上线人数达 500 多人，
“学”
为主，
以学生为主体，
学生多 前增加了 10 倍；
以前升入本科的学
区，有种恍然大悟之感。许多人理 调
后者强调
“教”
，
以教师 生比例约 30%，
现在约 90%。
解的
“高效教学”
更多地是从狭义的 读多说多写；
角度，
着眼于固定空间、
固定时间内 为主体，老师多读多说多写。现在
虽说不能单纯以高考升学率
的教学质量，
而陶老师的《高效教学 因为过于强调“教”，所以就过多地 来衡量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但它
的道与术》已然突破了固有“课堂” 在“教”上下功夫，从而忽略了“学” 确实是一项重要指标，尤其对于
的局域，
向更广远的时空蔓延，
他已 的研究。
贫困山区的学校来说，升学几乎
经将研究的视角定位在一个人一生
实际上，学生的“学”之高效， 是山里孩子走向更广阔天地的最
的学习生活工作的“高效”，让我第 受知识背景的影响，这知识背景就 佳路径。那么，钟校长是如何激
一次从广义的角度思考
“高效教学” 包括了广泛的阅读和丰富的生活 发教师乐教、学生乐学的呢？教
的内涵和外延。
阅历，而深谙其道者必能引领师生 师的“教”、学生的“学”为何如
作为教育工作者，陶继新老师 走向高效的康庄之道。诸如陶继 此高效呢？他的管理智慧是什么
一直活跃在全国各地的讲台上；作 新老师在书里记述的“大课程大教 呢？我一遍又一遍地在文字中穿
为记者与专家，他又一直奔波在路 材”之系列人物：山东潍坊市潍城 行，寻寻觅觅中，不由感叹一句：
上，采访全国各地的局长以及校 区青年路小学的韩兴娥老师，每学 遵循天道，心生万法。生命的成长
长、老师、学生、家长等。30 多年 期用两周时间上完一册小学语文 是人之渴求，遵循于此的管理，何
来，他走了 600 多所学校：从改革 课本，其他时间带领学生学习《中 愁无效？
前沿的深圳到千年古都北京，从教 华上下五千年》
《论语》
《老子》
《史
故，唯有遵循生命成长之道而
育大省山东、浙江到西南的云南、 记》等文化经典；南京市北京东路 设的“教学”，方能“高效”。读完此
贵州。每到一处，他或是讲课，或 小学的孙双金校长，用“国学经典” 书，我忽然想起王国维的“学问三
是采访，从大学教授到小学教员，“诗歌经典”
“ 儿童文学经典”构筑 境界”：当我们为了“高效教学”的
从享誉教育界的名师大家到小有 小学语文的三块“大石头”，拓宽根 具体策略而上下求索，为一招一式
名气的青年后辈……他一直在和 基，解决小学语文教学的“少慢差 而 衣 带 渐 宽 时 ，蓦 然 回 首 ，有 那
校长、老师、学生、家长交流。在一 费”问题；山东附属中学的赵勇校 “道”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是啊，
路行走中，他敏锐地捕捉到大家对 长，在学校开设了各类特色课程， 生命成长之道不在喧嚣浮华处，
“高效教学”的解读存在一定的误 如“赵说红楼”
“孔子课堂”等；如天 “高效”只垂青沉得住气、静得下心
区，发现大家对“高效教学”的研究 津中学国赫孚校长，在学校开设 的人。
过多地放在“术”的方面，而事实 “岗位体验和社会观察”等综合实
（作者单位：
广西百色高级中学）

本书引导学校管理者进行顶层设
计，将教育理想化作蓝图，在日积月
累的工作中实现；教班主任构建理想
课堂，让“学困生”发奋，并且燃起
对生活、对学习的热情；让教师们懂
得从哪些方面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和
教学能力，并且清楚如何最快地提升
全班成绩而又不伤害学生的兴趣和个
性发展。
梁杰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