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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语文不是语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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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语文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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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远在远方的写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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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大学出版社
81.《哲学就是爱智慧》
朱正琳/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82. 《这样爱你刚刚好》（丛

书）
朱永新、孙云晓、刘秀英/主

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83.《致教育》
汤勇/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84.《中国古代技术文化》
江晓原/著 中华书局
85.《中国人的家教智慧》
翟博/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86. 《中国艺术如何影响世界

——从莫奈到毕加索》
陈传席/著 中华书局
87.《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
许嘉璐/著 中华书局
88.《诸神的踪迹》
申斌渔/著 新星出版社
89.《诸神纪》
严优/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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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俊/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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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及 “ 哲 学 ”，
人们似乎敬而远之。
目光如炬的古代先贤、厚重质朴
的理论著作、佶屈聱牙的逻辑词
句，难以将其与热烈丰沛的现实
生活联系起来。

事实并非如此。《像哲学家
一样思考》 是一本散文体哲学家

《沉思录》，就像一位哲学家进行
思考时的过程实录；书分上、下
两册八部分 33 章，涵盖人生路
上方方面面的疑问和困惑，文
理兼备、无所不思，在迥然不
同的领域之间一线串珠。作者詹
姆斯·克里斯蒂安是来自美国的
哲学教授。他没有向读者灌输西
方文化的形式思维，而是以读者
喜闻乐见的方式，阐释人们在
日常生活中迟早都会遇到的持
久存在的问题，以探索的方式
启 发 读 者 找 寻 自 己 生 活 的 意
义，从中获取些许智慧，让生
命变得更精彩。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诞
生来自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焦虑感
和对外部世界的好奇心，人们研
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其另一
作用就是提升个体自身反思的意
义。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既
是从认识论做出阐释，同时也表
达了思考的重要意义；加缪的

“我反抗故我在”与罗曼·罗兰
“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
生活的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
有着相似的精神气质。还有萨
特对个人自由的坚持，维特根
斯坦对无法言说的事物保持沉
默的态度，以及海德格尔强调

“诗意地栖居”的生存状态等都
是探索个体生存的质量及生命
的意义。

生活处处有哲学，人生时时
有惊异，有如罗丹那句“生活中
并不缺少美，缺少的只是发现美
的眼睛”，只要我们勤加思考，
自然就会有让人惊奇的地方，顺
着问题追问下去，就会发现更多
线索。两千多年前，苏格拉底站

在雅典的广场上宣称：“未经审
视的生活没有价值”，那是他的
哲学；时下网红的一句“彪悍的
人生不需要解释”也是他们的哲
学；两百多年前尼采在著作中呼
喊“上帝已死”，表达了他对社
会和世界的认知观点；而今你去
国外旅游，在朋友圈中以图文推
送自己的思考和行踪，其实也在
表达你自己的知行合一。尽管世
殊事异，但其本质并无不同，哲
学正是综合各种世界观、人生观
的学科。

克里斯蒂安的写作方式，为
普通读者提供了进入哲学的“轻
松法门”。在专业论者眼中，这
样的方式或许显得有些简陋和不
够严谨。但这却是颇富趣味，并

极为有效的学习之道。真正的
哲学家来自生活，由于始终拥
有一颗好奇心，他们的生活就
像保鲜过一样，鲜亮，鲜活，
鲜艳。只要深入他们的内心，
与他们交上朋友，你就会发现
他们自身有多么吸引人，你会不
由得感叹道：原来哲学可以如此
有味道！原来思考竟是这样有魅
力！

人生就像爬楼梯：一楼是物
质追求，二楼是精神追求，三楼
是灵魂追求。“欲穷千里目，更
上一层楼”，懒得往上爬的就住
在一楼，想看人生风景的会爬到
二楼，想窥天地之奥秘、探人生
之真义的则会登上三楼。我们要
想登上三楼，必须拾级而上，既
没有电梯可坐，也没有捷径可
走。通读此书，读者便可以在头
脑中建立起像一棵树那样的知识
构架，再根据自己最感兴趣的命
题、最急于解决的困惑，去寻找
相应的哲学家及其著作。当我们

逐渐地拓展自己的阅读面和思考
范畴，便能察觉到知识所带来的
快乐与满足，便能在探寻真相和
推断结论的过程中，获得头脑动
力，同时对自己的生活增加信
心，从而步履稳健、心平气和，
哪怕寻找终极关怀时也不会心浮
气躁、惊慌失措。

诚然，这个世界并不存在绝
对统一的真理，也没有一种关于
生命的理论能符合所有时代和人
群。即便如 《像哲学家一样思
考》 这样的权威版本，也只能算
是理解哲学的方式之一。作为个
体，我们可以像默顿一样“在默
坐中看到世界的另一面”，亦可
像海亚姆感叹的“我怎能坐看时
光流逝”，生命的意义要自己去
寻，别人提出的种种看法都只是
一个指引，即便“我不知道我会
在哪里停泊”，但我们完全可以
以“巨人的成果”为线索，建立
自己认识自身、观察世界的方
式，闲庭信步，享受生活。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人生
湖北省英山县实验中学 段伟

刘小枫在 《拯救与逍遥》 中
讲到，塔科夫斯基小的时候，母
亲就给他读 《战争与和平》，从
此以后，他“再也无法阅读垃
圾”。读周益民的 《造梦课堂》，
我也产生了类似的体验——在他
和孩子们的文学生活里，我们看
到了语文课的诗和远方，照见了
那些“自己”在语文中淹没、消
失的日子。

语文教师职业的神奇之处在
于，作为课堂上的言说者，当你
说出一个语词时，大家便共有了
这个语词，甚至它所代表的那个
世界：你说“夏天的飞鸟”，于
是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刻，便共
有了夏天的飞鸟；你说“渭城朝
雨浥轻尘”，于是在我们生命中
的这一刻，就共有了渭城朝雨浥
轻尘⋯⋯尽管你的渭城和我的渭
城，你的那场雨和我的这场雨可
能各不相同。此时，讲台上的那
个老师，讲台下的每个儿童都是
醒着的，自由的，天真的，活泼

的，真实的，不一样的，大家一
起沉浸在美好的文学生活中。

走进周益民的语文课，我们
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参差多态的
文学生活。在这里，我们看到一
个“文学儿童”，以儿童的心
态、姿态和方式，遇见儿童，引
导儿童，带着那些未被成人标
准、教育标准套牢、禁锢的孩子，
走向语文课的诗和远方。在这
里，孩子们可以大胆说出异见；
可以一起喊叫，起立，跺脚，拍桌；
可以读很美的文字；可以说很荒
唐的话；可以玩很有趣的游戏；
可以做很好玩的梦⋯⋯在这里，
我们看得到一个个打开的学生自
我，看得到太阳底下各种新鲜的
事情！

可惜的是，许多语文教师根

本就没有激活这个权力，或者说
滥用了这个权力：用一个声音替
代了许多种可能的声音，用一种
理解遮蔽了其他可能的理解，用
一种语文生活覆盖了所有其他可
能的生活⋯⋯阅读周益民，你能
找到激活和拥有这个权力的秘
密：童心、阅读与想象。

好多语文课貌似走得很快，
实际上只是原地徘徊。周益民的
语文课，安静而从容，却总是走
得更远，有时甚至抵达了超出想
象的远方。这种安静的文学启
蒙，大概是周益民送给儿童，送
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美好的礼
物。

周益民用“啊？”和“哦！”
来概括童话的两个特点：奇思妙
想，入情入理。这两个字同样适
用于周益民的语文课。啊？语文
课竟然还可以教这些？啊？语文
课居然可以这样上？哦！他原来
教的是这个东西啊。哦！他原来
是这样一个用意啊。既有一种令
人惊奇的体验，又有让人豁然开
朗的觉悟，如同阅读一篇童话一
样，在语文课里穿行，这大概是
周益民语文课的独特魅力。

这种效果和魅力来自何处
呢？在我看来，关键之一也许是
周益民所说的“思想的操作”和

“操作的思想”。唯其有思想，所
以 才 有 语 文 课 的 “ 内 心 的 尺
度”；唯其有操作，所以才有语
文课的“点灯的方式”；唯其有
思想与操作，我们才看到了小课
堂里的大情怀，看到了理想主义
者周益民和他的“造梦课堂”。
从感性到理性，从经验到知识，
从现象到机理，从看法到理由，
从热闹到门道⋯⋯周益民就这样
带着学生从“啊？”的特定情境
与感性经验出发，一步步沿波探
源，在观看与倾听、讨论与辩
驳、想象与沉思、猜测与游戏、
视角变换与角色置换中，收获了
理性思考和语文知识。比如：好
故事的标准是“想了又想”和

“真没想到”，讲故事的关键是
“理清大结构”与“说清小
细节”，散文阅读的钥匙是

“有意思”和“有意味”，以
及“望月”中的“景语”和

“情语”⋯⋯
研究每一堂课，上好每一堂

课，是一个老师最大的教育责
任。在语文教师群体中，有的在
抱怨，有的在质疑，有的在旁观，
有的在空想，有的在徘徊⋯⋯想
象语文教育，并身体力行，探索
语文教育的多样可能性；既贴着
地面行走，又像在云端跳舞，这
大概是 《造梦课堂》 的最大意义
和贡献，当然也是最大的教育责
任。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语文老
师的范本——一个语文课的设计
师和建筑师，用他的才华、眼界
与情怀给儿童，给我们打造的

“梦想课堂”。如果只用一句话来
表达阅读感受，那就是——我对
语文课的许多期待和想象，大都
在这里遇见了。

语文课的诗和远方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于龙

《造梦课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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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理解的
教 学 设 计 （第 二
版）》 是一本非常有
价值的书，特别是对
今天正在深入进行基础教育
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广大教育工作
者来说。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
们已经提出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体系，并正在以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为纲着力建设和完善基础
教育课程体系。体系的建设和完
善，需要以核心素养为指引提炼
各学科的大概念，也就是要提炼
各学科在培育学生核心素养中可
能和应该作出的贡献；需要以核
心素养为指引和依据来选择学习
内容；需要设计保证核心素养目
标得到落实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方
法；需要设计与核心素养培育的
教学目标和方式相适应的评价标
准和评价方法。当我们思考和推

动上述工作的时候，是能够从本
书中得到很多启发的。

这本书提出了“逆向设计”
的概念和方法，针对学校教学设
计中的两大误区：聚焦活动的教
学和聚焦灌输的教学。前者没有
明确学习体验如何帮助学习者
达到学习目标，后者没有明确
的大概念引导教学，缺乏为确
保 学 习 效 果 而 进 行 设 计 的 过
程。本书认为教师在考虑如何
开展教与学活动之前，先要努
力思考学习要达到的目的到底
是什么，以及哪些证据表明学
习达到了目的。必须首先关注
学习期望，然后才有可能产生
适合的教学行为。本书认为最

好的设计应该是“以终为始”，
从学习结果开始的逆向思考。
这个概念和方法对于今天我们
为追求有意义、有效果的教学
设计以及思考和寻找教师教学

行为转变的路径颇有启迪。
本书对“理解”在概念上和

实践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和
解释，提出衡量“理解”的一个
基本指标是能把所学的知识迁移
到新的环境和挑战中，而不仅仅
是知识的回忆和再现。特别有价
值的是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
麦克泰格将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
的“理解”概括和界定为解释、
阐明、应用、洞察、神入、自知
六个侧面，对教与学的设计具有
关键的意义。

这本书提出了一种课程与教
学的设计方法，旨在能够促使学
生参与探究活动，提升学习迁移
能力，为学生提供理解概念的框

架，帮助他们理解一些零散的知
识和技能，并揭示与内容相关的
大概念。通过对大量的教学实践
积累和总结，书中还提出了一个
关注学生理解的单元模板，以协
助教师设计课程与评估；围绕大
概念、基本问题和核心评估任务
提出了如何把教学单元放在一个
更大、更连贯、更结构化的课程
和项目框架中进行设计的思路和
方法；创造了一个基于学习者理
解的单元模板，协助教师设计课
程与评估；提出了一套在课程和
评价中实现质量控制的设计标
准。

书中提供的许多案例、创造
的许多工具和支架对于我们的教
学研究从经验型转向实证型，对
于教学从知识为本转向核心素养
为本，都具有既有理论高度而又
具体实在的实操性的借鉴意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本书
的第一版到第二版，经历了六年

时间。其间，本书的作者与他的
许多合作者持续地进行了研究和
开发，不管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
充实了体现全球改革共同趋势的
最新要求，而且补充了大量的实
践案例。这种扎根于实践的严谨
科学态度也是令人敬佩的。

这是一本值得我们反复翻
阅的书。当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方案、课程标准已经制定，教
材体系已经初步建设完成的时
候，我们一定会感觉到，最紧
迫、最需要的当是把理念转化
为行动。所谓“行动”，指的是
所有在日常课堂上每天与学生互
动的老师们在主导教学中的具体
行为。这是关系到课程改革理念
和方案能不能真正落地、能不能
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环节。此书
的推出，可以说正当其时，希望
此书能够帮助更多的教育工作者
突破“理念向行动”转化的关
键环节。

“理念向行动”转化的关键环节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尹后庆

《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

（第二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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