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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年复一年，我们都在谈读书的益
处，也常常感慨：读书原来是这么好的
事啊！但让天天与“书”耳鬓厮磨的教
师靠近书，为什么却这么难？我因此
曾开玩笑说，教育的乡愁是什么？是
读书，是教师不爱读书，不善读书。

新年伊始，我们还是从谈读书开
始。因为，靠近书，才可解教育的乡愁。

靠近书，为什么就这么难

这些年来，我常应邀至各地与教
师交流读书的话题。每到一处，校长
们如出一辙的吐槽不时充盈耳畔：朱
老师，为了让教师读书，我们能想的办
法都想了，但效果不是很理想。

校长们的苦恼印证了我对教师阅
读现状的基本判断：不容乐观。我身
边教师朋友很多，但他们当中鲜有喜
欢读书的。如果说阅读的现状，就是
教师的现状；教师的现状，就是学校的
现状乃至教育的现状，那么今天绝大
多数教师处于破产状态，当然我指的
是精神破产。绝大多数教师只知道有
现实中的银行，没有意识到精神深处
还应该有一个银行。因为没有这个意
识，从不精打细算往这个银行积累财
富，以致精神上经常透支，处于极度贫
困状态，这难道不是破产吗？教师破
产，学校怎么富有？教育怎么富有？

吊诡的是，提起读书的意义和价
值，没有哪个教师不认同：书是人类永
久的老师，是文明的象征，靠近书，就
是靠近“教师”，靠近文明。

认真想来，教师阅读的问题究竟出
在哪里，或者说最大的瓶颈是什么？我
的答案是：教师没有力气阅读了，当然，
个案不算。今天的中小学教师60后算
老的了，因为 50 后，57 年以前的退休
了。不管60后还是70后，时代所限，从
小所读之书，能有多少营养呢？而 80
后、90后是60后、70后教出来，加之他
们从小就被逼挤在应试的羊肠小道上，
除了应付考试之书，他们当中能真正尝
到阅读甜头的，少之又少，是珍稀动物
级别的了。读书，当从最难的读起，先
辛苦积攒下“第一桶金”，越往后，积累
越丰富，就越读越轻松了。今天的中小
学教师底子薄，没多少本钱，再加之工
作负担又重，没多少时间，真的是读不
动啊。

生命在某些关键时刻，如果错过
学习某些事情，往后再学习，将会变得
非常困难。一句话，教师不是不想靠
近书，而是先天不足，以致无力阅读，
开卷无趣又无益，很多时候只能望书
兴叹。

先天不足，后天弥补也不迟。读
书，并非什么神圣神秘的活儿，什么时
候开始“补”都来得及，为什么偏偏还
有那么多教师不愿靠近书？真的刨根
究底，或许可从以下两个视角省思。

从经济学的视角省思。经济学特
别强调“选择”和“成本”这两个概念，
任何人在选择之前一般都会权衡利
弊，也就是说，成本意识深入每个人的
骨髓。同时，成本意识里隐含着价值
判断，而选择本身就是价值判断直接
干预后产生的结果。人乃群居动物，
很容易受影响，不知不觉以“主流”的
价值观为自己的价值观，即所谓从众
的心理机制。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
教师没有靠近书本，这是常态，是“主
流”。从生物学的视角省思。在自然
生态中，物种具有惊人的抗性，绝大多
数教师在走上讲台前，都是应试链条
上的学习者，长期被强制服下名曰“知
识”的书本汤药，导致严重地对“知识”
的抗性。绝大多数教师从单一知识灌
输的应试中胜出，但也付出了代价：对

“知识”有本能的反感和抗性，谈“书”
色变，更别说主动靠近。以上颇费心
思的探究，无非想说明：教师靠近不了
书，品咂不出书中的价值，即精神事物的
滋味，教育也就离我们遥远极了。

靠近书，其实也没那么难

我以为，教师的阅读现状不容乐观，
但也无须悲观。让教师靠近书，其实也
没那么难，因为有内外两个因素在步步
紧“逼”。先说外部因素。我们生活的
土壤不同了，也就是时代变了，整个外
部环境都在“逼”你读书。上个世纪，
曾有过几乎无书可读的年代，物以稀
为贵，那时候的人却疯狂地到处找书
读。现在倒过来了，茫茫书海，一望无
际。自上而下都有这个共识，都知道要
读书，所以读书活动遍地开花，五花八

门。有时候，形式就是姿态，就是内容，至
少让你知道，现在读书是潮流，不拥抱这
个潮流，注定要“落伍”的。行文至此，须
多提一句“题外话”，以免误读：作为教师，
有些潮流，比如读书，该拥抱就拥抱，什么
时候拥抱，都不过时；有些潮流，如果随大
流，盲目跟风，等时过境迁，回头看去，荒
唐极了，除了脸红，一无所获。

再说内部因素。作为教师，有两个
迫切靠近书的内在需求。

一是职业成长的需求。今天的教
师，如果还满足于浅读、粗读，甚至假读、
不读，工作固然不至于丢掉，但从职业中
获得的幸福感注定要与日俱减。为什么
呢？你面对的学生不一样了，你只有一
桶水，他那儿早有几桶水了。想从工作
中获得尊严，获得幸福感，赶紧靠近书
吧，这是教师职业成长的需求。

教师在靠近书的路上，怎么更好地
满足职业成长的需求？关键是循序渐
进，循专业成长之序。一般说来，刚走上
讲台的三五年内，应立足站稳讲台，让课
堂说话，把学科的魅力传递给学生，这个
阶段，阅读的重心需放在提升学科教学
水平的相关书籍上；在讲台上可以游刃
有余了，应有意识地去啃点相对枯燥、抽
象的书，避免在实践中走太多的弯路；当
实践和理论开始鱼水般交融，可尝试自
由阅读了，这个阶段的阅读看似随心所
欲，实则不管读什么，皆会触类旁通，反
哺日常的教育教学。

二是生命成长的需求。作为人，心
智要成长，没有书，行吗？上个世纪 70
年代，钱钟书、杨绛夫妇被下放到河南某
地劳动。有一天，杨绛指着窝棚问钱钟
书：“给咱们这样一个窝棚，咱们就住下
来，行吗？”钱钟书很认真地想了想，回答：

“没有书。”是啊，没有书，日子将过得不一
样了，生命也将成长得不一样了。没有书，
心灵无处栖居。有了书，“窝棚”顿时生辉，
正如冯至所吟：“给我狭窄的心/一个大
的宇宙。”

教师在成为自己、成为人的生命过程
中，要学习各种功课，而掌握这些功课的
关键途径之一就是读书。读书，是不断塑
造自我的精神运动，所以，教师“书”妆打
扮自己，是生命成长的需求。靠近书，意
味着靠近更深入的生命。

有需求就有内驱力，可是校长们还
在苦恼：学校买书、做活动，乃至请作者
到校与教师面对面交流，费尽心思推动
教师靠近书，为何绝大多数教师坚如磐
石，纹丝不动？其实，校长们只要稍加思
考，就会明白：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但学
校的供给符合教师的需求吗？是供给大
于需求？供给小于需求？还是供给与需
求根本就是南辕北辙？

想明白，办法自然就来了:基于教师
迫切的生命成长需求，引领他们慢慢靠
近书，比如，学校可成立年轻教师父母读
书俱乐部，让他们共读育儿书籍，自主交
流。有些事情，如果是“自找”来做的，且
尝到甜头，一定会不辞辛苦，越做越起
劲。同样道理，学校也可以基于教师职
业成长的不同需求，有形式多样的供给，
比如，可引导骨干教师成立“啃读”经典
的共同体；也可倡导中老年教师共读健
康类的书。诸如此类,各供其需，供需平
衡，不愁教师不靠近书。

靠近书，让教育慢慢变好

一说教育的问题，我们就会在教师
阅读上找原因，其实不然，教育是一个永
恒的难题，古今皆然，中外皆然。我从三
个维度略谈一己之思。

维度一，教育与文化有交集，但难兼
容，因为各有各的不兼容系统，也就是
说，两者存在某种程度上的矛盾与冲
突。孔夫子强调“因材施教”，注重发展
个性。问题来了，中国文化一直是“中
庸”的基调，讲究分寸感，不偏不倚。突
出个性，随之而来的是“排他性”；讲究分
寸感，不敢越雷池一步，往往投入“相似

性”的怀抱。我们讲了几千年的“求同存
异”，事实上是“求同”容易，“存异”难。

维度二，教育与现实是一对天敌，教
育要“诗与远方”，故曰百年树人，现实只
要“眼前的苟且”，所以只争朝夕。现实
教导我们，面包是不可超越的。教育开
启我们，有些东西是可以超越面包的；现
实不断引诱我们，成为成功的人，成为被
需要的人。教育谆谆教诲我们，要成为
你自己，要活出生命的尊严。让二者互
补，而非互为天敌，可能吗?可能。

维度三，教育与人性永远处于博弈
之中，这是一场难分胜负的拉锯战。很
多人一提起教育，就无限向往人性化教
育。其实，人性，人性化，只是一个中性
词，不必赋予太多褒贬的感情色彩。人
性有优点，也有弱点；人性中有善，也有
恶。教育就是要多多克服人性的弱点，
不断引出人性中的善和美。

之所以谈以上三个维度的思考，是
要强调，教育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艰
辛，不是教师多读几本书，所有的问题就
可以迎刃而解。但教师不靠近书，教育
一定会更复杂化、粗鄙化。

教师靠近书，真的读进去了，就会敬
畏生命，怀抱生命，让教育慢慢变好，因
为书会“将智慧如同耳语一般告诉给我
们”（帕慕克语）。书会告诉我们，什么是
好的教育。一所好学校，必以善为底色，
传播善念，积累善的经验，因为善是教育
的美学。好的教育，即善的教育，致力于
让人性深处那些好的东西亘古流传，生
生不息。

好的教育怎么做？同样，书会告诉
我们：走正道，慢慢来。什么是教育的正
道？使人脱贫致富，脱贫，不仅仅消除物
质上的贫困，还有精神上的。慢慢来，其
实是抵达好的教育的恰当方式。好的教
育就是在岁月的长河中，点滴渗注精神
含量，所谓熏陶是也。不管时代怎么变
幻，我们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人，始终以
我们的温暖照亮世界。换言之，教育就
是慢慢靠近善、靠近美的生命过程，正如
我在《时间镜子里的观念》一文所遐想
的：“最美校园的样子，亦即最好的教育
方式，值得我们期待：读书，唱歌，聊天，
漫步，玩耍，免于各种心灵伤害，不落下
任何一颗仇恨的种子⋯⋯”

书还会告诉我们，什么样的老师是
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好老师首先是一
个精彩的平凡人。教师精彩，孩子精彩，
教育精彩。当然，好老师还专注于成全
人的事业，他循循善诱，让每个人在各自
的起点上，不断向前迈进。

书还会告诉我们很多，很多⋯⋯
好的书，其实就是一座桥，连接着书

里与书外、已知与未知的世界，难怪俄国
诗人巴拉丁斯基如是颂扬歌德：“能看懂
布满星辰的书卷/能同海浪进行对话。”

（作者系教育图书编辑，教师阅读
推广人）

靠近书靠近书，，以解教育的乡愁以解教育的乡愁
朱永通

我的2017书单

封面·新年专稿

书海观潮

四川省巴中市教育局 唐玖江

1. 《论教育学》 [德]伊曼努
尔·康德 著 赵鹏 译 上海人
民出版社

人为何要接受教育？教育的目
的何在？教育容易吗？大哲学家康
德的小册子 《论教育学》 本是关于
教育学的授课材料，虽然正文仅
50 页，内容却博大精深，对教育
学各领域均有涉及，极具启发性和
穿透力，几乎字字珠玑。康德指
出，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
教育的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逐
步将人性之全部自然禀赋从自身中
发挥出来，向着人性的完满实现前
进。康德强调，能够对人提出的最
大、最难的问题就是教育，对真正
的教育来说，要做的事非常多。此
书基本上塑造了我的教育哲学观，
令人相见恨晚。

2. 《作 为 教 育 家 的 叔 本 华》
[德]弗里德里希·尼采 著 周国
平 译 译林出版社

尼采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
开创者，在全世界具有非凡的影响
力。周国平认为本书的主要内容是

“一个青年哲学家的自勉”，确切标
题应该是 《作为自我教育的哲学家
的尼采》。这本书是尼采30岁时发
表的一部充满激情的著作，以叔本
华为范例，阐述了他对哲学家的品
格、哲学的使命、哲学与人生及时
代的关系等重大问题的看法。我认
为，此书最大的价值是提出要每个
人成为他自己，重视个人的作用。
在注重集体意识的中国，这就颇有
警醒意义。

3. 《教育漫话》 [英]约翰·洛
克 著 杨汉麟 译 人民教育出
版社

本书原为流亡荷兰的英国哲学
家约翰·洛克应乡绅爱德华·克拉
克的邀请，指导其教育子嗣的书
信。讲的是如何培养绅士，涉及家
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内容非常细
致。洛克指出，绅士应具备德行、
智慧、教养、学问这四种品质，在
绅士教育中，身体保健最重要，其
次是道德教育，最后才是知识与技
能教育，“学问最不重要”。此书足
以让人们重新认识绅士教育，要知
道，绅士教育离普通人并不遥远，
它本质上是一种对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标准更高、要求更严的教育方
式，无关家庭经济状况。

4. 《上学真的有用吗？》 [美]
约翰·泰勒·盖托 著 汪小英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作者在曼哈顿教了 30 年书，
好学校、差学校都待过，对教育有
着深入骨髓的体会。这本书严厉抨
击了美国的强制上学制度，认为学
校一直代表着精密的社会控制系
统，12 年到 20 年愚化的记忆训练
毁坏了最优秀的智力。作者强调，
上学并不代表受教育，人们应当寻
找自由教育，自己来教自己、指导
自己，想方设法完成自我教育。此
书展现国人普遍缺乏的怀疑精神，
其最大价值是提出了自我教育这个
论题，这在教育被科技重新塑造的
新时代有着非凡的意义。

5. 《走出思维的误区：批判性
思维指南》[美]M·尼尔·布朗、斯图
尔特·M·基利 著 张晓辉、马
昕 译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当 前 ， 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在教育领域大热。此书
中文译本已出到第10版，堪称学习
批判性思维的绝佳入门书。书中提
出了十大批判性问题，列举了推理中
常见的20多种谬误，讲了批判性思
维的具体学习技巧，例子很多，通俗
易懂，非常好读。在作者看来，批判
性思维能帮助我们追寻更严密的结
论、更完善的想法以及更出色的决
定。我认为，批判性思维是人类最高
级的思维，是中国教育最缺乏的元素
之一，亟须在中国推广。

6. 《爱的艺术》 [美]埃里希·
弗洛姆 著 李健鸣 译 上海译
文出版社

弗洛姆是人本主义哲学家和精
神分析心理学家，他这本不到 10
万字的杰作专门论述爱。作者认
为，爱是一门艺术，要学会这门艺
术，就应增强爱他人的能力，真正
谦恭地、勇敢地、真诚地和有纪律
地爱他人。作者强调，真正的爱是
内在创造力的表现。本书最重要的
观点是爱是一种能力，需要学习，
而非与生俱来。但在我们的教育
中，爱的教育远远不足，尤其是谈
恋爱。并且很多人根本不懂爱，甚
至以爱的名义伤害人。每个中国人
都应该读读这本小书。

本报讯 （伊湄） 今天，我们如何认
识毛泽东？如何阅读毛泽东同志的著
作？如何理解毛泽东思想？又如何认
识毛泽东思想在当代的价值？近日，由
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
总社联合出版的《重读毛泽东，从1893
到1949》新书发布会在北京大学举行。

该书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
他没有采取积累史实材料并加以简单

评述的方式，而是从思想史、学术史和
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研究毛泽
东。全书融汇中西、贯通古今，打通了
学科壁垒，熔历史学、哲学、文学、军事
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知识于一炉，以
毛泽东是如何成才和如何走上为广大
劳苦大众谋解放的道路为主线，为我们
正确认识毛泽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
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窗户。

《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出版

最新书事

本报讯 （紫丹） 由北京市委教工委
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承办的“中国进入新
时代”第二届首都高校大学生阅读演讲
比赛日前在首师大举行。本次比赛共有
34所高校参与，经过初赛和复赛，16所
高校的选手晋级决赛。决赛围绕“中国
进入新时代”进行主题演讲，选手们或
激情飞扬或娓娓道来，通过学习党的十
九大报告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相关著作，深入挖掘思想
内涵和精神实质，展现了当代大学生的

风采。最终，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李兆
晴摘得桂冠，北京化工大学季威等4名
学生获得二等奖，中国石油大学艾克
但·艾合买提等5名学生获得三等奖。

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缪劲翔
在致辞中指出，首师大高度重视书香校
园建设，依托学科专业优势，开展了一
系列以阅读为主题的特色文化活动。
他希望大学生用自己的读书故事激励
引领更多同学，传播中国精神、中国价
值和中国力量。

第二届首都高校大学生阅读演讲比赛落幕

本报讯（子依）近日，“挚爱阅读”
2017 亚马逊年度阅读盛典在京举行，
亚马逊中国发布了一系列年度榜单。
其中，2017年亚马逊中国最畅销的纸质
图书前三分别是《解忧杂货店》《我们仨》
和《皮特猫》，最畅销的Kindle付费电子
书前三则是《三体全集》《解忧杂货店》和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作家榜中，
“2017亚马逊中国年度纸质图书作家榜”
的前三分别是东野圭吾、尤瓦尔·赫拉利、
杨绛；“2017亚马逊中国Kindle年度付

费电子书作家榜”的前三则是东野圭吾、
刘慈欣和王小波。在“挚爱阅读城市榜”
中，乌鲁木齐、贵阳、兰州位居前三。

另外，亚马逊联合新华网、全民阅
读官网首次发布的“2017 十大文化阅
读热点事件”中，则囊括了“《朗读者》等

‘现象级’文化综艺节目获公众点赞”
“《人民的名义》《白鹿原》等热播影视剧
引领阅读潮流”“内容付费成文化消费
新增长点”等 2017 年大众关注的热点
文化阅读事件。

亚马逊中国发布年度阅读榜单

“哲学史是应该厚古薄今还是应
该厚今薄古？”“书写哲学史是否必须
要有一个逻辑体系？”“哲学是不是等
同于本体论和认识论？”“在文献资料
浩如烟海的时代，能否凭一人之力写
出或翻译出具有全球视野的哲学史？”
在近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和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院等单位联合举办的

“《劳特利奇哲学史》出版发行暨西方
哲学的翻译、研究与写作研讨会”上，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劳特利
奇哲学史》中文总主编冯俊教授一连
提出了数个问题，引起了来自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学者的热烈讨论。

《劳特利奇哲学史》是西方世界在走

向21世纪时出版的一部代表当今世界西
方哲学史研究领域最高学术水平的著
作。全书共十卷，涵盖了从公元前8世纪
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西方哲学发展的
全部内容，每一章都是以浅近的风格写
成，作者也都是这一领域公认的专家，
130多位专家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法
国等十多个国家的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

1995 年，冯俊在英国发现了刚刚
出版的《劳特利奇哲学史》前几卷后，
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极力推荐此
书。2000 年原版图书出齐后，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立刻购买了全套图书的
中文版权，冯俊亲自担任该套书中文
翻译总主编，并邀请了一大批优秀的

西方哲学研究专家参与翻译工作。历
时15年，翻译字数逾540万。

北京大学哲学系赵敦华教授认
为，《劳特利奇哲学史》的现代哲学部
分关注了科学哲学、心灵哲学等前沿
问题，这在当前的哲学史研究中是非
常可贵的，这也是现代社会面临的重
要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张志伟
教授则表示，该书可以看作是一套西
方哲学史的百科全书，它立足于现代
哲学，不是浮光掠影式的描述，而是对
哲学史上的人物和问题进行了专题式
的探讨。集研究性和阅读性于一身，
对于汉语哲学界研究西方哲学的发展
有着重要的意义。

《劳特利奇哲学史》的现实意义
本报记者 却咏梅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少不了百科
知识的指引，‘中少百科’的出版是为
了提高我国青少年的道德情操、科学精
神和人文底蕴，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中
国少年儿童提供一个上佳选择。”在近
日由北京师范大学交叉学科研究会与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共同主办的《中国少
年儿童百科全书》出版座谈会上，该书
总主编林崇德教授如是说。

以“用人类积累的所有文化科技知
识武装我国的少年儿童”为出版宗旨的
大型儿童百科全书《中国少年儿童百科
全书》是浙江教育出版社的经典品牌，
由北京师范大学交叉学科研究会和浙

江教育出版社联手历时5年精心打造，
于 1991 年“六一”儿童节期间首次出
版。20多年里，累计销售300多万套，
码洋超7亿，曾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
等奖、第六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等。

据浙江教育出版集团社长何成梁
介绍，20世纪90年代的“中少百科”解决
的主要是知识短缺、书籍匮乏的问题。
而2017版的“中少百科”针对的是当下
我国图书市场儿童百科引进版多、原创
少，少年儿童阅读量偏低、浅阅读多于深
阅读，选择性了解、碎片化阅读所导致的
知识结构失衡等问题。据介绍，新版“中
少百科”充分借助现代数媒技术，着力打

造一个全媒体的融合产品——“少儿 e
百科”，该项目已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改革发展项目库。浙教社将与北师
大深度合作，既出版纸质图书，又构建一
个内容专业创作与全社会广泛参与相结
合，兼具搜索、阅读、测试功能，包含音
频、视频、H5、AR、OCR 等资源和技术
的全媒体网络平台和资源库。

座谈会上，专家学者一致认为，这
套书凝聚了北师大交叉学科研究会和
浙江老、中、青几代出版人的心血，使一
个具有近30年历史的中国文化品牌得
以延续，展现了中国文化人坚守文化使
命、勇敢面对时代挑战的责任担当。

新版“中少百科”续写昨日“神话”
本报记者 梁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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