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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黄庭坚有言：“读书欲精
不欲博，用心欲纯不欲杂。”换句
话说，读书是要有选择的。信息时
代，书籍汗牛充栋、层出不穷，更
需要以“教师视角、专业阅读”做
出正确的选择。

作为教师，我所选择的书籍大
多应和着《中国教育报·读书周
刊·教师书房》的节拍。因为有了
编辑和名家祛魅求是的筛选过滤，
所读的书籍纯度更高。

年末岁首，过去一年《教师书
房》除去暑期和年关集约向读者推
荐书籍外，名家书评推介作品计有
六十六本，这六十多本书可分公民
教育与学校发展、教师成长与课堂
教学、师生阅读与学力提升和最新
国外优秀教育专著等几类，我印象
深刻的有十余本。

老师，
请把日子过好

三十余年来，就我观察和发
现，一线教师最喜欢的书，往往是
技术和操作层面的。国内的教育著
作，也大多致力于此，而缺乏对教
师心灵层面、精神世界的关注。这
让我们的教育陷入了“技术至上”
的误区，也让许多教师“沦落为教
学的工具”。但《教师书房》推出
的几本书改变了我的看法。

时代变迁，脑体倒挂，教师这
个业态有些沸沸扬扬，人心思动，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面对
职业困惑、人生迷惘，和很多教师
一样，我也蠢蠢欲动，幻想“外面
的精彩世界”。然而，当我翻开朱
永新教授《致教师》（4月17日）
一书，品读教授推心置腹的教诲，
顿时感觉如沐春风，豁然开朗。朱
教授虽然身兼数职，但他心无旁
骛，潜心研究，笔耕不辍，把丰富
的教育思想付诸笔端，播撒下希望
的种子；而且他的行文特点鲜明，
不说教、不晦涩，读起来轻松愉
悦，是一部“至情至理，唤醒初
心”的心灵力作。

这本书给我触动最大的，是有
关教师职业四重境界的提法：让学
生瞧得起，让自己心安，让学校骄
傲，让历史铭记。想想自己，初入
教师行列，我也曾以“学高为师，
行为世范”为座右铭，但三十多年
来一直诚惶诚恐，惴惴不安。读完
此书，我才幡然醒悟，蜡炬成灰，
春蚕到死，作为一名“久在樊笼

里，心远地也偏，碌碌无为”的中
年教师，不应默认自己的“小角
色”，要有大抱负，即便最终不能
被“历史铭记”，也应发出最耀眼
的光芒。

如果说《致教师》关注的是广
大教师的身心健康，那么《不跪着
教书》（6月26日）则散发的是那
种现代教育、教师所应拥有的“独
立的思想、人格”的气息。这是一
本不忍卒读之书，几乎每一篇都值
得好好揣摩、仔细品味。吴非是恳
求我们教师不向愚昧跪着、不向世
俗跪着、不向权贵跪着，但是，对
孩子却满含深情、对教育满含深
情、对学校满含深情、对课堂满含
深情，面对这一切，他始终虔诚地
跪着。

与《不跪着教书》相得益彰，
凌宗伟老师《你也可以成为改变的
力量》（5月8日）堪为因爱而犀
利，因责而慎思。凌老师这人很真
实、很纯粹。其文风犀利、大胆，
不怕得罪人，是教育界的牛虻。
《你也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是其
犀利和深思的结晶，其背后是一个
资深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热爱和责
任。这些犀利的语言，有利于我们
做到“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但语气并不盛气凌人，结论
并不极端，思虑并不急促，这些特
质恰是批判性思维的要求。

王维审老师的《做一个不再困
惑的老师》（11月27日）似乎有
着无穷的魔力吸引着我不断阅读，
重复阅读。我想，这份魔力大概有
两个方面：一是书中的文章大都短
小精悍、朴实无华，却又引人入
胜、发人深省；二是书中的问题和
案例皆来自教育教学一线，贴近一
线教师的生活，而且有对问题的深
入剖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指引，容
易让教师在阅读中获得借鉴。

诚然，教育的任何改变，最终
都要通过教师来影响。因此，教师
群体的心灵觉醒，教师整体站起
来，才是教育回归本原、健康发展
的最大前提。一个身心健硕的人，
总是对未知和未来，有着强烈的憧
憬和向往。教师的生活状态、生活
质量，不仅影响着教师个体的发
展，也影响着教育的质量，教师的

“芳华”延续在学生的青春里。由
是，我们教师首先要把自己的日子
过好。

教育需要
合适的温度

“《教师书房》里走动的人都

是教育大伽，他们都能写。”散步
闲聊时，我听友人说过一嘴，稍加
思考，还真是那么回事儿。朱永
新、常生龙、汤勇、凌宗伟、李镇
西、柳袁照、姚跃林等，他们经常
出入 《教师书房》，他们的文字

“站位高、理念新、立意深、思路
清”，从教育教师切入，弘扬“以
法育人”，探讨“适合的教育才是
最好的教育”的行走与思考，向读
者呈现出学者型教师对教育的殷切
期盼与坚定希望。

《让梦想开花——我和“新教
育实验”》（11月13日）是李镇

西老师倾情奉献他从事新教育实践的
一本著述。按我理解，新教育的

“新”其实质是“旧”，是抱朴守正，
我们既要“蹲地头”，但又不能只拘
泥于“一亩三分地”，是跟眼花缭乱
的“理念”、花样翻新的“模式”说
不！新教育实践即是以“行”向学生
证明，分数不可能完全摆脱，但可以
用一种丰富、美妙和幸福的方式去完
成一个痛苦的过程。读着记录他从事
新教育实验多年的一些感悟、经历与
反思的文字，更加深了对他的认识。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姚跃林老
师无论是教育教学管理还是做学问做
人，都应该是校长中的一抹惊艳。其
营造的一片成长的乐土《让教育带着
温度落地》（3月6日）和《安静做真
实的教育》（9月4日）为自己赢得了

“精神职称”。姚老师大多从脉动的学
校生活入手，见微知著，思想和文采
兼具。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多少次设
想，倘若我漫步于厦大附中校园里的
话，我一定会去寻找那张贴在钢琴面
板上的纸条，亲自感受一个学子对于
母校的留恋和对于学弟学妹的美好祝
愿。然，即便我只是厦大附中的一个
局外人，我的心依然可以满满地感受
到教育之美。

因久站讲台，囿于视野，多半管
中窥天，对于“大教育”我想“热闹
是他们的”，直到有一天书房里有位
平头百姓大摇大摆地说了一句“他的
高度你也可以企及”，而且气场不小。

《公民教育与现代学校》（4月10
日）一书所倡导的“公民教育”，是
基于学生成长和学校发展的一种教育
思想。这是一本值得校长、教师和家
长们阅读的书。它紧扣时代，与“中
国梦”紧密相连，与学校发展、教师
成长、家长进步密切相关；它视野独
特，将公民教育和现代学校融合阐
述，其案例丰富，语言通俗易懂，可
读性强。

其实，作者吴再柱老师和我生活
在同一块贫瘠的红土地上，寻找的也
许是同一眼泉水，然而他对教育的热
爱，温暖了他自己，温暖了他身边的
团队，也温暖了我们这些教育人：

“教育虽不易，总有可为处。”
读王木春老师的 《先生当年》

（3月20日），先生与学生之间的故
事，是吸引读者的一大亮点。有风
骨，有气度，有情怀，民国先生们的
音容笑貌、举手投足仿佛未曾远去，
依稀如在眼前。作为教师，我们应该
学习民国先生们的知行合一，他们像
一棵棵树一样有韧性，被强力扭曲过
多次，居然还能弹回来，挺直腰杆，
活得有模有样。

教育需要
一定的深度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
和我有关。”移动互联发展迅猛，无
远弗届。因此教师也需要重新给自己
定位，主动适应互联社会的学习变
革。

一方面，学生可以通过智能手
机，轻松获取人类从古到今的所有信
息。教师不再是知识的主要来源或者
是权威获得渠道。从知识传授的角度
来讲，教师的重要性已明显降低。教
师变成了帮助学生面对海量信息时做
出决策和判断的那个人，其思考应有
一定的深度。这就需要教师用阅读

“升级”人生。
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他的阅

读史。阅读是教师最好的修行。那些
在教师的性格塑造、专业发展、事业
转型中起到“指引”作用的读物，可
谓教师成长中的“关键读物”。《优秀
教师的成长：关键读物》（11 月 6
日）是方心田老师主编的“三关”图
书中的一本，本书精选了22位教育
专家和卓越教师在“关键读物”的启
蒙下聚集智慧、转换思维、提升格

局，进而成就自我的故事。相信他们
“自我修炼终成玉”的读书故事能给
读者以诸多启迪。他们的“关键读
物”书单，更为读者的专业发展指明
了一条捷径。

冷玉斌老师属于那种为读写而生
的人，他的文字淡雅中透着积极向上
的精神，很生活、很脱俗。《教书·
读书》（9月18日）精选冷玉斌老师
教书与读书之文近30篇，有教育随
笔、教学反思、读书札记、童书评论
等，案例丰富，内容多样；既有专注
学科的思虑，也有面向教育的言说，
更有落脚人生的省察，视角独特，思
考独到。作者记教书事，述读书味，
冷眼热心，笔端常带温情与善意。冷
老师“教”“读”相长，极具借鉴价
值。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信哉，
真正的读书人在民间。自然界有神秘
的北纬30度之说，而在我们教育界

“阅读奇人”也有些应景，自东向西
朱煜、冷玉斌、方心田和谢云四位老
师就活跃在这一纬度上。

《阅读照亮教育》（谢云 著 2
月27日） 和《阅读，让教育变好》
（朱煜 编著 6月19日）立意都是
“改变，从阅读开始”，激浊扬清，除
旧布新，以鲜活的案例阐述阅读，是
教师实现突围、挣脱自囚之牢笼的有
效手段。阅读可以打下精神的底子，
我们在“不厌百回读”中获得一次又
一次的发现与升华。

诗意课堂是
我们应有的态度

古人云：“话须通俗方传远，语
必关风始动人。”优秀的教育语言清
新自然，简洁流畅，起伏有致，如汩
汩清泉滋润学生的心田。在《语文课
Ⅱ》（4月10日）中，连中国认为，
教育是为了帮助师生开启并协调自我
的生命状态，推动与顺畅自我的生命
状态向着丰富、美好、高贵发展。教
育是让“人”自然而然、满心欢喜地
走向“美好”与“美妙”。语文教师
因为做和“生命”相关的事业，所以
健康，所以幸福。而这一切，需要在
教学中的细节与过程中实现。

“站上讲台，就是我的生命在歌
唱！”师者楷模于漪为我们带来了她
一个甲子心血结晶的《于漪知行录》
（5月 22日） 和“教师素养系列丛
书”（9月25日）。桑榆晚晴，勉力
敬事。于老师特别强调教师的审美情
趣，在她看来好教师的审美情趣，能
够提升教学成效。好的教学总会伴随
着某种“情趣”，在逻辑性的讲解过
程中，往往会有一种“情感伴音”悠
然放送。孔子的教态是“温而厉，威
而不猛，恭而安”。古代评估教育教
学时，以“春风化雨”作喻，描述了
一种最高的境界。

读连中国和于漪的文字，我常想
起《庄子》里“运斤成风”的故事。
在语文课堂上，连、于二位老师就像
出色的匠人，面对着自己的作品，心
中有神，因而诸相庄严。然而一个真
正的工匠，尤其有着自己的追求，于
是他们以匠人之心，锻造出别具一
格、无与伦比的语文课堂。他们吸纳
万端，从容逾越，自由往复。他们的
共性就是“瘦而充满诗意的语文
课”。瘦，便是去除一切赘疣，弃其
枝蔓而主干出。瘦骨嶙峋之中，足见
思想的硬朗。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2017
年，《教师书房》的这些著述没有浮
夸的修辞，没有繁复的文体，简简单
单的叙述足能让我们悟教育之妙。

走过 2017，我们或许过于忙
乱，让多少“不着急”变成了“来不
及”，但读过这些书我的感触是：我
应放慢脚步，自觉觉人，从小处着
手，让成长之根扎入泥土更深一点。
（作者单位：湖北省英山县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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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时节，万物凋落，大地沉寂。回顾我
2017年的读书生活，生命似乎发出拔节的声音。

人到中年，对读书目的的认知也发生了变
化。在阅读《上学记》时，我发现何兆武先生
的读书观更适合我：“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
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
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
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
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
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知天命之年，再次读《论语》，对“怀才不遇”
有了彻悟。孔子陈蔡绝粮，子路质疑“为善者天
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孔子是这样
回答的：“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才
也。君子博学深谋而不遇时者，众矣，何独丘
哉？”是否怀才，是个人品质修为所成，能不能
怀才有遇，这是由时势所决定。君子有才不遇
者众矣，哪里独有我孔丘一人！孔子又举比干
为例，你以为有才智的人就必定被任用吗？如
果如此，比干就不会剖心给纣王看。

一个人的真正成长，就是要学会担当，特别
是对委屈的担当。“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
芳；君子修道立德，不谓穷困而改节。”孔子对颜
渊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孟子云：“达则兼济
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苏轼也云：“用舍由时，行
藏在我。”这就是古人行事之真理，透彻领悟此
理，何来怀才不遇？即使有才不遇，何妨不且放
白鹿青崖间！

越读书越觉得品读经典犹如水之源、木之
本。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收获，对教育的认识就
会更进一步。

读《庄子》，我们应顺其天性，尊重受教育
者个性。要顺其天性，而不是灭天毁性。尊重

“鸟”之个性，要以养鸟之道养鸟，不能违反本
性。真正的“善治”应该是不要以己教人，要
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

读《传习录》，我们育人、教书、做学问，
须从本原上用力；为学者培根养心，专在涵养。

读“五经”，我们会找到中国人的精神家
园，灵魂的栖息地。

读书让我更加感觉，不读书，唯我独尊，
如蚂蚁食物，无知当有知；越读书，孤陋寡
闻，如鹰击长空，越读越觉无知。当感到自己
无知的范围越来越大时，我的阅读便向宽度、
深度漫溯。

出现在教材里的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轼
等众多名家，教材和教参对他们的介绍只是“一点
点”，对要真正理解作者的教者来说无异于杯水车
薪。我选读了“隐藏的大家”系列丛书，比如李长之
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道教徒的
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围绕苏轼，我选读了林语堂
的《苏东坡传》、康震的《康震评说苏东坡》及余秋雨
的散文《苏东坡突围》。为了讲好《鸿门宴》，我和学
生一起选读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读完《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个为
生命、为生活奋斗的李白终于完整地展现在我的
脑海里。“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
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这就是李白！
李白是游侠人，是豪气人，是灵感的人，是求仙学
道的人，是忠实的道教徒，是积极入世的人，是寂
寞的超人，是痛苦的人，是清真的人，是漫游天下
的人。

对李白的“清真”，李长之认为，李白的“清”就
是不浊，所以说潇洒；“真”就是不虚饰，不矫揉，不
随和流俗，所以说孤洁。李白的“真”，“真”得不掩
其矛盾，“真”得不掩其棱角。但是李白的诗，却决
不能以“清真”尽之，豪气更能代表他的特色，“黄河
之水天上来”是最好的写照！

教师成长首先是自我的需要，有了这个初心
且能不忘，方得始终。朱永新在《读书那些事
——给教师的阅读建议》序言中告诉我们，教师
应是最好的领读者。本书主编在前言中则提醒
我们“读书是天下第一好事”，阅读是为了发现更
好的自己，阅读是名师成长的有效途径，教师阅
读直接影响学生的阅读。

我阅读了方心田主编的《优秀教师的成长》
“三关”丛书。丛书提取了优秀教师成长需要的
三个关键词，“关键人物”“关键事件”“关键读
物”。“关键人物”就是在教师的生命历程中，那些
促其养成受益终身的好习惯，在其心灵深处播下
真善美的种子，帮其树立坚定的教育信念，关键
时刻鼎力相助的人。“关键事件”就是那些改变其
人生轨迹、影响其命运格局的事件。“关键读物”
就是那些在教师的性格塑造、专业发展、事业
转型中起到“指引”作用的读物。

我阅读了教师素养丛书。这套书包
括《教师科研能力的养成》《教师管理能力

的提升》《教师教学智慧的展现》《教
师人格魅力的打造》《教师审美
情趣的陶冶》《教师语言修养的
涵育》共6册。丛书针对教师素
养的几个方面从理论与实践结
合的高度进行了深入探讨，为广
大中小学教师走向卓越提供了
有效路径。

我还读了《平视美国教育》
《只为做一个良师》《做内心强大
的教师》《走下讲台做教师》《学
生可以这样教育》《教育的另一
种可能》《给学生真正需要的教

育》《读书是最好的修行》《给教师
的5把钥匙》等相关书籍。
其实，读到哪本书，也是需要机缘。这一年，

终于能够静静地读完好友推荐多年的《上学记》，
终于读完了震荡心灵的《南渡北归》。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我
相信，2018年会有更多的书和我有缘！

（作者单位：天津市天津中学）

读书以终为始
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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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书房》为我打开阅读的窗口

回眸2017

期待2018

唐伟（江苏省淮安市
淮阴区蒋集九年制学校）

2017年，《教师书房》是我阅读
的一扇窗口，它给我带来出版的资
讯和知识的收获。

《教师书房·读书那些事》是我
特别喜欢的一个栏目，因为它接地
气，生动活泼，有趣有料。在这里，
名师可以分享阅读的感悟，普通老
师也可以讲自己的读书经历。我常
常能从这个栏目窥见到很多老师读
书的故事，觉得阅读真是一件美好
的事情，它能激起读者对阅读生活
的美好追忆，进而让读者拿起笔，写
下自己的阅读故事，与更多人分享。

每期《书里书外》推荐的新书，
我都格外关注。李镇西推荐的《夏
山学校》、段伟推荐的《于漪知行
录》、张阿龙推荐的《优秀教师的

成长：关键读物》，我都买来读。
《书里书外》这个栏目，或许对于
城市的老师来说无足轻重，但对很
多农村老师来说，就是了解当下教
育的一扇重要窗口，它不但能丰富
教师的精神世界，甚至能改变教师
的生命轨迹。

2018年，我对《教师书房》充满
了期待，一是希望《读书那些事》《书
里书外》能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内
容；二是希望《教师书房》多关注农
村教师的阅读现状，因为农村教师
更需要阅读，更需要指引。

张艳亭（河北省张家口
市五一路小学）

几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随手
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一份《中国教
育报》浏览，无意间走进了《教师书
房》，从此便乐而忘返！

相识数载，我觉得《教师书房》
如一位沉静的智者，气韵优雅，神

态安然，于繁华的人世间独守一隅，
清芬四溢。它摒弃浮躁，不遗余力地
推介促进教师心灵成长的好书；它拒
绝功利，有条不紊地探寻读书育人的
真谛；它志存高远，潜移默化地改变
着教师的阅读视界；它意守平常，不
疾不徐地影响着教师的精神格局。
它让中国教育的圣土始终弥漫着淡
淡的书香，让众多三尺讲台默默耕耘
的教师，心头凝结着希望！

新年伊始，期待我挚爱的《教师
书房》能够一如既往刊发好文，推介
好书，采纳真言，描摹真相，希望它
始终保持视野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
如此，中国的教育，便会因教师的爱
阅读、会阅读，始终保持生命的温度。

吴再柱（湖北省黄梅苦
竹乡中心学校）

《教师书房》里所荐之书，除了《品
味经典》之外，还包括像我这样普通一
线教师所写的书。同时，《教师荐书》这

个栏目的作者，也大多是一线教师。这
便看出栏目设计者的匠心所在：兼容并
包，关注基层，加强互动，双向成长。

最有读头的是《书里书外》这个栏
目。其中一期刊登了李镇西老师的

《“人要生活在‘人’当中”》一文，文中
讲到了与《让教育带着温度落地》
一书作者姚跃林校长的“互
撕”故事。一个撰文发问，
一个撰文反驳。一来二
往，两人竟成了素不
相 识 的“ 君 子 之
交”。“书里”的思
想，“书外”的故
事，相映成趣，相
得益彰。

如果说《专家
视角》偏重于理性
的思辨，而《读书
那些事》，一看栏
目名称，就知道

“有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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