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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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如今一切都讲究快速的时
代，似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打
上了快速的烙印。在很多人看来，
走路要快，据说要像日本人、美国人
那样风驰电掣般走路才叫快；吃东
西要快，自然肯德基、麦当劳是速食
的首选。连谈恋爱这样的终身大
事，也不能久拖无结果，需要“闪
婚”。因为衣食住行都在快速状态，
那么自然连阅读也要快马加鞭了。
于是打开报刊，各种打着快速阅读
训练强化班的广告比比皆是，似乎
年轻人只有掌握了速读方法，才能
是博览群书、通古观今的人，才能
在各种考试中稳操胜券。

我读了多年的书，古今中外的
各类经典名著也读了数千册，但深
知同那些学富五车的大学者相比，
还是自叹弗如。同前些年自己的读
书速度相比，如今自己在阅读时倒
多了一些冷静和理智。哪些书该
读，哪些书不该读，哪些是随便翻
翻，哪些是精读，心中自有方寸。

早些年，我为了多读一些经典
名著，也采取过速读法，因为曾听
说外国某要人一天能读 500 页的
书，于是也东施效颦，每天大“剂
量”地读，常常是今天刚从图书馆
借来的书，转天就还了。由于不停
地读、填鸭式地阅读，把读书当作
了一项任务，来不及咀嚼和思索，
很快地，这些速读过的图书的人
物、情节、要旨难免忘记了许多。
于是才发觉，与其这样赶火车似的
快读，还不如一本一本地慢读、读
透。郑板桥不是有“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名句吗？如今我可以借用一
下，改为“咬定名著不放松”！名
著必须“咬住”，才能得到真谛。

其实，读书正如品茗一样，如
果一口气喝完，也就根本不知茶的
真正味道。读书如果过分追求速
度，也会成为走过场。因此，读书
更需要细细地咀嚼，慢慢地品味，
贪多就会嚼不烂。对有的经典更需
要过几遍手，方能悟出其真髓。

当然，我也不是一概反对速
读。有的书，如漫画、武侠小说等
可以采取速读法，因为这些读物都
属于纯消遣，只求当时的精神愉
悦，不求思想的力透纸背和流连忘
返。

在如今全社会阅读风气不是那
么浓郁的情况下，我们更应提倡多
读好书，让好书慢慢滋润我们的心
房。

据说，一个人的正常阅读速度
是每分钟 200 字，如果经过了快速
训练可达到 300 字。我想即使你掌
握了快速阅读方法，能一目十行地
读，用来读读报刊、浏览一些网页
倒是用得着，但是此方法对那些经
典名著却不太适宜。

对年轻人来说，读书应抱着真
诚的态度，不要心存侥幸，甚至走
阅读的什么捷径。书，必须得一本
一本地读，还得一本一本地消化，
来不得半点虚假。在阅读上，只要
你真诚付出，自然会得到回报。试
图以速读法来“对付”所有的图书
并能从中得益，那只是痴人说梦，
不切实际。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平时读书
的速度愈发地变得更慢，有时读了
一遍还不尽兴。如 《今古奇观》 3
册，我就精读了 3 遍，每读一遍，
感觉都不一样，像一首歌唱过的那
样，“每一次发现都有一个新感
觉”。我最爱读的还有 16 卷的 《鲁
迅全集》，如今已经通读了两遍，
但还是不尽兴，还想抽出时间再通
读一遍。因此，对每本要读的经
典，都是像攻克一座座堡垒一样，
这样才能有收获。

眼下，国内的各种休闲假日越
来越多，各位在放松心灵之时，也
可以尝试一下，“咬住”几本好
书，慢慢品读，如此下来你就会发
现，假期的生活也很充实。

（作者系资深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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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上见过很多名人的书房，书
橱林立，典籍众多，名人墨宝充盈其
间，真是让人羡慕不已。我平素买书
读书非常随意，见到想读的书就买，
是标准的闲读书，是消磨他人打牌下
棋的时间，书房里的藏书是为读而
藏，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版本，实在是
寒酸。倒是我读书地儿的变迁，还可
以说说。

我第一次有个读书的地方，是在
野外的小学，小学校的办公室有个里
间，一张破旧的单人床，一张瘸腿的
三抽桌，虽然有点破烂不堪，却是个
读书的好地方。夜深人静，有虫鸣蛙
叫相伴，与好书为伍，岂不乐哉！还
有更为有趣的事，野外小学是废弃的
农机站改造成的，房子是用土坯垒
的，老鼠和蛇很容易进到房子里，办
公桌上的书免不了遭到老鼠的亲吻，
让人心痛不已，把书放到抽屉和木箱
里，仍时不时地遭到老鼠的侵袭。为
了避鼠害，我发明了相当有创意的

“书橱”，把书装进化肥袋子里，用绳

子拴住袋子，把绳子从房子檩条上穿
过，吊起装书的化肥袋子，看书时把
它放下来，自从有了空中“书橱”，我
与蛇鼠们和谐共处好几载，我戏称这
里为“蛇鼠同居斋”。

在这间陋室里，我自学了大学汉
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读了多本中外
文学名著，重新复习高中课程，参加
了高考，走进了高校。后来有了两间
砖瓦房和一个小院，有了半间书房，
只能放一张书桌和小书橱，大部分书
装进箱子摞起来，找书是件很麻烦的
事，虽如此，我已相当满足。在窗前
读书，抬头望见晾衣条上双燕喁喁私
语，让人惬意。“双燕双飞，双情相
思。容色已改，故情不衰。双入幕，
双出帷。秋风去，春风归。”（沈君攸

《双燕离》） 愿双燕年年来相伴，续写
燕语书心，不仅想起了丰子恺先生的
漫画 《燕子飞来枕上》，画面颇有诗情
画意，兴趣盎然，难怪俞平伯先生称
丰子恺为“丰柳燕”，因丰子恺先生我
更喜欢燕子了。“活泼的飞燕，不但一

起翩翩然的舞态为可爱；还有它的呢
喃软语，间关轻啭，流放于密荫之
中，岂不是给美的春色，奏着霓裳仙
音，频添无数生气吗？”科普作家贾祖
璋先生的这段话让我遐思，在大千世界
中，因有了很多的平淡之音，生活才变
得丰富多彩。我不喜欢鹦鹉之声，翻唱
主人的声音让人烦，虽喜欢黄鹂的啼
叫，但已渐渐成为贵族化享受，发不出
鹰鹤之鸣。思来想去，最为钟情的还是
燕子的幽栖低唱，便附庸风雅，把我的
书房称为“燕语斋”，请北京大学教授吴
小如先生题写了斋名，书房有点书房的
样子了，在燕语的陪伴下，我写完了第
一本书 《品文浅录》。

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搬进了楼
房，有了一间真正意义上的书房，看
着书橱里摆放整齐的书们，得意之情
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在宽敞明亮的
书房里读书写作，心情愉悦，自然创
作多多，《书边散墨》 和 《燕语书林》
顺利诞生。

藏书中最为珍爱的是配齐的那些

套书，她记载着我淘书的心路历程。
购买这些套书的时候，还没有网购等
现代化的买书方式，再加上那时经济
还不宽裕，用于购书的银子，多是从
日常生活中挤出来的，新华书店里卖的
套书价格都较贵，又不打折，我买的套
书多来自书摊和旧书店，书摊上很难见
到全套的，多是残本，能否将书配齐，就
要看有没有缘分。如我藏书中的《史
铁生文集》、叶灵风的《读书随笔》等套
书，就是在好几个城市的旧书摊和书
店寻觅到的，由于是残本，书价相对比
较低，省下了不少银子，能买到更多的
书，说到底都是钱给闹的。在搜寻这
些残本的过程中，也有许多乐趣，为
此，我还写了篇《配书记趣》以记之，我
把这些套书摆在书橱的显眼位置，经
常取出翻翻，回忆那些购书的往事。
友人觉得书房还不够雅致，为我创作
了几幅书画作品，书房平添了几分情
趣，特别是仿丰子恺画风的一幅小品
画颇得我意。
（作者单位：山东省博兴县纯化学区）

有地方读书真幸福有地方读书真幸福
孙永庆

寻找阅读与教学研究的“姻缘”

最近，有位老师向我提出了这样
一个问题：如何能够看到名师们的课
堂教学背后的东西？我的建议是：读
书。如教育学、心理学、教学论、教
学法等领域的经典著作，哪怕每个方
面就读一两本，或许就有可能解决这
个困惑。

今天，中小学教师普遍的问题
是，很少读学术理论方面的东西，究
其原因，一是没时间，二是读不懂。
我的观点是，时间是可以调配与争取
的，关键在于想不想读。如果想读，
总是可以挤出时间的。至于第二个问
题，我认为不是问题，轻易读得懂，
还读它干什么？正因为读不懂才要
读。梭罗说的“不要总读一些轻松的
东西，让我们的感官放荡或单调地度
过余生”就是这个意思。慢慢读，反
复读，就有可能读懂了。当然，有些
书，可能穷其一生也未必能读懂。

阅读的过程，不单单是一个吸收
积累的过程，更是一个思考、认识、
建构的过程。当有了一定的理论积累
与思考，就有可能“拨开云雾见日
出”了，不但可以看到自己原本看不
到的东西，还可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
东西，更有可能看到原本自己膜拜的
专家学者发现的所谓教育铁律、第一
定律，原来人家几十年前、甚至几百
年、上千年前就已经阐述了。当然，
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为自己
的研究寻找到方向与路径，避免盲人
摸象式的研究。

我说的所谓研究，并不是学院派
的那种纯学术方式。在基础教育界，
不要说学校这样的教学场所，就是
县、市一级的教科所，主要也不是从
事理论研究的。中小学教师所做的，
更多的是一种实践研究，而这种研究
的主要阵地，就在课堂和每日的教学
生活里。大多数中小学教师的所谓专
著，充其量也只是在具体的教育教学
经验的反思中，联系某些理论做了
一点思考而已。某种意义上说，“阅
读”与课堂教学研究之间有着天然
的联结，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找到
这 些 联 结 ， 将 其 作 为 从 理 论 到 操
作，再由操作到理论的纽带。当我
们意识到教学就是一种研究，必然
会对自己的学科有一种系统化的、
较高层面的关注。这种关注的逻辑
归宿，必然是寻找有高度、有助益
的书籍来做支撑。

我始终坚信，优秀的教师就是研
究者。我身边有位工作刚满 9 年的年
轻教师，在我所带领的学校读书会中
啃读杜威。读了两年，有一个机会，
他参与了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发
起的杜威共读，渐渐地，就有出版社
开始关注。2014 年，整个阅读小组
共同出了一本介绍杜威思想的书——
《“偷师”杜威》，而主编就是这位
勤勉且会思考的年轻教师。阅读对他
而言，并不止于杜威，从此开始，他
结合自己的地理学科，进行了广泛的

“跨界研究”。
我想说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年轻

的初中校长，他的专业是生物。他曾
就个人的发展方向问我，是搞学科教
学研究，还是搞班主任工作研究？我
以为这并不矛盾，完全可以两者兼
顾。于是通过几年的教育阅读，慢慢
地，他找到了“事件策略”，并将这
策略运用到班级管理和生物教学中，
成了他个人的“研究方向”。我们如
果读过加涅的 《教学设计原理》，读
过希尔伯特·迈尔的 《备课指南》，
就会发现一个频繁出现的术语——事
件。“事件”是什么？在教学语境
中，就是我们课堂上的教学活动。

阅读有助于知识结构的改善

阅读对教师的另一种促进在于，
可以使其从无序、琐碎的日常事务性
的工作中抽身，慢慢开始思考并建立
一种结构性的教育理解和教学意识。
这种教学理解和教学意识，体现在最
平常的实际中，就是有了规范的价值
认识和责任担当。

无论是教师个体的课堂教学，还
是个人的专业发展，总有个“从混沌
到有序”的过程。所谓“有序”，就
是“规范”，抑或说是“专业”。具体
而言，一个人的教育认知和教学主张
是会左右他的教学行为，这些行为更
多的是通过具体的教学设计、教学流
程，乃至教学评价等行为呈现出来
的。一个人的教育认知与教学主张，
固然是从其教育教学过程中慢慢形成
的，但这些认知主张的价值取向、表

述方式，恐怕光有实践性知识是远远不
够的，还得有思考、有源头。那么，读
书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譬如我们想
让课堂教学从无序到有序，就可以翻翻

《为什么学生不喜欢上学》《15 秒课堂
管理法》《每个孩子都爱学》《怎样评价
学生才有效》《教师课堂教学评价指
南》 等；如果想使自己的教学设计能科
学一点、艺术一些，就可以翻翻 《备课
指南》《教学设计》《教学设计原理》

《系统化教学设计》《学习的条件》 等；
如果要记录某些教育“事件”或者“故
事”，做一点教育叙事研究，总要翻翻

《教师行动研究指南》《教师成为课程研
究者——经验叙事》 之类的书籍；如果
想做一点课题研究、写写教育随笔、整
整专著什么的，至少得翻翻 《从实践到
文本：中小学教师科研写作方法导论》

《麦肯锡问题分析与解决技巧》《我们如
何思考》《思考的艺术》《论证是一门学
问》《简单逻辑学》 等，借用山西大学
教科院刘庆昌老师的话来说，一个哲学
家可以不研究教育学，不影响他成为哲
学家；一个经济学家，不研究社会学，
也不影响他成为经济学家；但一个教育
家，不研究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
人文学、信息学、脑神经科学等学科，
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家。虽然，我们不一定可以成为教育
家，但作为教师，多读几本书，至少可
以避免被某些时髦的说法与做法所迷
惑。

举例来说，今天中小学热衷的小组
讨论形式，小组讨论的成员应该如何构
成，怎么讨论，老师的角色是什么？我
们很难说彻底搞明白。翻翻 《可见的学

习》，就有可能明白任何形式的教学活
动，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使每一个个
体都能真正的“发生学习”“让学习变
得可见”。至于如何分组，在一本 《教
会学生思维》 里可以找到“综合分组”
的建议。总之，翻翻这些书籍，我们或
许可以少走弯路，避免盲人摸象。

教学实践中很多老师都有这样的经
验，教过的东西，学生根本不买账，时
间一长，该错的还是做错。我们要是有
一点点研究的意识，就会从书中找到自
己行为的失误之处。比如，布卢姆在

“目标教学”理论中，提出对“教学目
标”应选择逐步递进的台阶式分类模
型：台阶的最底层是“了解”，逐级上
升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

“评价”等层次。“了解”的层次包括各
类的知识：具体的知识、方法的知识、
普遍原理和概念的知识。对于不同的层
次，教师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同时
讨论到不同的教学深度。

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再读点元认知
理论的书籍就会发现，所谓教学的有效
性，关键在于如何改善学生的认知，如
何确保教学目标得以达成。从“有效
教 学 ” 理 论 和 “ 教 学 设 计 ” 原 理 出
发，似乎所有的教学行为，以及教材
内容的呈现方式，都是要为达成教学
目标服务的。这就是我这几年通过阅
读，来指导课堂教学和自己的课堂教
学的经验。阅读能给我们的帮助在于
提供某种思考，为我们探寻某些问题
的 解 决 提 供 路 径 ， 但 其 中 的 很 多 细
节 ， 换 了 文 化 、 换 了 场 景 、 换 了 对
象，具体操作起来依然是有风险的。
当我们能从具体的文化、场景、对象

出发不断地从书本的学习、实际的教
学、不断的反思中求索是有可能建构
一种完整的教学生活的。这种“完整
性”，也可以称作“结构化”，将教材、
教法、教程、评价等等都统整到一块
儿，彼此联结，互为支撑。长此以往，
有助于帮助 我 们 学 会 系 统 思 维 。 如
此，则有可能不再像过去一样，仅凭
个人经验，或所谓的传统去“摸着石
头过河”，也可能不会严格按照教案走
流程。我的体会是，阅读中对许多理论
需要彼此联结，互为批判，左右权衡，
探寻互为支撑的纽带，系统性地思考。

阅读让课程走向跨界互联

有时候，当我悟出一些个人的见
解，一定要寻找其理论依据，比如翻各
种文献、购买相关书籍等，直到完全将
自己想搞明白的道理理解透彻。可以
说，阅读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积极的跨
界互联。这种研究方式，让我们从既有
的教育惯性中体悟到自己教学行为的非
理性、非成熟的部分，继而纠正，提升
教学质量。

作为教师，至少得熟知自己任教
学科的“课程标准”，得有点课程意
识。谈及课程，至少要翻翻泰勒以及
古德莱德等关于课程的论述。仅凭感
觉走，对课程就很难有一个清醒而系
统 的 认 识 。 从 课 程 实 施 的 角 度 来 审
视，我以为古德莱德对课程的分类是
值得教育实践者思考的，他将课程分
五个层次：一是理想的课程，即由研
究机构、学术团体和课程专家提出的
应该开设的课程；二是正式的课程，即
由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课程计划、课程
标准和教材；三是领悟的课程，即任课
教师所领悟的课程，这种领悟的课程可
能与正式课程之间会产生一定的距离，
设计与运用之间还需要有一个纽带；四
是运作的课程，即在课堂上实际实施的
课程，具体的实施中人们常常会根据课
堂的具体情境加以调整；五是经验的
课程，是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实实在在
体验和领悟到的东西。从古德莱德的
课 程 观 看 ， 各 类 课 程 之 间 是 一 个 系
统，但又相对独立互为补充。无论设
计多么完美，由设计走向实践还是有距
离的，这就需要教师在实践智慧与理性
思考之间寻找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阅读所能帮助我们
的，并不是使人突然发现了教育领域内
的什么新大陆、新规律、新思想；而是
在更多的时候，使我们实现某种意义上
的“自我排毒”，即将自己几年乃至几
十年累积的教学顽疾、教学陈见、教学
硬伤等一一打回原形，使之返回到正确
的轨道上。

一言以蔽之，只有带着思考的阅
读才能使我们摆脱旧有的路径依赖，
不靠经验，不靠专家，不靠权力，实
实在在地发现真问题，研究真问题，
解决真问题；才有可能使我们学会过
规范性、结构性、联结性的教育教学
研究生活。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金沙中学）

带着思考阅读方能成为研究者带着思考阅读方能成为研究者
凌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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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梁杰） 核心素养
时代，美术该怎么教，学生该如何
学？由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的 《美术
核心素养大家谈》 日前在京首发。该
书主编、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博士
生导师、高中美术课程标准修订组组
长尹少淳表示，面对“核心素养”这
一全新的教育观念，我们需要增加共
识。核心素养话题，还有很多问题需
要讨论，希望更多老师的深度参与，
角度不同，见解各异。

本书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从高
中美术课程标准修订组专家、美术教育
研究专家、省级美术教研员、一线优秀
美术教师四个层面，在全国遴选有代表
性的21位作者，围绕当前热议的“美术
学科核心素养”这一话题，进行多面阐
释，深入浅出地对美术学科核心素养进
行了理念解读和教学解析，对我国美术
教研工作者厘清认识，提升教学实践能
力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包含了 21
位作者亲笔撰写的“核心素养寄语”
和精彩的访谈录音片段。通过扫描二
维码，即可让作者的“素养观”跳脱
于纸面之上，让读者身临其境，丰富
阅读体验。

《美术核心素养大家谈》出版

最新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