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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阅读建议

教师篇

毫无疑问，我们当下正生活在一个
越来越快速、越来越便捷的时代。但
是，只要是曾经领略过中外经典那宁静
辉光并于其中提取到精神滋养的人，都
会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也是一个越来
越粗砺、越来越容易走神的时代，因为
经典之“美”从来都与“高速”绝缘或
悖反。朱永新教授就属于怀此慨叹之
人。在 《梦想因阅读而生：朱永新阅
读感悟》（商务印书馆） 中，他说：在
一个崇尚快节奏的时代，我们自然就会
少了许多悠然，许多精致，许多精品。
文字是慢的历史，优美深邃的文字能够
让我们的灵魂安静。

朱永新先生的书我每本必读，而且
反复翻阅，尤其是“至情至理，唤醒初
心”的心灵之作 《致教师》，常读常
新。这本 《梦想因阅读而生》 是一部品
读“读书之味”的解味之书。作者从

“童年的阅读，一生的奠基”，到一个人
的精神发育，到“同一本书，同一个世
界”。书分七辑，七年的微博，看似语
录，但绝对不是只言片语的随意汇编。

所录言语都是经典之论，从个体到民族，
读不读书，一个转身，两个世界，全书构
成了一个完美的学说阐述论证体系。我
们都知道有个词叫作“春秋笔法”，其实
还应该有个词叫“论语笔法”，这本书就
是这种满纸哲思睿语的“论语笔法”。

阅读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对于一个
急速运转而又创新乏力的社会也是一个
高烧不退的话题。朱永新先生多年来致
力于全民阅读，是公认的阅读“领跑
者”，同时他也是个追求“精致”的写
作者，《梦想因阅读而生》 是先生读书
赏文的路径，有意回避了学院腔的呆板
生硬，也在日积月累的思考畅聊中，坚
守以文字论据和旁征博引来证实阅读对
人生、对社会、对民族、对世界的影
响。作者把学术的言说逻辑置换为信手
拈来的个人生命体验，以读者的期待语
言，引人穿梭于书香世界与现实情景的
时空通道。每一辑都有几句隽语，表面
简单，内容深奥，令人回味。

读书是福，个人之福，家国之福。
“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第一件好事还

是读书”。读书究竟有多么好？“我读故
我在”“童年的种子，更容易扎根”“亲
子共读让家庭更温暖”，读书福报的品
鉴和议论，微言大义，直击鹄的，虽只
言片语，却殊胜于长篇大论。先生的写
作坚韧沉实、端庄耐心。以一种责任和
诚意，阐释“读书为明理，明理为做
人”，为单薄身躯补上血肉和肌理。先
生的文字耐读，尤其是那些需要慢慢咀
嚼闪烁着思想火花的集成，对读者来
说，需要边阅读边思考。

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是人们永
远 向 往 的事，对于学校和教师更如
此。一个真正的读书人，他内心敞亮，
知道自己在专业上追求的方向，正如梭
罗所比喻：“好像水边的杨柳，一定朝
着有水的方向伸展它的根。”在书本的
滋养下，一个有专业素养的教师，是而
且必须是一个有专业伦理和专业能力的
人。

而今，生长在网络时代的中小学教
师，不管是学生时代，还是走上讲台，
皆在应试教育的大道上前赴后继，几乎

无暇亦无心去吮吸经典，其精神的肠胃
似乎已适应不了“母乳”。比如 《论
语》，我身边的年轻人文字版根本不
碰，因写读书笔记需要勉强看看鸡汤
版，其实鸡汤版只是从 《论语》 中舀了
一丁点的“奶粉”，却用了一吨以上的
水去冲泡，这种稀释其营养几何？

朱永新先生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
生，是划时代变革时期“行动的思考
者、思考的行动者”，是青年知识分子
的成长教科书。他以见证者之视野、思
考者之智慧郑重呼吁：“教师，要跨过
经典的桥梁”“站在大师的肩膀上前
行。”因为“经典的阅读带来生命的丰
盛”才能“让孩子与伟人同行”。“卓
越，从阅读起步。”这些关于阅读的认
识和议论，处处精辟。

当然，是精致写作的修养，让朱永
新先生的微博具有了巨大的信息容量、
文学价值和语言魅力，也让我们知道，
文体无长短，文章无大小，只要态度认
真，也会长在短处、大在小处。

（作者系湖北省英山县实验中学教师）

假日读些让灵魂安静的文字
——读《梦想因阅读而生：朱永新阅读感悟》

段伟

又是一年盛夏时，成为亮丽文化风
景的教师暑期阅读即将拉开大幕。假期
是为师生休养生息准备的，不过作为读
书人的教师，阅读正当时。正如“一千个
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教师也会有

“一千种阅读”。
可以啃读。朱光潜先生有言：“与其

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不如以读十部书
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真正值得读的
书。”对教师而言，平时忙于教学、管理，
拿不出大块的时间来，也不能安静地坐
下来专心致志地读上一本书。暑假来
了，总算有了整块的时间，您可以沏上一
杯香茗，咬定一部经典，慢慢地去啃读。
经过千百年淬炼的经典，不好好啃读，哪
会有大的收获呢？

著名语文教育家于漪也说，教师要
真正读一点“磨脑子的书”，读一点经
典。啃读经典，会助你在纷繁复杂的社
会环境中锻炼出一个清醒的头脑，辨世
事人情，育生命自觉，克服自卑、琐细、无
知、狂妄。啃读经典，会助你贯通古今，
增添人生的厚度。

经典必须慢慢读，且需要反反复复
地读。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如果能反
复读，那么深藏在文字背后的精华就会
如泉水般汩汩而出，润泽你的思想，陶冶
你的情操。

庄子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以有涯随无涯，殆已。”人生是有限的，但
书籍是海量的，我们不妨选自己喜欢的，
比如《论语》《学记》、苏霍姆林斯基的《给
教师的建议》、怀特海的《教育的目的》等
教育经典，好好读，好好用！

可以悦读。朱自清在《荷塘月色》里
说：“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
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
在暑假这个能够“独处”的日子里，我们
可以受用书籍带来的无边的“荷香月色”
了。

喜欢读自己喜爱的书，没有指令性，
没有强迫性，率性而为。喜欢读国学的，
不妨读读冯国超先生注译的“国学经典
规范读本”丛书。这套国学启蒙丛书，严
谨、细致、完美、规范、权威、美观、大方，
老少皆宜，都可以无障碍地阅读这些蒙
学经典。喜欢读历史的，不妨读读司马
迁的《史记》，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孙
皓晖的《大秦帝国》，尤瓦尔·赫拉利的

《人类简史》。喜欢科幻的，不妨读读刘
慈欣的《三体》。喜欢诗歌的，不妨读读
唐诗、宋词这些中华瑰宝⋯⋯

可以亲子共读。所谓“亲子共读”就
是父母与孩子共读一本书，家长和孩子
共同学习，一同成长。中国教育报资深
编辑张贵勇用8年多的共读经验告诉我

们，亲子共读是家庭教育中最美的双赢。
其实，亲子共读，读不是目的，交流

才是根本。正如张贵勇所言：“在我看
来，与孩子探讨故事更重要。在此过程
中，你才能知道他的小脑瓜在想什么，也
才能摸清他的思维特点、语言表达能力、
想象力、他的所爱所好等，毕竟好的教育
首先建立在对教育对象的深入了解上。”
融洽的亲子共读还可以弥补教师与子女
因“灯下黑”产生的裂痕。

可以补读。平时想读，因为各种原
因没读的书，现在可以读了；平时读了但
因有事耽搁下来的书，现在可以接着读
了；平时读了但又有困惑的，现在可以更
好地思考了。“书到今生读已迟”这句古
训告诉我们，欠什么账也不要欠读书
的账。这个暑假，笔者决定把欠账多年
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读完。

可以整理阅读碎片。有的教师平时
抽时间阅读，记下不少笔记或是写下不
少心得，可是没时间整理，阅读“成果”好
像一盘散沙。暑假来了，正好整理。对
平时写下的碎语、短章、教学感悟、管理
体会及笔记、摘抄，分门别类整理出来。
积土成山，积水成渊，假以时日，文章会
问世，著述也会问世。

暑期读书，教师们也会遇到“想读书
又不知道读什么书”的难题。我们可以
从中国教育报最近几年推出的“年度教
师喜爱的 100 本书”中选择，可以从“教
师书房”推荐的书、名师倾情推荐的书单
中选择。

去年暑假前，笔者看见了语文界名
师黄玉峰倾情推荐的书单，其中有岳南
著的《南渡北归》。我便选定了这本书，
书读完后也就有了《大师的启示》这篇小
文：“读书多年，还没有遇到这样一部书令
我读后心中滋味万千，无以言表亦难以言
明。书的封面印刻着醒目惊人的‘大师远
去再无大师’，但大师们一个个如雕像一
般已经竖立在历史的时空里，也会铭刻
在人们的心中。读这样的书可以擦亮你
的眼睛，祛除蒙在心灵上的遮蔽，更可以

让你看清中国文化长河之中流砥柱，触
摸到真正知识分子的脊梁⋯⋯”

另外，读书贵有法，方能事半功倍。
“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弟
子规》）胡适也撰文告诫读者：“读书不但
要眼到、口到、心到，最要紧的是手到。”

“不动笔墨，不读书”，我是一向赞成
的。俗话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们
读书后也要留“痕”。“痕迹”可以有大小，
有深浅，形式也不拘。可以是读书评论、
读后感、读书笔记，也可以是圈点批注、
精彩摘抄、只言片语；可以用活页本记，
也可以用微博、说说、日志、博文、简书等
网络工具留痕。

与常人的读书不同，教师读书还是
要有目的的。锯响就应有末，读书就要
有收获。比如笔者再次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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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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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任何书籍都不能带给你好
运，但是它们能让你悄悄成为自己。”但
我要说，“悄悄成为自己”就是读书带给
你的好运！对作为新时代阅读的“领读
者”而言，“读书的最高境界，不是学知
识，而是要发现自己，发现良知”。也就
是说教师要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如此，
才能引导学生提升自己的精神层次。

（作者系天津市天津中学高级教师）

暑期阅读不妨来点“自助餐”
吴奇

暑期荐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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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最核心的变革之一，
就是从关注“教”到关注“学”的
转变，这需要我们对人是如何学习
的有更多的了解。脑科学发展，使
得我们对学习的机制、影响学习的

因素等有了更多的认知，哈迪曼的
这本 《脑科学与课堂》，就是一本
介绍脑科学最新进展，并指导教师
运用脑科学于教学实际的佳作。

本书重点介绍了以脑为导向的
教学模式，强调教师在备课阶段要
特别关注三个问题：创设情绪氛
围，营造物理环境，整体设计教
学。在课堂教学环节要把握两个要
点：让学生精熟掌握所学知识，如
果没有厚实的知识背景，想创新是
不大可能的；要设计富有价值的活
动，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
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评价
中更加关注过程性的评价，让评价
真正成为促进学生学习的助推器。
作者不仅根据脑科学研究的发现提
出了教学实践的原则和具体操作要
领，还提供了丰富的实例，有利于
一线的教师学以致用。这本书在现
实的课堂教学和基于脑科学的研究
之间架设了一座桥梁，让教师可以
在遵循现有课堂教学模式的基础
上，体验脑科学的研究成果在教学
实际中的运用，便于模仿和借鉴。

《脑科学与课堂：以脑为导向
的教学模式》

［美］玛丽亚·哈迪曼 著
杨志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是台湾作家兼教师凌拂
的作品。前阵子编写材料，遇到她
的文章 《打架》，特别有意味，也
好玩，于是顺手一搜，才发现教育
随笔 《山童岁月》 早在 2012 年就

由“尊师园书坊”引进了，赶紧买
来，读完可真是喜欢。

《山童岁月》 写的是山中儿童
的一段学习经历，换个角度表现出
凌拂作为教育者的可贵的“儿童立
场”。她在远离大都市的山中小学
校，以文学之笔写出儿童的纯真、
野性、期待与哀愁。她没有把儿童
挂在嘴边，但眼里、手下皆是儿
童，由此反观出大人的短视与潦
草，“情境未到的时候急不得。面
对孩子我们常期望立竿见影，事后
反观，‘急’只是我们内在的无
明”。

读凌拂的作品，更加明白教育
教学永远是现象学，是在现场之中
的圆融，就像她某次教育事件后的
领悟：“这是一个速度的年代，大
人面对孩子有时缺乏耐心，与其带
着成人的权威短兵相接，倒不如倾
听，打开对话的机制。”但如何
听？许多症结的端倪，只出在那灵
光一闪的片断。山童岁月里熠熠生
辉的正是坚定的儿童立场，儿童立
场下安然过去的就成了山童岁月。

《山童岁月：通向孩子心灵的
15条小径》

凌拂 著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心雕虎全编》
刘绪源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是今年初辞世的著名儿
童文学评论家刘绪源先生的作品。

“文心雕虎”是近二十年前，刘先
生在 《中国儿童文学》 杂志所开专
栏的名字，他一写多年，厚重而犀
利的评论成了杂志上的一道风景。

这些评论后来结集为 《文心雕虎》
一书，早已绝版，多年后，刘先生
重新整理，将 1999—2016 年间发
表的儿童文学评论合在一起，出版
了此“全编”。

《文心雕虎全编》 涵盖刘先生
对童话、幻想小说、动物小说、童
诗等多种类型文学的观察与批评。
这些文章历经多年，仍不失其鲜明
的价值，对中国儿童文学他是真心
关切、真实思考，如提出的“儿童
文学的神秘入口”“美与绮丽”，既
有文学批评的专业性，又有着极为
动人的儿童观念，耐人寻味，不落
窠臼。

这本书的封面上是一座高大的
放射光芒的灯塔，庄严却温暖，清
新也深远，我觉得刘绪源先生就是
一座灯塔，他以他的真性情、真观
察、真表达，写下这么多精彩的真
文字。斯人已去，风范永存，这些
饱蘸作者心血与热情的儿童文学评
论，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将长久地
照亮儿童文学的世界和童稚生活的
秘境。

推荐人：冷玉斌 （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教师）

推荐人：常生龙(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

教师荐书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