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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悟道 行道守道
——读《朱永新教育演讲录》
段伟

《朱永新教育演讲录》 是一本与
时间对抗的精致大部头，看似文笔朴
素平易，却经得住细细品味。一手执
卷，一手从碟子里拈豆子、瓜子，咀
嚼着，再呷口绿茶，慢慢品咂，各种
滋味交互错杂，入口入心，其境妙不
可言。

高处的光

整的教师成长理论，专业阅读、专业
写作、专业交往……”“做新教育，
获益最大的，也许不是学生，而是我
们自身。”展现的是一条教师成长路
径，表现了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给
人以精神的力量。还有 《教育的蜕
变》《生命的传奇》《孩子期待的教
育》 等作品，都体现了这样的特点，
读后让人振作振奋。精气神，是教育
之魂，更是教师成长之魂。
教育是为人民的利益、尊严、幸
福服务的，是为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
兴盛服务的，也是为建构政治认同和
社会凝聚力服务的。明乎此，才有经
世致用之基础。《演讲录》 于此多有
阐述，在当今教育板结之处撬开了一
个缝隙，出现了一束光柱，值得读者
思量。

人在天地间，总要守“道”，道
自天然，又在人为。道生百善，又灭
百恶。
对于当下教育，似乎人人都能说
上几句，初听颇在理，细想不对劲。
《朱永新教育演讲录》（下简称 《演讲
录》） 是朱永新老师演讲文稿荟萃，
精选、收录了他的富有代表性的演讲
68 篇。68 篇讲稿各自独立，但一脉
相承，其对教育教学的系列思想主张
远处的爱
和改良之策相互印证、互为前提，理
论框架的系统性、整体性令人印象深
从 《一个人的世界有多大》《人
刻。《唤醒的力量》《总结，是为了更
才培养与教育创新》 中我们可以了
好地出发》《职业教育的三重境界》
解，朱永新老师特别喜欢阅读，心无
《教 育 的 蜕 变》《孩 子 期 待 的 教 育》
旁骛，沉浸其中，不论经史子集，又
《文化中心，精神客厅，心灵牧场》
或奇门秘要，以一种“不易乎世，不
这些说辞，往往掷地有声、斩钉截
成乎名，确乎其不可拔”的毅力，作
铁，他却春风化雨、娓娓道来，如陌
为一个功成名就的学者，“担当责任
上赏春。
并举，生命与使命同行”，对于今日
教育话题高烧不退。摇旗呐喊者
的社会形式而言，可谓“异数”
。
何其多也，或名噪江湖、或爵重庙堂
他是凭着悟性，直接通过前人著
者亦为数不少。所谓教育改革，竟成
作体察教育教学的。这样的人，学习
武器，既悖天道，亦违“化成天下” 重心往往不在言，而是心；不是术，
之训。朱永新老师一直独立求学，未
而是道。关注言与术者，一般可以训
陷任何门派，故心清路正，一意务
练为研究者，关注心与道者，则可能
道。他心中的教育改革，不是武器，
成长为教育教学的承载与光大者。承
而 是 春 风 。 应 试 教 育 积 弊 40 年 之
载者非训练造就，乃禀赋所致也。研
后，教育慢慢恢复生机，春风与生气
究者固可宝贵，然终属枝叶；承载者
同在同来也。
尤其难得，盖因其怀化大本大源也。
朱永新老师学问宏富，更深得儒
故朱永新老师这一传承发展教育
学“经世致用”神髓，有安民济世、
创新之路，须由自身先天的卓然禀赋
匡扶社稷之志。他曾以 《中国教育缺
与后天的因缘造化共同促成。子曰：
什么》 为题给学生授课，其著作则有 “文王既殁，文不在兹乎！”我们当今
以 《创新教育才能创造未来》 为题
的教育，非赖研究者赓续之，须靠正
者，讲题书题均揭示其治学宗旨。不
本清源承载者发扬光大之。朱永新老
少对教育改革缺乏了解的国民，担心
师还有一个特点，能帮助有志者在现
“教育改革热”意在复古或复制国
实环境中，创造焕发之条件。须知为
外，朱永新演讲录作为一个个案，有
学者甚多，能播布其学进而学以致用
助于化解这些国民的忧虑。
者甚寡。盖因禀赋各异，难求其全
《演 讲 录》 中 有 精 气 神 。 譬 如
也。
《唤 醒 的 力 量》：“ 经 过 十 多 年 的 思
《演讲录》 体现了真善美。“经典
考、探索，新教育实验已经提出了完
是建筑心灵殿堂的基石，但在这个许

新书速递
“我就想做班主任”，这是知名班主
任、全国模范教师、天使教师于洁做了
20 多年班主任还要继续做班主任的回
答。这份态度、这份坚持、这份笃定、
这份幸福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翻开本
书，动情的细节描写、深刻的教育思考
牵出一个班主任老师应该关注的方方面
面：教育的初心、班级的管理、教师的
修炼、学生的沟通。19 年坚持做家校
联系单，12 年教育博客保持更新，坚
持给学生写信超过 40 万字，自己制作
印刷学生成长纪念册……于洁老师把自
己的生命之根深深扎在教室里，用大量
生动感人的教育案例和深刻的教育思考
诠释了一个真正幸福的、有成就感的成
功班主任是什么样的。

于洁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
让·皮亚杰 著
杜一雄 钱心婷/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构。
”
“教育的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
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
来，倾听生命拔节的声音。”这是朱
永新理解的教育之道。
在当今环境下，“过一种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仍然只是一个值得追
求的理想境界，一个必要的乌托邦。
而重申教育理想，重建理想教育，恰
恰是新教育共同体成员——一群教育
理想主义者的追求。在现阶段，这一
追求主要体现在新教育人力图实现的
“四个改变”上：改变学生的生存状
态，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改变学校
的发展模式，改变教育科研的范式。
《演讲录》 充满了情理趣。《母
校 ， 我 的 天 堂》《养 成 教 育 任 重 道
远》《梦想的力量》 等作品情理趣俱
佳，情致和情调，自然收到意想不到
的阅读效果。情理趣，是人之眼，更
是教育之眼。
他认为当一些理念渐被遗忘，复
《朱永新教育演讲录》
又提起的时候，它是新的；当一些理
朱永新 著
念只被人说，后被人做的时候，它是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新的；当一些理念由旧时的背景运用
多中学都为考试和分数忙碌的时代，
新教育实验探索了职业认同加专
到现在的背景去续承，去发扬，去创
这个原本应该最为稳固的基石早已摇
业发展的教师成长模式，在教育理论
新的时候，它是新的。在他看来，教
摇欲坠”（《与经典同行》），还有
研究与一线教师之间架起了一座桥
师理应博文约礼，志远行近，修身慎
《中学生应该成为快乐的读书人》《中
梁，帮助了数以万计的中国教师成
行，怀德自重。教师是帮助学生走向
国教育缺什么》 等寄寓着作者对真善
长。新教育实验通过书香校园建设、
历史的一座桥梁，学习犹如登高山看
美的追求。他向往的是“万卷诗书万
家校合作共育、未来学习中心的探索，
世界、上层楼阅人生，教师自己多学
里 路 ”， 渴 望 的 是 “ 一 派 清 气 在 人
找到了既能提升综合素养，又能提高
一些，融汇在从教行为中，就可能多
间”，均与读者的心灵相契合。真善
成绩的路径，有效提升了许多区域的
给学生一点滋养。对教师而言，教育
美，是人之本，更是教育之本。
教育品质。江苏、山东、湖北、安徽
的最高境界是“生命与使命同
改革开放 40 年，我们的教育经
等许多县域教育整体水平大幅提升。
行”——我们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
历了由新盛到迷茫的挣扎，出现了一
在提升自己；我们在从事教育的同
深处的智慧
大批自负、自虐、崇洋媚外的负能量
时，也在发展自己的生命。一名真正
风云人物，准确表现了挣扎的焦虑、
“精神到处文章老，学问深时意
的教师，或许也会在某一个瞬间懈怠
绝望与乖谬。教育的振兴，不可一蹴
气平”。朱永新老师游心艺文，是为
一点、马虎一点，但他会立刻听到内
而就，朱永新对教育的思考践行一刻
了澡身浴德，正是一种大爱促成其
心慌乱的鼓点。因为教师的一切琐碎
不停，为了让教师和孩子们“过一种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的教育
和重复，最终都会镌刻成学生前行的
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他发起了一
理想。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不玄
每一个脚印。
个以教师发展为起点，以十大行动为
虚，不疏远，举手投足透着随和，叙
知道，悟道，拓荒耕耘；行道，
途 径 的 新 教 育 实 验 。 2000 年 开 始 ，
事论说高妙有味，说古论今，侃文逗
守道，点火播种；文字简洁洗练，朴
新教育从苏州开始启航，到现在已经
艺，透露着浓厚的人生逸趣和教育旨
实走心，语言奔放老到，圆润娴熟。
有 18 年 的 历 史 ， 参 加 实 验 的 学 校
归，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现时积淀。
一种诗意的温情和智慧，感染广大教
4200 余所，县级以上的实验区 142
“中国教育有弊端，但怒目金刚
师一同分享，一同品味，一同守望。
个 ， 440 多 万 名 教 师 和 学 生 参 与 实
式的斥责和鞭挞，虽痛快却无济于
是什么魔力让他专注如此，守正
验，这是中国民间规模最大的教育实
事。对于中国教育而言，最需要的是
出新？读朱永新的新作，我想问他这
验，被媒体认为是中国的“新希望工
行动与建设，只有行动与建设，才是
个问题，我也在问我自己。
程”
。
真正深刻而富有颠覆性的批判与重
（作者系湖北省英山实验中学教师）

书摘精选

《我就想做班主任》

吴泓缈/校

“i 教育·思享”书系是教育科学出
版社为中小学教师及更多热爱教育的人
士精心打造的一套教育类经典图书。
它精选来自皮亚杰、康德、怀特
海、弗雷内、雅斯贝尔斯等名家的作
品，这些作品都经过了时间的考验，历
久弥新，闪烁着人类对教育认识的智慧
光芒。这些对教育的认识精辟、透彻，
涵盖教育的方方面面，并对我们理解今
天的教育依然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和启
发。特别要指出的是，这套书告别厚
重，强调可读，通过准确流畅的翻译以
及小开本、导读文本、插画、阅读笔记
模板等形式或工具，让读者在轻松愉悦
的体验中思考教育、乐享阅读。

《幼儿园家园合作全攻略》
王哼 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家长不仅是幼儿教育的重要资源，
更是幼儿园教育的重要合作伙伴。因
此，做好家长工作是取得家长对幼儿园
工作支持的重要途径。
家园合作是幼儿园工作的重要组成
部分。教育幼儿的过程中，我们经常采
用的家园合作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家长
会、家访、亲子活动、家长开放日、家
长沙龙等。本书详细介绍了家园合作的
重要性以及不同家园合作形式的内容及
其运用方式，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幼
儿园开展家园合作工作的好帮手。

星期一

我的“镇橱之宝”
李心机

我的导师李克绍先生是 1910 年
人家过一个大寿啊。”说的也是。我
生人，那时多数老师上课都是按课本
这人从大学的“大门”一步跨进闭
讲课，唯有李克绍先生讲“伤寒论”
塞、贫困山区小医院的“豁口门”，
不用二版 《伤寒论讲义》。先生是按
于是就在山区小医院的小圈子里转
徐云教务长主持设计的、体现“三
悠，生活极为简单、粗陋，对社会上
基”精神的教学计划 200 课时的标
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多不领悟，
准，以二版教材顺序展开推进，讲授
甚不开窍。
的内容则是自己的研究体会。
周老师画中的小狗从篱笆里腾跃
与此同时，先生利用课余时间自
出来，这个形象在导师还健在的时
己动手编写 《伤寒论讲义》。因为讲
候，就常常在我的脑海里萦绕，但不
义是第二学期才发下来，因此我在学
解其意。导师仙逝之后，一日我在书
堂上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随我
房里为 《伤寒论疑难解读》 里的一个
从济南到了沂源，被我精心保存，逃
问题冥想，冥冥中，神差鬼使般地又
过了多年的“鼠劫”，10 年后随我来
想到了这幅画，我猛然醒悟，不由得
到了济南，后来又几经搬家也仍被小
高声惊叹：
“我明白了！”我这一声惊
心存放，如今算起来已跟随我 55 年
叹把正在门厅里看报纸的老伴吓了一
了。这套装订随意的课堂笔记，现在
跳，她埋怨道：“什么事，让你一惊
已成为我书橱的“镇橱之宝”
。
一乍的！”我说：
“我终于明白了周老
“经行先期”一节时，先生说：
“有胀
先生为 1962 级讲授“伤寒论 ” 痛为实，不胀不痛为虚。”又如讲到
师给李老师画的那幅画的含意了。”
结课之后，曾对自己的教学进行了总 “肝肾亏损痛经”时，教材上说是腰 “画的核心不只是寓意李老师属狗，
结。他把教学体会与经验总结为五
重要的是篱笆拦不住这只精神炯炯的
部酸痛，先生则强调是“拘急痛”，
条：一是“以代表性的条文为主，用
小狗，这只小狗已经从篱笆里腾跃出
此又是自己的经验体会。在讲到“胎
类同的条文作为补充或发挥”；二是
来了。
”
衣不下”一节时，讲义中附有外治
“以原则性条文为主，引用同一理法
周凤梧老师真是一位聪颖的老先
法，说是用蓖麻肉一两研细成膏涂产
的其他条文做具体说明”；三是“证
生。诗言志、画传意，周老师要传达
妇足心。先生说：“急症时，地处山
候要结合临床，刻画逼真，避免公式
乡僻壤之际，不失为一急用之法。” 的“意”跃然纸上。那时李克绍先生
化”；四是“方剂的运用，要从基本
的成名作 《伤寒解惑论》 刚出版不
当时听起来，感觉有点神乎，后来我
原则达到高度的灵活”；五是“症状
久，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在工作中，遇上一例，验证此法果然
的变化，既要掌握其个别的特点，又
我早就从先生几年来的“闲聊”中知
有效。
要找出其相互的联系”。先生以这五
道他们俩是好朋友，这本 《伤寒解惑
周凤梧老师还略通水墨画。大约
条为纲，所撰写的论文 《谈谈 〈伤寒
论》 的序就是周老师写的，导师还专
在 1980 年 9 月，我去拜访导师李克
论〉 的教学经验》 发表在 《中医杂
门给我讲过其中的详细过程。
绍先生，李老师兴致勃勃地指着墙上
志》 1964 年第 3 期。
先生们传道、授业、解惑，所讲
的一幅刚装裱的水墨画，画中有用简
我们 1962 级的“中医妇科学 ” 洁的几笔勾勒出来的篱笆，又有五彩
授的课各有精彩，从源到流，从史及
是由周凤梧老师讲授的。据说周老
论，从医到药，从理论到临床，纵横
缤纷的菊花，衬以繁茂的绿叶，画的
师的祖籍是浙江省，后入籍山东临
学问，融会贯通。一晃几个春秋，我
核心是一只精神抖擞的小狗，从篱笆
邑，先生祖上三代行医，是医门世
年龄增长了，知识丰富了，学问也打
里跃了出来。李老师说：“这是凤梧
家。那时先生还担任省中医院的内
下了良好的基础。
送给我的，你周老师会画画，他小我
科主任，讲“中医妇科学”好像只是
文章摘选自 《沂源山区从医记》
两岁，他知道我属狗。
”
兼课。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作者是著名
原来 1980 年 10 月正逢导师李克
给 1962 级上课时，周凤梧老师
中医学教授李心机，该书讲述了他在
绍先生七十大寿，只是我长期在闭塞
已经五十多岁了，虽然已是中年，但
沂源山区行医十年的心路历程。全书
的山区工作，生活简单，不明白人情
仍不失往昔魁岸倜傥之风雅，平日里
共 20 章，以记叙文的形式将作者初
世故，颇显愚钝，没有反应过来，几
一身藏青色毛华达呢中山装，挺括平
到沂源的所见所闻、第一次出诊的经
十年之后才猛然醒悟，与老伴说起未
整，气度翩然。先生上课手不离教
历、在临床中应用经方治病的心得体
能给先生过一个大寿，心中十分惭愧
材，有时在讲台上踱着方步，娓娓道
会，以及如何在临证中应用和研究伤
内疚。老伴安慰我说：“你老爹老妈
来。重点地方特别加以强调，如讲到
寒理论等进行了细致的描绘。
活到八九十岁，你不是也没给他们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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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书者”自己
应是读书人
——评杨斌的《写在讲台边上》
吴非
用了较长的时间，大致看完杨斌老
师的这部 《写在讲台边上》（源创图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就进一步理
解了他何以能心无旁骛地沉潜于他的世
界。本书有相当篇幅是杨斌老师围绕个
人阅读和编著的述说，从中可以看出他
的志趣所在。我读过杨斌老师编选的几
本书，了解他关注的问题，而如他所
言，他在编著过程中所获得的愉快，也
许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得到的。
合格的教师总是把思考和学习当作
自由呼吸，杨斌老师就是这样不倦地研
究问题的。此前我对他的了解，是基于
他从不人云亦云，总能依据基本规律和
常识去思考和判断，对教育界一些现象
和问题保持独有的敏感。读他的著述，
很敬佩他的识见。
敬畏常识让杨斌老师有使命感，把
教学和研究问题当作一种文化责任。教
师是古老的职业，教学也并不神秘。教
育界本当比较安静，只要学校按照教育
规律办学，教师遵守教育常识，有自觉
的学习意识，提高专业素养，教学也就
不至于那样艰深，教师也不至于那样辛
劳。“教书者”自己是读书人，教书的
同时也和学生一样读书，这是职业特
征，也应当是教师的生活方式。教师的
读书纯粹是个人的事，是“为自己的阅
读”。我看杨斌老师的读书，凭的就是
个人趣味，乐此不疲，他对蔡元培、叶
圣陶诸贤的研究，对宗白华的重新认
识，与李泽厚的对话访谈，完全是由着
读书的兴味，而他在这样的阅读中，提
升了自己的职业认知。
这里特别想说说杨斌老师的叶圣陶
研究。从他选编叶圣陶著述的眼光和相
关研究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前辈教育
家开创性的工作有足够的认识，他的研
究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教学需求。近几
十年来语文教育界争论不休的一些问
题，早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叶圣
陶一辈学者那里，就有了明确的阐述。
杨斌老师以他安静的阅读为自己打底子
的同时，视野所及，上溯百年语文教育
史和美育教育史。他不遗余力地介绍叶
圣陶诸贤的教育思想，做有益公众的普
及工作。他几乎带着宗教般的激情，同
时带着理性的思考，对当下的浮躁之风
给以冷峻的批判。他在书中所言“走出
学科”，意在于学科教学中追寻更高的
教育境界，而不愿纠缠于学科内部的争
论。其实，只要我们冷静思考，就可以
发现，学科内部长期解决不了的矛盾，
往往不是学科内部乃至教育范畴的问
题，思考者只有拓展视野，在更高层面
深刻思考，才有可能辨清教育所面临的
难题。研究学科教育史，了解一百多年
来基础教育发生过什么、有过什么样的
主张、教育家的思考以及他们的成就，
庶几能弄清职业责任，不闹笑话，做成
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我之所以推崇杨斌老师的安静，乃
是因为这一二十年来教育界虽然风起云
涌，鼓角动地，但并未见多大的进步，
往往是“进一步退两步”，甚至如鲁迅
说的 “改革一两 ，反动十斤 ”（鲁迅
《习惯与改革》）。诸如应试教育如此强
势而花样翻新，小学教育麻烦层出不
穷，是三十年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在乱象丛生的局面下，也有相当一部分
教师保持着清醒，这就不能不靠他们个
人的精神追求和职业素养了。教师要保
持良好的抑或是正常的职业状态，唯
一的办法 ，也许只能是读自己的书 ，
思考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以之为精神
支柱。杨斌老师对美育的探究，即是
最好的证明。在大多数人尚未认识到
美育的存在价值的情况下，杨斌老师
已经在潜心钻研这个大问题了。我能
想象杨斌老师在探索路上的寂寞和孤
独。学校教育必须有高贵的精神追
求，有美的熏陶 ，没有精神的成长 ，
教育则不存在。
从本书可以大致看出杨斌老师的美
学追求之路——从苏北平原的灌河边，
到古城苏州，由讴歌故乡的青年，成长
为沉静的思想者。一个人的探寻，一个
人的独步。这样的存在，给立于讲台上
的教师以重要的启示。我感到，如果教
师能超越职业需求，醉心于某方面的研
究，必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杨斌老师对
李泽厚的研究，如痴如醉，三十多年持
续未绝，在润泽了个人精神生活的同
时，也丰富了教育教学智慧。
杨斌老师曾说，他主张“只做不
说”或“先做后说”的原则，于是我们
看到了一位踏踏实实教书、读书，扎扎
实实研究问题的教师。教师沉潜于独立
阅读和独立思考，这种乐境，大约再没
有什么可以超越的了。
（作者系语文特级教师、杂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