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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那些事

教育者如何重建自己

读书哪有什么秘诀
吴奇

刘庆昌
作为理论研究者，我的直接追求无疑
是思想的创造和知识的生产；表达我追求
的文字，积极地说，有规矩与深刻的倾向，
消极地看，充其量是教育实践的远亲。在
这种自我认知的引领下，每见到富有诗情
和活力的教育言说，我多多少少会有些嫉
妒，这是因为那样的教育言说客观上让教
育实践者愈加远离我这种角色的人。当
然，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在另一面，我则会
对能书写快意文字的、有实践情怀的研究
者和有思想情结的实践者心存感激，正是
他们行云流水般的思索让孤独的教育理论
和思想见到了阳光。
我是喜欢随笔这种形式的，最初是因
为见诸书刊的随笔，多来自有品位的作者，
从中可以读出文化的韵味，后来则是对随
笔本性的欣赏。随笔原初就是随手一写的
东西，随笔的书写，一则可自由运用修辞、
笔法，艺术地表达思绪；二则也在明示一种
立场，即不可把文中的所思当真。因而，我
们从随笔中既能获得文化的信息，还能意
会到作者某种程度的幽默和机智。
记得当年读张中行、周国平和余秋雨
的散文时，我就想过，对于不涉及某种专门
学术的普通读者来说，借助学者富含识见
的文章是可以提升文化品位的。进而想
到，教育领域未来也会出现类似的文笔，它
对于欲认识教育的非教育人士和不事教育
学术的教育实践者应是一种最合胃口的精
神食粮。创造这种精神食粮的人可以是富
有实践情怀和浪漫精神的学者，也可以是
钟爱理性的教育实践家。我很欣慰自己的
观念被后来陆续出现的教育随笔证实，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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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积极力量》
凌宗伟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且明确地感觉到那些理性兼快意的文字如
的锐利和深刻。他应是博览群书的，
但并没
行云流水一般滋养和启迪着无数的教育实
有深陷于认识领域的纠结，
实践家的本色使
践者。这时候，我开始赞叹“存在决定思
他能快速、准确地攫取最能滋养和改良实践
维”
和
“需求拉动生产”
的客观法则。
的知识精华，
从而使我透过他的言谈与文字
在多年的专业交流中，
我接触到一些用
意会到了知识、思想与现实教育行动较为恰
随笔表达教育情怀和价值的人。他们中有
当的组合。在如此的组合中，
我深刻领会到
学养深厚的研究者，
也有颇有实践智慧的行
了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生命所在以及教育行
动者。他们的作品不仅没有让我自惭形秽，
为和实践的可塑性。
反而让我更加理解教育理论研究的作用。
他曾告诉教育现场的人们说：“你也
实际上，
我自己尽管没有足够的能力写作教
可以成为改变的力量。”现在，他又关心
育随笔，
却也不知不觉中开始习惯用这样的 “教育者的自我重建”。要我看，凌宗伟必
方式表达我在学术作品中无法尽兴抒写的
定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改变教育的力量，
情思。也正是这样的作为让我的认识不经
而他改变教育的力量无疑来自长期以来对
意地跨越了教育学术的边界，
进而结识了凌
作为教育者的自己的建构。我由此想到一
宗伟这样为教育的文明与专业奔走呼号的
个更为普遍的问题，即教育者究竟如何重
教育文化传播者。凌宗伟的确算得上一个
建自己。如果让我给出一个参考答案，那
快意的人，
但快意的底色并没有遮蔽他思维
么恐怕要提醒和我一样的教育者，首先养

成自我批判的勇气和自我坚持的信心。完
成自我批判的前提之一是掌握批判的武
器，那就是包括教育思想和理论在内的人
类优秀的认识成果和思维方式，这种武器
可以帮助我们超越捆绑着我们的日常思
维，而掌握这种武器的策略只能是阅读、
观察、思考、评论。养成自我坚持的信
心，则需要我们逐步确立能够在自己的思
想和行动中一以贯之的价值立场。有了一
以贯之的价值立场，相当于我们有了自己
的教育人文信仰，可以让我们一旦遇到教
育的真理便热情地追逐与传播。我想凌宗
伟应会理解我的立场，或许他自己已经成
为我这种立场的现实版本。
读了 《教育的积极力量》，我对凌宗
伟的所想有了一定的理解。他永远不会忘
记教育是一种“做”，但他期望的“做”
是想明白之后的做，只有这样的“做”才
能从人的心理本能和日常经验的藩篱中突
围出来。如果教育者真想把教育想明白，
他就需要学一点教育理论及其他学科的知
识。各种知识能够让一个教育者在知行互
动、融合的实践中成长为一个专业的而非
简单的职业人士，他因此还能够自觉地在
实践中进行有效的反思，并在寻觅中接近
理想的教育。透过如上的思虑，我也能意
识到凌宗伟纯粹的人文主义倾向。他明示
教育的善意，建议教育从不伤人开始，并倡
导教育应为每一个孩子的最终幸福奠基。
归结起来，与我一贯倡导的“爱智统一”不
谋而合，实质上是承接了人类优秀的教育
文明，
并力求寻找教育文明的当代表达。
（作者系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

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的 2.0 版本
严文蕃

2004 年，新教育实验召开了全国教
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新教育理
论的实践及推广研究”课题开题会。从那
时起，我就走进了新教育实验。我认为新
教育实验是务实的行动研究，是在行动中
进行实践的研究。这个行动，当然就是指
新教育实验的“十大行动”。
如果把此前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称之
为 1.0 版本的话，
那么我可以把童喜喜的《智
慧行动创造教育幸福——新教育实验十大
行动理论与技巧》称之为新教育实验十大行
动的 2.0 版本。这本书，是新教育实验十大
行动 2.0 版本的行动指南。童喜喜抓住行动
的落实，
真正从行动研究的层面上，
总结、提
升了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
非常到位。
首先，这本书摘选了朱永新原著中的
定义，清楚地说明每一个行动到底是什么
意思，对每个行动进行了界定。其次，在
实施行动中，要注意哪些核心的东西，归
纳出多方面的要点。最后，在讲持续性发
展的时候，又把要点贯彻到行动中，讲清
楚了在每一个层面上应该有哪些策略和技
巧，从实际上解决了操作的问题。
2.0 版本要比 1.0 版本进步了多少呢？
我认为，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第一，童喜喜把新教育实验的十大行
动，
提高到更大的层面上来进行解释和推广。
正如童喜喜告诉我的：她一方面是希
望帮助人们创造性地开展新教育的十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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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一方面让新教育的十大行动成为让教
育创新的十大行动，和其他类似行动相
比，虽然外形相似，但神韵有所不同。也
就是说，童喜喜现在所讲的十大行动，是
创新的概念。童喜喜的创新，并没有把新
教育实验十大行动的理念全部推翻，而是
在原有理念上进行更新的注释，进而更深
入地阐述与理解每个行动。
第二，童喜喜最让我欣赏的是，她把新
教育的“十大行动”由教室提升到学校再到
区域，
让这三者协同推进行动的落实。我觉
得这是童喜喜的最大贡献。我们讲的教育
系统有三个细胞：基层细胞是教室，教室组
成了学校，学校之上是区域。实际上，教育
的任何一个行动，不是说行动一次就做完
了，
更重要的是行动必须可持续性发展。任
何一个改革，任何一个实验，要做到可持续
发展，
必须做到这三个层面同时作战。
教室是落地的，学校是推动教室落地
的整合，但是，没有区域的、团队的协同
作战，不可能持续性发展，最后还是会变
成“游击队”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可以讲：现
在新教育已经把火燃起来了，而且已经燃
遍了全中国。但是，这把火要烧深、烧透，
那就必须有教室、学校和区域这三个层面
同时作战，特别是区域方面的协同作战。
《智慧行动创造教育幸福——新教育
实验十大行动理论与技巧》 不仅有落实行

动的措施，而且每一个行动都从区域到学
校，再到教室，这样从上至下三个层面的
落实，是一个循环的过程，即“区域—学
校—教室”之间的循环，等于把整个教育
系统所有细胞都顾及了。
第三，标题画龙点睛，透彻分析实
质。童喜喜在讲述每一个行动的时候，不
仅在标题上有十大行动的名称，在行文中
有“行动定义”，保持了新教育十大行动
的原汁原味，而且在标题的名称后进行了
生动形象的解释。
比如“聆听窗外声音——搅动一池春
水”，用一个非常简单的词语，就把“聆
听窗外声音”的实质给说明了。童喜喜就
是这样用自己非常浑厚的文学功底，把新
教育的一个个概念，一点缀，一打扮，就
进行了强化的注释，帮助人们更深入透彻
地理解十大行动的理念。
童喜喜做的这个“画龙点睛”的工作
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像新教育实验这样全
国范围内的大规模的实践活动，必须要有
一个人做一个工作：把新教育每一个行动
的实质，都非常简明扼要地、非常经典
地、准确地讲清楚。这样的工作，童喜喜
做到了。童喜喜不仅准确地掌握十大行
动，而且表达得非常清晰、透彻。她把每
一个行动的实质讲清楚了，新教育的概念
框架就非常清楚了。
我觉得新教育非常有幸拥有了像童喜

“银球”飞舞展特色

《智慧行动创造教育幸福
——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理论与技巧》
童喜喜 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喜这样的一员。她不仅是热心的参与者，
还
是一个引领者，
更重要的是一个非常自觉的
反思者。她不停地在行动中进行反思，
再加
以提炼。这本书实际上就是她提炼的结果。
而提炼出的结果，就能起一个引领的作用。
她的引领作用就是在不断地创新，
就像她写
这本书，
能更上一层楼地提炼和总结新教育
的十大行动。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本书称为
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的2.0版本的原因。
童喜喜是一个儿童文学家，
我一直认为
她和她写的童话一样，
有着天真活泼、
阳光向
上的一面。实际上，
现在的她自己更像阳光，
洒向整个大地，
带来了春天的气息。我相信，
童喜喜只要这样不断地参与、反思与引领下
去，
她还会给中国教育带来春天的气息。
（作者系美国波士顿麻州大学教育领
导学系主任）

世人多求读书秘诀，然
明代学者吴梦祥为自己
读书哪有什么秘诀啊！闲读
定了一份学规，
上面写道：
“古
马南邨的 《燕山夜话》，嘘唏
人读书，皆须专心致志，不出
慨叹之余，发现书中有不少
门户。如此痛下工夫，
庶可立
读书方法与勤读故事。
些根本，可以向上。或作或
南 宋 陈 善 在 《扪 虱 新
辍，
一暴十寒，
则虽读书百年，
话》 一书中写道：
“读书须知
吾未见其可也。
”
可见，
读书须
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
有定力！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 “身在曹营心在汉”式的读书
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
是要不得的。
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
读书要精，
不必求多。这
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
是历来读书人的共同经验。
书，则又死在言下。唯知出
赵普之所以在宋太宗赵光义
知入，得尽读书之法也。
”
面前敢于说“臣有《论语》一
在那个时代就能够提出
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
这样鲜明的主张，
真的是难能
半部佐陛下致大平”，是因为
可贵！他主张要读活书而不
他把《论语》这部书读得烂熟。
要读死书，要知入知出；要体
有趣的是，
人们把他的话
会古人著作的精神和实质而
断章取义，变成了“半部《论
不要死背一些字句，
要体会古
语》”，并且历代相传，居然成
人用心处而不可死在言下。 了典故。现在，
不管他说的是
读书既要学以致用，
用的时候
一 部《论 语》，还 是 半 部《论
还要灵活。
语》，我们都应该由此体会到
宋儒理学家陆九渊的读
少而精的读书方法。
书方法也大有可取之处。
《陆象
书要一本一本地精读。
山语录》有一则写道：
“如今读
正如明代胡居仁 《丽泽堂学
书且平平读，
未晓处且放过，
不
约》 上写的：
“读书务在循序
必太滞。
”
接着，
他又举出下面
渐进，一书已熟，方读一
的一首诗：
“读书切戒在慌忙，
书，勿得卤莽躐等，虽多无
涵泳工夫兴味长；
未晓不妨权
益。
”打好了基础之后，为了
放过，
切身须要急思量。
”
扩大知识领域，就要多读多
陆九渊的读书方法，我
看。如汉代王充那样，
“博通
们可以在陶渊明 《五柳先生
众流百家之言”
，才能在学问
传》 中找到源泉。陶渊明在
上有所成就。清代著名学者
这篇短文中写道：“好读书，
包世臣也留下一些名言：
“补
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
读平生未见书”
“闭户遍读家
然忘食。
”
藏书”
。
今人对“读书不求甚解”
读书需要榜样。东汉著
常常误解为
“匆忙地读”
，
并作
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
为 自 己 不 肯“ 精 读 ”的 挡 箭
《汉书刑法志》 里写道:“秦
牌。之所以要
“不求甚解”
，
是
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
因 为 读 书 时 遇 到 了“ 未 晓
书。”据刘向的 《说苑》 所
处”。遇到了难懂的地方，不
载: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
要死抠住不放，先放它过去。 七十,欲学 恐已暮矣 。师旷
一是为了节省时间，
二是也许
曰:何不秉烛乎？”
《北史·吕思
看完上下文之后，
对于难懂的
礼传》里有记述北周大政治家
部分也就懂得了。如果仍然
吕思礼生平勤学的情形:“ 虽
不懂，只好等日后自己的学
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
识、经验丰富的时候再求解
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
释。说
“不求甚解”
，
绝不是告
烛烬夜有数升。”北宋作家钱
诉我们不把书读懂。
思公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
读 陶 渊 明 的 “ 好 读 书 ， “ 平 生 惟 好 读 书 ，坐 则 读 经
不求甚解”
，千万不要忘记还
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
有下句：
“每有会意，便欣然
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
”
忘食。
”陶渊明主张读书要会
唐代鲍坚的《武陵记》写
意，而真正的会意又很不容
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 后汉马
易，所以只好说不求甚解
融勤学。梦见一林，花如锦
了。对此，马南邨分析为： 绣。梦中摘此花食之；及寤，
“可见这不求甚解四字的含
见天下文词，
无所不知。时人
义，有两层：一是表示虚
号为绣囊。”马融之所以能够
心，目的在于劝诫学者不要
变成
“绣囊”
，
并非真的因为他
骄傲自负，以为什么书一读
做梦吃了花儿的缘故，
而是因
就懂，实际上不一定真正体
为他勤学苦读的缘故。
会得了书中的真意，还是老
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
老实实承认自己只是不求甚
时间都这样重视?马南邨认为
解为好。二是说明读书的方
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
法，不要固执一点，咬文嚼
三分之一的严肃认真态度，
字，而要前后贯通，了解大
这正是我们要努力学习的。
意。这两层意思都很重要，
（作者单位：天津市天
值得我们好好体会。
”
津中学）

文化滋养润灵魂

——记苏州市相城经济开发区澄阳小学“银球”文化特色课程建设
体育教育是全面发展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健康
水平，增强学生体质，丰富文化
生活的手段，它与学生智力、审
美、劳动素养的提升密切相关，
是学生健康发展的基础。苏州市
相城经济开发区澄阳小学结合校
情与学生发展实际以及教育资源
优势，遵循“突破一点，带动全
局”的办学思路，探索实施了以
乒乓球教育为核心的特色课程，
并以此为基础不断拓展课程内
容，形成了内容丰富的课程体
系，促进了学生德智体美各方的
发展，提升了学生的多方面素
养，实现了学校办学水平的提升
与内涵发展。学校先后获得江苏
省平安校园、江苏省体育传统项
目 （乒乓球） 示范学校、苏州市
教育现代化小学、苏州市德育先
进学校、相城区常规管理先进学
校等荣誉称号。

文化浸润 凝神聚气
校园文化具有隐形的教育功能，它服务于教
育目标。澄阳小学重视文化建设，基于学校银球
特色课程的教育目标，学校积极建设与之相一致
的银球文化氛围，增强教育效果。
学校明晰了办学理念，确定了“让孩子放飞
自己的梦想”的办学理念，明确了“以特色课程
育特色文化，创特色学校”的办学愿景与“澄
明·阳光”的校训，引领全校师生拥有阳光心
态，积极面对人生。在环境建设中，目前学校建
成了“银球文化广场”“银球文化馆”和“银球
嬉戏园”三大功能区改造和布景。
“银球文化广场”主要包括广场标志牌、形
象娃澄澄和阳阳、文化意象向日葵、地刻文字
“小银球，大梦想”等，象征着学校快乐阳光的
教育理念。“银球文化馆”包含“一室、一廊”，
“一室”即“银球文化陈列室”，用于陈列各项赛
事奖杯，“银球文化长廊”，记载着乒乓球运动发
展过程中的大事记、乒坛名将的风采、学校乒乓
球小将们的英姿。“银球嬉戏园”位于“澄心
楼”和“澄艺楼”中间的庭院，园内安装布置了
可供学生进行乒乓球游戏的设施。除此之外，学

校还定期开展乒乓球文化节，开展乒乓球知识
竞赛等活动，学校对班牌、散落在校园各处的
提示牌等进行重新设计和更换，融入学校理念
元素；并将整个校园命名为“容苑”，以纪念我
国首位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弘扬其勇于拼
搏、敢于争先的精神。
特色环境的设计与各种活动的开展，使学校
环境与教育目标和谐地融为一体，学校处处有文
化，学生在无声的教育中，小小银球已然走进心
田，顽强拼搏的乒乓球精神在心中悄悄生根、发
芽，激励着年轻的生命。

全面发展 提升素养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以科学性、时代性和
民族性为基本原则，以培养 “ 全 面 发 展 的 人 ”
为核心。澄阳小学将核心素养的培养融入乒乓
球教育中，以课程为载体，确定了“以球润
德、以球益智、以球健体、以球启乐”的理念
为指导，构建了涵盖德育、智育、体育多方面
的课程体系。
以球润德。学校围绕“银球精神”，开发了
德育校本课程“润养”，德育处围绕“国球精
神”选取相关主题，开展“中华美德、爱国爱

校、文明礼仪、感恩奉献”等活动，深化学生
的道德认知，培养学生的良好品行。
以球益智。课堂是学校育人的主要阵地，学
校将“银球教育”与学科课程有机整合，以银球
激活了课堂。语文中有讲乒乓故事，写乒乓电影
观后感，撰写乒乓日记，编乒乓小报等活动；美
术课中开展乒乓文化书画创作；音乐老师教唱自
编自创的 《银球飞舞，魅力澄阳》 校园歌曲；科
学课、数学课上大家探究乒乓奥秘等。银球元素
自然融入了每一个课堂。
以球健体。2015 年，学校申报了“‘银球’文
化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课题，随着研究的深入，
学校不断丰富体育课程内涵与内容，除了开设乒
乓课程、乒乓操等，还关注儿童游戏化的需求，
开发了乒乓游戏，开展了乒乓联赛，激发学生参
与乒乓球运动的积极性。
学校重视课程建设对学生、学校发展的重要
意义，以“银球文化”课程为起点，继续深化课
程建设，提升课程层次，进一步明晰“澄明·阳
光”的价值取向，构建了以赤、橙、黄、绿、
青、蓝、紫命名的“七彩阳光”课程，即“1+
6”课程。“1”为国家课程，“6”为校本课程即
“六艺”（书、术、礼、乐、体、思）。
多元化系统化课程的开发、实施与深化，

使银球文化理念在师生心中进一步得以内化，
学校凝聚力增强，学校理念特色更加突出，课
程的多样化更是促进了学生素养全面提升。

硕果丰盈 奋斗不止
经过十余年的不懈探索，学校“银球文化”
已根深叶茂，茁壮成长。学校掀起了乒乓球热
潮，呈现了师生乐教乐学积极进取的景象。学校
的成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学校被命名
为“江苏省传统项目 （乒乓） 示范学校”“苏州
市中小学家庭教育课程项目学校”“相城区家校
联系先进集体”，学校的“银球耀澄阳，快乐研
乒乓”在区综合实践优秀成果展评中获得一等
奖。
在“银球文化”课程建设之路上，学校积极
开拓新思路，不断优化完善。学校积极规划未
来，将已有成果扩大。在未来，学校将结合教育
发展的新趋势，时代对人才素质的新需求，继续
致力于“银球文化”课程的普及与拓展，进一步
挖掘银球文化特质，以学生发展需求为中心，着
力课程设施建设与优质师资的培育，让“银球文
化”在促进学生发展中，源远流长。
（杨 旭 李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