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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
口，同时感到空虚”。2018年，我的阅读版图
没有扩大，反而小了一些。

张新颖的 《沈从文的后半生》 与“流水落
花春去也”非常应景。其实在此之前，南开学
者李扬曾写过一本同名书，史料详细，文笔灵
动，不失为一本佳作。即便如此，翻开张新颖
的这本书后，还是被深深吸引住了。仅史料而
言，张新颖的这本书并未有太多超越，但在对
沈从文的“同情之理解”上，则令人一咏三
叹。我对于沈从文在家国命运转折时期的突然
转身，一直不得其解，而读了这本书，才真实
感受到沈从文内心深切的痛。人如蝼蚁，在大
时代的浪潮中，往往进退失据，不知所之。

受此书影响，去年暑期我还专门去了一次
湘西，在凤凰古城住了一宿，遗憾的是商业化
的凤凰古城见面不如闻名，给人无限遐想的充
满韵味、风景如画的“边城”已经远去。

入夏，生活际遇异常糟糕，时时濒临崩溃
边缘，许多深夜，大睁着眼捱到天明。出于自
救，又读起汪曾祺来。重读汪曾祺，读着读
着，心也慢慢静下来了，那一股气息一直贯穿
着，那么好地被保存下来，玉一样停于绿丝绒
上，光阴的漫漶里，渐渐有了浅蓝色的光。读

《鸡 鸭 名 家》， 读 《受 戒》， 读 《晚 饭 花
集》 ⋯⋯这个老头不只是一个士大夫，他的气
息恍若一个玉匠，默默挑着一副担子走，不作
一声，自带光芒。

夜里，一边放着斯塔克演奏的大提琴，一
边摩挲汪老的这些书，心上似有一根弦被轻轻
拉扯着，感觉人的一生都是空无的，无法拥
有，又像“一个个音符走进了谱子里”让人恍
惚。如此，每夜读上三两时辰，倦意渐趋围拢
过来，模模糊糊里把书角折一折，摁灭台灯，
于空调的吱吱声里入眠。

当然，白话新书大多“随便翻翻”，追求
阅读快感，尽可洒脱；但旧书需要“扎死寨，
打硬仗”，仰慕深刻，那可马虎不得。

重读 《红楼梦》 因一公众号原文朗诵而
起，朗诵者的声情并茂，加之自己阅读能力的
长进，我有了新的认识。这样一部包罗万象、
空前绝后的“文化小说”，单就内容而言，有
人读到忠臣义事，有人读到儿女情长；有人读
到盛馔游戏，有人读到世道人心⋯⋯于我，品
其况味日深，便爱之益坚，尤其是儒释道和诗
词曲间的古韵天成。“三春去后诸芳尽，各自
须寻各自门。”红楼的青春复杂的情感突然收
束，收束得如此出人意料，一梦随风，一梦难
忘。

人怀旧时就能品出时间的味道，读书亦是
如此。随着人生阅历的积累，读书才有了时间
之味。年轻时恨不得读尽天下书，求得满腹经
纶，结果是“猴子掰玉米”。工作数年有了生
活的阅历，重读诸如 《史记》《红楼梦》 和

《包法利夫人》 等经典著作时，总算拂去了当
时萦绕脑际的雾水，那种滋味好比吃“回锅
肉”，绵延悠长，欲罢不能。

《史记》 巍如史学高山，映衬群峰皆小。
重读 《史记》 一些篇目，我最大的感受是 《史
记》 之所以独领风骚，缘于它的历史哲学理念
的卓尔不群，超越绝尘。历史研究的核心意义
之一是求“真”。然而，由于历史时空隔膜的
存在，历史本相的重现能否做到真实可信，谁
也没有信心对此做出担保。《史记》 的卓越，
就是不拘泥于追求虚无缥缈的“绝对真实”，
而致力于在从事宏大叙事时呈示“逻辑真
实”。比如“霸王别姬”，十面埋伏，四面楚
歌，项羽跟虞姬诀别，整个场面被刻画得活灵
活现，非常生动。

虽然司马迁很多时候惜墨如金，存真阙
疑，但他叙事松弛从容，笔端熔铸了“掏心窝
子”的感情，“成者为王”的汉高祖有流氓
气，“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正是
这种“逻辑真实”的叙述让历史灵动而温情。
每次沐浴 《史记》 滋润的阳光，回到有时不免
灰暗的现实中，感觉自己变得更有预见性，更
有智慧，也更有定力。

以此观之，书无新旧，无雅俗。以新眼读
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
书皆旧。阅读古代文史哲大师的著作要做到

“涵泳”，像水中潜泳那样体味大师的本心，才
能与大师“心心相印”，有所会通。

因有文学创作的冲动，我想了解小说门径
及语言。卡夫卡成了首选，卡夫卡和拉美文学
一样，因为某种新意，而容易被视为捷径。然

而，读卡夫卡苦心孤诣，难觅小径通
幽，作家野夫建议认真咀嚼一下 《包
法利夫人》，他认为在小说技法上，

《包法利夫人》 是一种标准。说实
话，“包法利夫人”这种精神类型的
女人，现在依然随处可见。作品看上
去相当古老无趣，讲一个女人的婚外
恋故事，爱河饮尽犹饥渴，要多俗有
多俗，可我觉得只要读懂了艾玛，就
读懂了所有的女人。

一念放下，万般自在。取舍善
恶、净化自心永不打烊。《了凡四训》
不仅改变了我对命运的看法，而且促
使我由此真正进入佛法，把佛法当作
解决生死问题的唯一钥匙，尽可能祛
除自己的贪、嗔、痴等恶习。读佛家
经典有种通体畅快、轻安自在之感。

三更有梦书当枕，一席长暖是相
知。书里的世界，书外的人生。明
年，继续以书为桨，探索未知的涯际。

（作者单位：湖北省英山县实验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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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贤友 （安徽省含
山县第二中学）

两年前我是“教师书房”的忠
实读者，如今已成为这个版块的作
者，双重身份让我时刻关注它的最
新资讯。“教师书房”所荐之书，
既有大家经典，也有刚出炉的新
著，某种程度上说，是当前教育出
版和教师阅读的风向标。我的很多
阅读选择来源于此，像段伟推荐的

《朱永新教育演讲录》、吴非推荐的
《我的教育故事》、李树榕推荐的
《如何爱孩子》 等，都是这样。

读书人读着读着就有了过去、
现在和未来，把自己读成了风景。
看同道在 《读书那些事》 栏目中分
享与自己大致相同的阅读经历和感
悟，那种心有戚戚的快慰和幸福，

真是虽南面王不与易也。这也让我
深切地感受到：阅读其实不孤单。

改变教育的生态必须先改变阅
读的生态，新的一年，我对“教师
书房”的期待有三：一是读行结
合，倡导游学的风尚；二是多向互
动，在争鸣中促进阅读的深入；三
是兼容并包，分享更多优秀教育者
的阅读经历，让我们无限相信书籍
的力量。

刘波 （浙江省宁波
市镇海区教科所）

在与“教师书房”的亲密接触
中，不知不觉又一年过去了。在

“教师书房”里看到自己没看过的
书，如果自己感兴趣，我会第一时
间网购。而当看到别人写自己看过
的书的书评文章，我会好好品读一
下人家是如何评价此书的，让自己
的阅读有更多收获。2018 年给我

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建构课堂世界
的想象与行动》一文，这篇文章是对钟
启泉教授的课堂研究三部曲的客观理
性的评价。当时，我正要在全区开展
钟启泉教授的《课堂转型》的分享会，
所以看到这篇文章真的有一种“如获
至宝”的感觉，因为这是从另一个层面
对我们开展的读书活动的肯定。

教师的专业阅读可以为教师的专
业成长赋能蓄力，是教师专业上持续
精进所不可或缺的。希望 2019 年的

“教师书房”，继续为教师推荐优秀的
专业书籍，为广大教师与优秀专业书
籍的相遇提供便利，让更多好书照亮
教师的心灯。

张艳亭 （河北省张家
口市桥东区五一路小学）

新年伊始，回望旧岁，“教师书
房”是一定要深深地感念的：《阅读
应服从内心的需要》《阅读：让师生

走向成熟并再次天真》《照亮别
人，也照亮自己》 等读书随笔
的 陆 续 发 表 ， 让 不 惑 之 年 的
我，快乐得像一个孩子，在读书
写作的路上，不但不愿懈怠，反
而“载欣载奔”。“教师书房”使
许多像我一样默默耕耘在三尺
讲台上的普通教师，找到了适
合自己的发声舞台，拥有了
一片美好的精神家园。“教
师书房”的阅读引领，让我
们的思想更加澄明，信念
更加坚定，它成就了教师
精神生命的不断成长，
因此也将福泽千千万万
的学生。

新的一年，唯愿在
“教师书房”的陪伴下，
幸 福 地 走 在 读 书 的 路
上，遇到更多的好书，发
现更好的自己，为学生
奉献更优质的教育。 禹天建 绘

禹天建

绘

站在戊戌年岁尾，俯仰之间，
华年远去，静言思之：春荣秋盛，
夏肥冬藏；读书的记忆更是美好而
又丰满。

回首 2018 年，中国教育报读
书周刊在 30 多期的“教师书房”
里呈献了百余本照亮教师生活的好
书。这些精彩纷呈的精品之作，不
但以丰富的教育智慧引领教师精神
成长，还拓展了教师的阅读领域，
为教师专业阅读提供了指南。

关键词

首席·细节·立场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父母
是孩子的首席教养者。良好的学校
教育是建立在良好的家庭教育基础
上，故而，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
中的“根基”。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
《教育的艺术》书中说：“我对这一点
深信不疑：建立理想的家庭，建立父
母之间、孩子与家长之间的理想关
系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我坚定地相
信，家庭——这是海浪中美丽的神
话般的浪花，如果没有这种人类的
美的神秘力量，学校的作用将会永
远停留在初级教育的水平上。”

在 《探索与创新》（12月10日
10 版） 一书中，郑建业为我们全
面解读了苏霍姆林斯基家庭教育思
想精髓。其中，“爱孩子”是苏霍
姆林斯基终生笃行的信条，但他还
主张：父母对孩子的爱不是骄纵
的、专横的、贩卖式的爱，而是明
智的、睿智的爱。

而对师爱，从教 70 年始终奉行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信条的顾明远
先生有着独特的认识：“教师对教育
事业的爱、对学生的爱，不同于父母
对子女的爱，这种爱是体现了对人
类的爱、对民族的爱、对未来的爱，
是不求回报的无私的爱。”（《顾明远
教育思想研究》11月26日10版）

家庭教育思想，可以通过宏大、
严谨、深刻的理论来架构，也可以从
生活细节中提炼。在《家庭教育：为
孩子的成长打好底色》（11 月 19 日
10 版）一书中，高闰青从自己的家
庭教育生活细节中提炼出四个家庭
教育的判断：习惯养成是人格完善
之基，认知发展是智慧开拓之路，家
庭影响是生命成长的关键，亲子关
系关乎孩子的精神品质。

波兰现代教育先驱雅努什·科
扎克说：“整个现代的教育方式，
都在渴求孩子当一个方便的孩子。
它一步步按部就班地催眠、压制，
用强硬的手段毁灭孩子内心的自由
和意志、坚毅的灵魂以及他渴求和
企图的力量。”（《如何爱孩子》 3
月26日10版）

从书中我们看到作者的良苦用
心：他多么希望家长不要用自己的
某种喜好或衡量标准来判断孩子是
否“聪明”啊！科扎克把“从父母
的 立 场 ” 转 换 为 “ 从 孩 子 的 立
场”，而后提出问题，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可以说，从根本上解决
了从谁的价值立场回答“如何爱孩
子”的主体性问题。

关键词

课程·课堂·语文

新课程改革，涌现出众多新概
念。如果教师对新概念认知不清，
势必影响改革效果。

成尚荣在《课程透视》（11 月 5
日 10 版）一书中用精当的比喻解读
了“课程”。“课程”即跑道。“比赛有
终点，课程应有鲜明的目标；比赛要
按照规定的跑道进行——课程应有
计划性；比赛是一个过程，赛手的状
态和感受各不相同——课程要关注
过程及过程中的体验；比赛是一个
不确定的过程，但它离不开规定性
——规定性和不确定性的结合构造
了课程完成的意义。”

作者提醒我们，每个人心中都
应该装有该门课程的“施工图纸”

“精神图腾”“远程图景”。
新课程改革离不开课堂研究。

在《读懂课堂》《课堂研究》《课堂转
型》（10 月 8 日 10 版）三部曲中，钟
启泉聚焦了课堂为何要变、如何变、
变成怎样等一系列关键议题，提出
了从理解课堂到研究课堂再到课堂
创造的线索，从教与学开始的地方
出发，系统地推动课堂世界变革性
与反思性的实践。

作者反复重申了“素养本位”
和“能动学习”的涵义，指出要实
现学生在不同情境中对所学的综合
的应用、实践乃至新的创造，就要
突破以教为本的自命真理，真正基
于学习者自身学习经验积累并发展
一种“主体性觉悟”，通过深度理
解和对话体验，实现有机体动态的
自我调适与新知生成。

新课程改革，语文学科首当其

冲。从某种意义上讲，语文课程改
革起着压舱石的作用。

语文是什么？最应简单明确，
但却弄得越来越复杂了。究其原
因，竟是诸多专家以“一己之见”
给它强加了很多的“内涵”。我们
还是归于“简”吧。

贾志敏以朴实的文字阐明自己
的语文立场：“教学不需要‘出新
奇’，更不需‘摆噱头’。简简单单教
语文，一心一意为学生发展服务。”

（《积攒生命的光》11 月 19 日 10 版）
语文，就是要教学生读好书、写好

字、说好话。概言之，倾听与表达，始
终是语文教育的核心要素。

为什么许多大学教授格外关注中
学教育？原因不言而喻：我们的中学
教育，存在不少问题，而大学往往是这
些问题集中“发作”的地方。

陈平原在《六说文学教育》（7 月 2
日 10 版）一文中呼吁：“‘母语教育’不
仅仅是读书识字，还牵涉知识、思维、
审美、文化立场等。”他说：“学习本国
语言与文学，应该是很美妙的享受！”

“语文之美”蕴含着“汉语之美”“文章
之美”“人性之美”“大自然之美”；“语
文之责”则在于“不仅是读书识字”，还
在于“引领思维、审美、文化立场”。

然而，我们很多语文教师早忘了
“语文之美”和“语文之责”。为此，陈
平原痛心疾首：“如果连语文课都讲得
严丝合缝、板上钉钉，绝非好事情！”

关键词

新教育·新学校

鲁迅说：“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
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新教育就是
一条朱永新发起的新教育人走出来的
路。

为了让教师和孩子们“过一种幸
福完整的教育生活”，朱永新发起了一
个以教师发展为起点，以“十大行动”
为途径的新教育实验。（《朱永新教育
演讲录》10月22日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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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新教
育，获益最大的，也许不是学生，而
是我们自身。”这就是朱永新理解的
教育之道。

新 教 育 人 力 图 实 现 “ 四 个 改
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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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点亮自己，照亮他人”的萤
火虫精神开展阅读推广的作家童喜喜
在 《十八年新生》（4 月 16 日 10 版）
一书中再现了自己“半路出家、偶遇
教育、倾心阅读推广、参加新教育、
推动新教育”的心路历程。

从作家到教育专家，童喜喜把新
教育的“十大行动”，提高到更大的
层面上来进行解释和推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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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新教育实验十大行动 2.0
版 《智慧行动创造教育幸福——新教
育实验十大行动理论与技巧》（10 月
29日10版） 问世。

新课程改革必然要有新学校出
现。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在其新
书 《重新定义学校》（4 月 16 日 10
版） 中，通过对 2012 年到 2016 年大
胆改革实践的梳理，用翔实的行动报
告向我们展示了新学校行动研究的伟
大图景。

在梳理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体系
时，李希贵认识到，选择的过程必须
最终走向对每一名学生学习的顺应。
十一学校的学科课程多达 265 个，但
这种课程体系仅仅实现了第一个目
标，也就是顺应某一类学生的学习。
下一个目标是让课程适合每一名学
生。十一学校的目标从“创造适合学
生发展的教育”变为“创造适合每一
名学生发展的教育”。

传统学校，讲究因材施教，其实
是教师主观上的因材施教，当一位老
师面对全班学生进行一样的教学时，
他是没法真正了解学生的，他看不到
真实的学生。十一学校构建了新的课
程体系，当近 300 门课程摆在学生面
前，让学生自主选择的时候，老师就
真正看到了不一样的学生，有了实现
因材施教的可能。

在新学校的体系里，把课程作为
学校的产品，以此为学生的成长服
务。唯有如此，我们才会正确定位我

们的教育，也才会真正实现以学生为
中心的教育追求。

关键词

成长·读书·写作

教师的专业成长，关键在于读书
与写作，这是基石，是不二法门。

“阅读的关键人物是教师。没有
教师对阅读的热爱，就很难点燃学生
的阅读热情，没有师生的共同阅读，就
很难形成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朱永
新在《中国新教育》（9 月 3 日 10 版）一
书中如是说。

读书是天下最美好的事，人一生
应“一以贯之”。读书不是为了功利，
而是为了寻找教育的源头活水，是为
了生成新的教育智慧，是为了把最新
鲜的东西带进课堂，是为了点燃学生
的阅读热情，是为了构建师生共同的
精神家园，更是为了发现教育之亮光。

在大多数教师眼中，教师写作是
为评定职称而写，为发表文章而写
⋯⋯朱老师认为：“一个人的专业写作
史，就是他的教育史。教师专业写作
是为了服务于日常的教育教学实践，
促进学生以及自身的幸福完整。”

围绕教师的专业发展与生命成
长，陶继新在《做幸福的教师》（10 月
15 日 10 版）一书中深谈了三个问题：
读书，写作，生命修行。

作者提醒我们，阅读是在“道”的
层面行走，是能够改变生命状态、提升
生命质量的高层次的阅读。要注意

“成长必需”“取法乎上”“疏离浮躁”
“读教结合”“深入阅读”等。

写作是生命发展的精神收藏史。
“写作，也要务本，本立才能道生。
什么是本？阅读与诵读是本，生活也
是本。”他反对过分的“语言雕琢”，
反对“内容虚假”，提出“以术求
道”“以质求道”。

在 《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
我的为师之道》（4 月 9 日 10 版） 这
本书中，于永正为我们树立“做终身
成长者”的好榜样。

已故的于永正老师把阅读作为自
己的生活方式。他的口袋里常装着
笔，随时记下瞬间的思维。在阅读中
一有所得，便努力付诸实践，让理论
转化为行动。

令人敬佩的是，于永正老师在取
得特级称号后，将此作为新的起点，
他所写的很多教育教学文章，多是在
评上特级后。他提炼的“重情趣、重
感悟、重积累、重迁移、重习惯”的

“五重教学”特色，也是在“特级
后”的多年实践中形成的。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王维审在《寻找不一样的教育》（4

月 9 日 10 版）一书中为我们提供了教
师成长的另外一种途径：“教育叙事，
可以帮助教师找到教育困惑中的出
口，寻找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向。”普普
通通的教师，如果能善于捕捉教育生
活中的小故事，适时把自己“融入”到
故事里，以最贴近自己的方式来呈现
教育问题，让简单的衍生厚重，让平凡
的生成意义，让清浅的蕴含深刻，那
么，通过写这样的教育叙事，也能成长
为优秀的教师。

“物以终为始，人从故得新。”
我相信，2019 年，“教师书房”依

然会拒绝平庸，拒绝浅薄，拒绝浮躁，
继续秉承“教师视角、专业阅读”的宗
旨，不遗余力地用好书点亮我们的智
慧，陪伴我们的成长。

（作者单位：天津市天津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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