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教师书房
2019年3月18日 星期一

10 主编：王珺 编辑：梁杰 实习生：马子越 设计：聂磊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31 邮箱:1365664999@qq.com·

诗人郑敏说，每个汉字都像一
张充满了感情向人们诉说的生活的
脸。我说，每一篇文章都是一个蒙
在历史尘埃中等待擦拭的故事。而
语文老师的使命就是，引领学生穿
花拂叶，走近这一个个故事，让学
生自己动手擦亮这些文人苦心孤
诣、呕心沥血而成的经典，从他们
的生命中走过，还原他们生命最绚
丽的本真。

这 一 点 ，《向 文 本 更 深 处 漫
溯》 显然做得很好。

在 《烛之武退秦师》 里，徐昌
才老师引导学生比较“围”“伐”

“袭”“破”“攻”等词语的细微差
别，感受当时强强联合，兵围城
下，郑国岌岌可危的形势，理解
烛之武出场的背景可谓是千钧一
发。一个“缒”字经反复咀嚼品
味，我们眼前顿时浮现这样一个
画面：一个七十老者，须眉尽白，
伛偻其身，蹒跚其步，却在一个月
黑风高的夜晚，没有人送别，没有
人 陪 同 ，举 身 赴 国 难 ，视 死 忽 如
归。这是怎样的无畏和担当，是怎
样的勇敢和沉静。于是，一种家国
情怀在心中潜滋暗长。

在《雨巷》中，徐昌才老师受学
生的问题启发，临时改变教学内
容，让学生给 《雨巷》 再拟一个标
题，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诗歌的主旨
和情感。一石激起千层浪，浪花四
溅，最终学生在诗歌的涵咏中品味
出 《雨巷》 的妙处，既加深学生对
文本的理解，也教会了学生如何品
评一首诗。

这样有趣的深度阅读俯拾皆
是。让你时不时地在熟悉处读到一
种陌生，读到一种“曲径通幽处，
禅房花木深”的感觉，启迪你深
思，又不得不叹服。如在 《赤壁
赋》 中，徐昌才老师引导学生细细
品 味 “ 江 上 之 清 风 与 山 间 之 明
月”，“取之无禁”而不是“取之无
尽”，把苏轼投身无比丰富、享用

不尽的大自然的那种无拘无束、自
由自在写活了，把苏轼的淡泊名
利、心旷神怡写活了。

语文学习就需要这样的文本细
读。这样的细读才会使语文有趣起
来，生动起来，有韵味，有内涵。
才会在语文课堂上有“莫春者⋯⋯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
咏而归”的安然惬意，才会有“行
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别有洞
天。但不是每位老师都具备这种能
力，虽然每位语文老师都应该具备
这种能力。这需要长时间地静下心
来读书、思考，需要抛开教参在文
章中出生入死，读个死去活来，一
遍遍地咀嚼和咂摸，那些蛰伏已久
的文字才会掀起自己的盖头，向你
粲然而笑。

徐老师在很久以前就是这样默
默地在解读文字之美，他从诗经楚
辞中走来，沐浴着唐风宋雨，在古诗
和古文中徜徉、耕耘，至今已硕果累
累，著作等身，仍然笔耕不辍。

文本细读，是属于教师本位
的。而课堂教学，是立足于学生本
位的。把细读的成果转化为内容和
程序，这中间，还隔着万水千山。
帮学生渡过这万水千山的，只有一
个摆渡者——教师。教师如何驾驭
课堂摆渡众生？这是个问题。于是
众多的教师不断探索，最终达成共
识，带着一颗心去，用生命影响生
命，这样的生命教育就是摆渡。在

《短歌行》 中徐昌才老师和学生共
同抓住一个“忧”字。忧什么？一
忧人生“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想建功立业，一统天下，然时不我
待 ， 日 月 如 梭 ； 二 忧 人 才 难 得 ，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运用典
故，写出曹操求贤若渴，如渴盼恋
人一样深情，可现实是“月明星
稀，乌鹊南飞”，自己只能叹“明
明如月，何时可掇”，如果有贤才
前来，诗人会兴奋至极，“我有嘉
宾 ， 鼓 瑟 吹 笙 ”； 会 敞 开 怀 抱 迎

接，如“周公吐哺”，只盼望“天
下归心”。讲课间徐昌才老师穿插
了大量的诗句咀嚼、诗例补充、诗
意拓展和思想对接，于是课堂变得
丰富、厚实、有料、有味儿、有魅
力、有情怀。

除了用生命来影响学生之外，
我觉得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让
学生学会提问。全世界都认可犹太
人对孩子的教育方法，他们与中国
人最大的区别是，我们提问题，让
学生去回答，而他们是启发学生提
问题，去思考，去探索，去发现。有
人说，发现一个问题远比解决一个
问题重要。在《向文本更深处漫溯》
中随时有学生的灵光一闪，提出一
个很有价值的问题，把课堂向纵深
处推去。如有学生发现《归园田居》
为什么不是《归田园居》？《雨巷》中
为什么要以“雨巷”为标题？只是，
这样的生成还少了一些。

现在语文资料铺天盖地，我这
二十年也是东奔西走，待过四五个
学校，发现很多语文老师的课没有
语文味。且不说如何清汤寡水，让
人兴致索然，也不说如何照本宣

科，桎梏孩子心灵，单单说对文本
的解读，普遍浅，不透，又不肯思
考，讲课没有教育的智慧，不能灵
活运用身边的资源。徐昌才老师显
然很擅长随处取材。在讲 《游褒禅
山记》 的时候李南同学作了课前演
讲，给同学们介绍抑郁症的表现以
及抑郁症的防治办法，呼吁同学们
要有爱心，常怀善意，尊敬、关
心、理解身边的每一个朋友、同
学，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徐
昌才老师接过话题信口拈来：“谢
谢李南同学关于抑郁症话题的演
讲，的确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十
全十美、一帆风顺，更多的时候充
满挫折、失败，我们要坚强、乐
观，不要久久沉浸在忧郁、悲观之
中，无法自拔。我们前面学习了一
些课文，《兰亭集序》 的作者王羲
之没有抑郁症，他的人生态度比较
积极乐观，主张经世致用，有所作
为；《赤壁赋》 的作者苏轼没有抑
郁症，他面临人生巨大打击，仕途
陷入困境，也没有一蹶不振、自暴
自弃，而是徜徉山水，寄情自然，
超脱现实，以积极乐观的态度来面

对人生的磨难。与苏轼同时代的另
一位文学家，性格更是刚毅倔强，
也没有抑郁症，求真务实、格物致
知、探究物理、实事求是，他就是
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学
家王安石。本课时我们来学习他的
散文 《游褒禅山记》。”看到这段导
语，当时真的是深深赞叹，以为妙
绝。在讲 《过秦论》 的时候，身为
长沙人，徐昌才老师从贾谊曾经在
长沙做长沙王太傅讲起，说到当地
建筑“贾太傅祠”，祠堂里收录的
李商隐的 《贾生》 和毛泽东的 《贾
谊》，因势利导，讲到作者和写作
背景，比一上来就讲作者有意思多
了。

语文老师是什么样子，你站到
讲台上，语文便是什么样子。但无
论语文是什么样子，它都得是语文
的样子。听起来有味有料，但不蔓
不枝，干净利索。在 《向文本更深
处漫溯》 中，如 《烛之武退秦师》
我觉得对烛之武和佚之狐的名字有
过度解读之嫌。《荆轲刺秦王》 加
入“千金”的由来有些旁逸斜出。

《蜀道难》 的导语不够简洁，不如
直接说，诗歌史上，李白曾经创造
过很多诗歌之最，如⋯⋯最后一句
最难攀登的路——蜀道之难，难于
上青天，顺势导入。《望海潮》 是
一首干谒诗，有明确的写作对象和
写作目的，最后好像交代不够清
晰。我也是姑妄言之，未必正确。
文中还有几处不敢苟同但可以启发
思考的地方，不一一赘述，但每一
处都能启迪我思考，甚至让我有想
同课异构的冲动。我想，能让我读
得兴起，也在文中反复咀嚼，不管
能不能像徐老师那样咀嚼出文字的
芳香，能不能擦亮文章的灰烬，恢
复它璀璨的光华，也已经很有所得
了。感谢遇见这本书，如同遇见一
个人。

（作者单位：河南省濮阳市第
一高级中学）

嚼出文字的芳香
——读《向文本更深处漫溯》

李惠珍

早春时节，气象更新。伴随着 《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 和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

（2018—2022 年）》 的出台，新时代中国教育
的“战略规划图”与“施工进程图”正在全面铺
开。在 《实施方案》 中，明确提出要“围绕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这一主线，聚焦教育发展的战略
性问题、紧迫性问题和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统
筹实施各类工程项目和行动计划⋯⋯”以问题导
向确立实施路径，已然成为教育发展关键词。基
于这一重大背景，《中国教育报》 山东记者站副
站长、《山东高校思政》 主编张兴华，倾力推出
新作 《对话：探析十年教育痛点》（山东城市出
版传媒集团），可谓顺应时势之需，回答了高等
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
这一根本问题，具有正本清源、引领启迪的意
义。

“痛”从何来？从面向一线的调查研究中找
问题。作者长期从事教育观察、实践和研究，善
于以多重视野、客观思维、中立身份进行思考研
判。宏观来看，进入新世纪特别是近十年来，我
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面临诸
多问题与挑战。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说过，
必须清醒地看到虽然我国教育规模已位列世界首
位，但还不是教育强国，人才培养质量还不够
高，国际竞争力还不够强，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
民群众的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清醒地
看到我们教育观念仍然比较落后，对于教育外部
发生的急剧变化不够敏感。具体而言，从事高等
教育管理、教学、科研的群体关注的热点话题，
往往就是难点问题，就是教育痛点。这些痛点，
有的是陈年痼疾，有的是新生病疣，但最终都成
为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巨大“堵点”，成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突出表现。

在汇集“痛点”的过程中，作者充分运用了
智库要素和多种调研手段。吸纳高等教育学、计
算机、统计学等专业的博士组成科研团队，设计
调查问卷，对热点问题再聚焦。通过全国会议、
杂志发行和网络征集三条渠道，发放问卷 6000
份，收集有效问卷 4326 份。经过多次整理分
析，最终遴选出最近十年高等教育领域十大最具
代表性问题。分别是人才培养质量问题、办学体
制问题、民办教育问题、高职教育问题、高校行
政化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师德建设问题、学校
治理问题、教育手段现代化问题以及当下怎样当
一名好教师问题。

“痛”作何解？从教育“大家”的思考实践
中寻启发。本书的最大亮点，就是遴选了对应课
题研究的十位知名专家，以访谈形式为受众释疑
解惑。十位专家包括顾明远、潘懋元、周远清、
瞿振元、朱小蔓、刘献君、李志民、姜耀东、邬
大光、林崇德，堪称当代中国教育“大家”。他
们作出的诊断、开出的药方常常令人耳目一新且
受益匪浅。这也是该书区别于一般著作的珍贵之
处。比如，“全国教书育人十大楷模”“当代教育
名家”潘懋元在面对高职招生难的问题时，以科
学数据说话，纠正了以往普遍归因为人口出生率
下降的误解，并进一步指明收费高、就业难才是
根源所在，这就要求政府增加对高职的投入、减
轻高职学生家庭负担，强化高职院校设施建设，
提高教学质量；中央教科所原所长、德育专家朱
小蔓在面对师德建设收效滞缓的问题时，以独特
视角施策，强调师德建设是一项文化建设，要回
归到“人”，回归人的生活和人身在其间的人际
环境、情感氛围，寻找教师培养更为深层的东
西。

设置访谈对话形式，也使这些真知灼见得以
“精准呈现”。在每一个课题采访之前，作者即进
行大量案头研究工作，熟悉各个领域的研究进
展，并从中提炼出普遍困扰与关键要害，把宏观
问题具体化，把抽象问题形象化，确保每一次对
话不蔓不枝、直击命门。这种著述体例很好地避
免了长篇大论的沉闷和冗繁，形成了富有节奏感
的阅读体验。如对话厦门大学副校长邬大光，就
高等教育的中国道路这一主题，作者精心凝炼出

“为什么国外高等教育到中国来就水土不服”“中
外高等教育的差异性及其背后影响因素是什么”

“我国高等教育应该走一条什么道路”三个问
题，从因到果，从解疑到对策，环环相扣。专家
在解题过程中，精准解读、对症施策，自然而然
产生很强的吸引力与说服力。

“痛”将何去？从一言一行的精神风范中树
信念。《对话》 一书，在整体架构与内容布局上
有其独特之处。相比一些学术访谈类书籍偏理性
多艰涩的现象，本书从读者角度出发，针对每个
专题精心设置了“专家传略”“核心观点”“对话
全文”“作者札记”四个章节，将人物、理念、
感悟融为一体，生动地展示出教育内涵发展与教
育血脉传承的精气神。特别是在“作者札记”篇
章中，作者以白描手法记录了采访过程中的点滴
细节，传递着教育家们的情怀大义。风范立身，
纸短情长。这些小札记，与大课题相映成辉，见
仁见智见精神，犹如一团团火苗般昭示出中国高
等教育在未来之路上不可或缺的每一环——立
德、立人、立业、立新。而这，亦是解困化痛的
必备良方。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过，教育不是灌输
头脑，而是点燃心火。对话十位教育名家，探析
十年教育痛点，开启的正是这样一条心路历程。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医学院党委宣传部）

举“大家”之力
破教育之痛

——评《对话：探析十年教育痛点》

张玉龙 王朝荣

雨送黄昏后，月洒清辉时，续
上清茶三杯两盏，翻看诗书五页六
行，身心便舒展陶醉在袅袅茶香、
书香中。阅读，耳濡于爷爷，目染
于爸爸，浸润于岁月。

童年时的家乡，物质匮乏、
混沌未开。别人想着发家致富，
我 爷 爷 却 天 天 说 书 、 画 画 、 剪
纸、唱京剧，日子青黄不接，没
少挨奶奶骂。我却特别喜欢爷爷
读书的样子，兴味浓时，他会手
舞 足 蹈 拿 腔 拿 调 地 演 练 书 中 对
白，或咿呀唱几句京剧。我尤其
喜欢每天跟着爷爷去镇上免费说
书，从听书人眼神的光里，我感
到了自豪。《杨家将》《白蛇传》
是当时百听不厌的故事，听不过
瘾，总跟在爷爷身后追问情节。
翻新前的祖屋，四壁贴满了这些
书的人物画，给我的想象插上了
翅膀。我经常会对着满墙的画切
切嚓嚓地编织故事情节。当时并
不懂“阅读是门槛最低的高贵举
动”，但每天盼爷爷说书的热切从
未淡过。识字了，我就看 《连环
画 》 《 上 下 五 千 年 》 《 小 溪
流》 ⋯⋯在那只能看到植物色彩
的乡村，我竟发现书中有一番水
墨意境，并开始向往村外那个生
动多彩的世界。阅读涂抹了我童
年的底色。

爸爸是个收废品的农民，爱看
书，也主张我看书。没钱买书，就
收集旧书，看完后再卖。运气好买
到珍藏本时，他就如获至宝，欣喜
若狂地向我展示“战利品”。听妈
妈说，一次为了抢先买到好书，他
还被人打翻在地，心脏病发作昏厥
半小时。好书是从不卖的，在不崇
尚读闲书的年代，我惊喜地发现爸
爸集全了文言版本的历史典籍。爸
爸仅初中学历，看不懂这些书，他
是给我留着的。这些书似琼浆玉
露，初中伊始，我读美文，让唇齿
留香；抄瑰句，任丝缕美妙浸润灵
魂；还读了很多坚忍不拔者的奋斗
故事。有感触时就和爸爸讨论一

番。那时常有欢快的气息飘荡在家
中。那些承载人类智慧与情感的书
籍，像一道道思想盛宴，给予我精
神养料，坚定了我日后抵抗不幸命
运的信念和勇气。高中时，爸爸病
重，家中阴云笼罩，草木含悲。何
以解忧？我会抱一本书，让文字晕
出一幅水墨青花，悄无声息地绽放
心扉。爸爸去世后，他成了我不断
品悟的大书。深沉的爱和坚忍的意
志，是爸爸这本大书的主题。他心
脏不好，去世前几小时还在收废
品。他对劝他休息的人说:“我休
息了，我的儿女就读不起书了。”
他不肯弯下的脊背，承载的是对亲
人的挚爱。

大一时，伴随贫困而来的羞耻
如同巨浪，不断撕扯我敏感而自尊
的心。为获得特困补助去打扫教室
前，我得做足应对准备。去食堂吃
饭，我从不和同学结伴，只是独自
找个角落狼吞虎咽。新生联谊活
动，我根本不敢去。我和同学总是
若即若离，一想到别人会了解我的
家境和吃穿用度，我就万箭穿心。
孤独，吞噬了我的心。只有与书结
伴，心才会宁静安祥。书是不设门
禁的，它会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个
人。在书中，我可以了解未知生活
和世界，与同病相怜者惺惺相惜。
这时，《平凡的世界》 在我苍白的
生活中突显出来。孙少平的经历应
和了我的处境与期待，贫困带给他
自卑，丰富精神世界带来的自信又
让他拥有与众不同的气场。他的自
强自立激活了我的每个细胞。“不
能被命运的激流裹挟”，我如是告
诫自己。之后，我像他一样，广泛
阅读，用丰盈内心弥补经济的贫
困。慢慢地，我走出内心的狭隘。
打扫教室时不再躲闪，劳动很光
荣；上下学会和同学结伴而行了；
还能坦然地穿着老土的衣服走在衣
着光鲜亮丽的校园里。当我用正常
的心态与同学相处时，我离最好的
自己也更近了。我很庆幸，在这不
公平的社会，还有件公平的事可

做，那就是读书。
女儿一岁时，我离婚了。独在

异乡，带着女儿，还要工作，身心
疲惫。白天，我失魂落魄，惶惶然
似丧家之犬。深夜，不断啜饮失眠
的泪水。逢人问起，就像祥林嫂一
样悲悲切切地唠叨自己的不幸。我
把自己腌泡在苦汁里，工作亮起了
红灯。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困境，让
我差点窒息而死。“若有情怀藏于
心，便是人间四月天”，这句话在
我耳畔响起。我要破茧重生！爸
爸 的 坚 毅 和 挚 爱 又 浮 现 在 我 眼
前，给了我力量和温暖。J.K. 罗琳
在失婚又失业、独自带一岁女儿
的条件下，创作 《哈利·波特》
系列的经历激励我坚强。我还对
比中外名母们的经历，发现她们
的处境无一例外地难。在光怪陆
离的人间，没谁能将日子过得行
云流水。走过平湖烟云、岁月山
河，历尽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
更加生动干净。我把悲伤压在心
中最深的角落，愉快地阅读、旅
游、生活。在 《看见》 里，我看
见人性最朴素的温暖；在大冰系
列里，体验了“有心为马，随处
可栖”的潇洒；在诗词里领悟了

“一首诗换一壶酒，一阕词换一座
城”的唐宋之梦。寒暑假，带着最
丰盈的心，领着女儿开始“山间明
月、江舟泛游、古道扬尘、都市留
迹”的生活。在对书本和世界的阅
读后，我体会到“处处是福地，法
法是善法，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清
宵”的人生真谛。今天，我带女儿
看了 《白蛇·缘起》，女儿看不
懂，我就讲解。母女相依的情景，
打捞起我幼时听爷爷读 《白蛇传》
的温情记忆。此刻，我理解爷爷要
在贫穷岁月坚持做个灵魂歌者，也
更懂得爸爸买书时的执着：精神的
甜能稀释现实的苦。“一生一阕歌”
已成妄想，但我不孤单，腹有诗书，
自然事事有惊喜，物物有美趣。

（作者单位：湖南省郴州市苏
仙区湘南中学）

阅读涂抹人生底色
郭春华

本书系著名问题学生研究专
家王晓春老师最新力作，旨在原
汁原味地完整呈现学生个案诊疗
的过程，手把手教会一线教师轻
松做好问题学生诊疗，给一线教
师真正可以带得走的能力、真正
能够举一反三的迁移能力，做专
业而智慧的育人专家，找到提高
诊疗能力的路径。

《生命教育诗语》从诗的角度
切入生命教育，以诗意的语言表
达生命教育思想，共分“有所思”

“白衣醉”“马蹄错”三部分展开论
述。书稿从诗的维度对生命教育
内涵进行了研究和表述，并将诗
提升至信仰的层次，丰富了国内
生命教育研究的内涵，歌咏了自
然、故乡、跋涉、真善美等，赞叹了
成长的力量、人间真爱，思考了死
亡的意义。全书以一种生命共同
体的视角直面天地人共舞的世
界，歌咏自然万物，赞美成长着的
事物，吟唱人间的美好情感，探问
生死哲思，展示报国情怀，表达生
命教育的学术致思。

书里书外

阅读成长新书速递

教师荐书

《学生个案诊疗——让教师更专业》

王晓春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生命教育诗语》

王定功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位西部校长践行生
命化教育理念的教育管理故事
集，由鲜活的教育实践案例组
成。涉及学生管理、教师管理和
校园文化管理等方面。故事细小
而厚重，真实而生动，其中渗透
的教育真理朴素、本真。本书为
教育者指明了一条发展之路：要
行动，要从小事着手，一点点改
变课程，改变学校，改变教育，
改变自我。

《想大问题，做小事情——我的教育管理故事》

陈希良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向文本更深处漫溯——中
学语文名篇教学新探》

徐昌才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