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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报文化副刊中心
微信公众号：中教文化乐读

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背景：6 卷本“教师素养读本”
（任翔主编 济南出版社） 甫一出版就
广受社会各界关注与好评。丛书每一
卷都有一个亮眼的书名，“哲学卷”为

《哲学的天空》，“教育卷”为《教育的
智慧》，“文学卷”为 《文学的旅程》，

“艺术卷”为 《艺术的韵味》，“科学
卷”为 《科学的奥秘》，“文化卷”为

《文化的印记》。每卷选文 60 篇，这
360篇名家名作，既有古代的也有现代
的，既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是古今
中外优秀名篇的荟萃。丛书编选目的
非常明确，就是为当下的“教师阅
读”所编。那么，当下我们究竟处于
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教师阅读？对
待教师阅读我们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
的态度？这套“教师素养读本”试图
回答这些时代性命题。

信息过载时代，教师阅读不
能或缺“萃取人”和“把关人”

人类自从发明文字符号系统，便
开始用其记录行为、记载思想，由此
产生文字符号信息。以文字符号信息
为主要代表的信息积累，从“硬质出
版时代”的“信息缺乏”，到“软质出
版时代”的“信息丰富”，再到“虚拟
出版时代”的“信息过载”，人类知识
和信息积累总量有巨大的飞跃和进步。

在“信息过载”的当下，信息的
“萃取人”和“把关人”就显得尤为重
要，新闻传播学所说的信息“把关
人”，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
播学四大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在

《群体生活的渠道》 (1947 年)一文中提
出的。卢因认为，在研究群体传播
时，信息的流动是在一些含有“门
区”的渠道里进行的，在这些渠道
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
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
息才能进入传播渠道。教师作为人才
培养培育和文化传播传承的“树人塑
魂者”，其所接触和获得的知识信息更
需要“萃取者”和“把关人”，但由于
人类开始进入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
代，“信息过载”已成为很多人的梦
魇。美国著名作家、《哈佛商业评论》
前执行主编尼古拉斯·卡尔在 《浅
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
一文中说：“‘信息过载’已经不是虚
张声势的提醒，而是令人烦躁不安的
事实，这个事实不但吞噬着你我的注
意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失去了
以前的大脑’。”

对人类知识和信息的“萃取”与
“把关”是古今中外优秀文化传承者的
责任和使命。人类历史上，曾出现过
许多杰出的知识信息的“萃取者”和

“把关人”。孔子、荷马、司马迁、昭
明太子萧统、狄德罗等，他们对人类
文化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

“萃取”和“把关”，为我们留下精华
版的人类知识和信息。我们先来浏览
一下这部“教师素养读本”经编选者

“把关”后为“教师阅读”所“萃取”
的 《文化的印记》 篇目，全书分“中
国精神”“文化通论”“中国思潮”“历
史民俗”“他者眼光”“中西交流”六
个部分。“中国精神”所选篇目如下：
《〈周易〉 选读》《〈论语〉 选读》》
《〈孟子〉 选读》》《出师表》《陈情
事表》《兰亭集序》《秋日登洪府滕王
阁饯别序》《横渠四句》《赤壁赋》《就

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清华大学王
观堂先生纪念碑》《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简史》。从这些选文中，我们可以看出
编选者的价值追求和文化情怀。作为

“教师阅读”的“萃取者”和“把关
人”，是具有独到眼光和严格标准的，
那就是“向上、向善、向美”的价值
三维度，及“正能量”和“家国情
怀”的三观标准。选文有长有短，最
短的只有四句话 22 个字，是宋代张载
的 《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志，为生
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在注释里，编者又将张载 《近代
录拾遗》 中另一版本列出：“为天地立
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编选者这种严谨的治学
态度和“把关”责任是值得称道的。

数字阅读时代，教师阅读不
能弱化“线下阅读”和“纸质阅读”

人类从泥板、陶器、石质、甲
骨、莎草、贝叶等硬质出版载体的

“开启文明的硬质出版”时代，发展到
绢帛、兽皮、植物纤维纸、塑料薄膜
等软质出版载体的“以柔克刚的软质
出版”时代，再发展到以声光电磁为
出版载体的“有容乃大的虚拟出版”
时代。“虚拟出版”未来还将进一步发
展到“人工智能出版”和“大脑意识
出版”。随着出版形态的发展演变，人
类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式也在悄然发
生着剧烈变化。但人类在进行知识和
信息传播传承的活动过程中，并非完
全取代关系，在以植物纤维纸为主体
的“软质出版”时代，人类并未完全
摒弃“硬质出版”形态和硬质载体阅
读方式，给英雄建纪念碑、给逝去的
亲人立墓碑、在学校立校训碑、在单
位挂门牌、在景区做摩崖石刻等，而
我们也非常习惯于这些人类早期的硬
质出版和阅读方式。

现在，人类出版和阅读的主体形
态正处在从“软质出版”向“虚拟出
版”过渡的转换期，这个转化时期是
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中国的硬质出
版主体地位揖让给软质出版的时间过
程是 500 年，即从公元前 2 世纪中国
西汉发明植物纤维纸，经东汉宦官蔡
伦改良后“蔡侯纸”普及使用，直到
公元 403 年东晋桓玄下令“以纸代
简”，才最终完成硬质出版和硬质阅读
主体地位向软质出版和软质阅读的转
化。而现在，“虚拟出版”从 18 世纪
末声光电磁发明发现到如今才 200 多
年，笔者估计，植物纤维纸作为出版
载体将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与虚
拟出版载体并行发展。特别是当下处
在数字出版和数字阅读的初期发展阶
段，屏显技术、柔光技术、网络技
术、数字技术等并不十分成熟，往往
只能满足“短时间”“碎片化”“浅表
性”阅读。加之，目前数字出版的流
程不规范、差错率高、信息遗失风险
大、安全性能不高、个人隐私容易被
窃取、技术问题频发等，这些问题对
于人类知识和信息的传播传承都有负
面影响。因此作为教师阅读，“线上阅
读”是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但绝不
可以此完全取代“线下阅读”（包括纸
质出版、碑铭石刻、文博展览等），特
别是“纸质阅读”。

现在有些教师少读甚至不读纸质
书，依靠在网络上浏览一些似是而非
的内容，来作为参考材料和教辅材

料，这是很容易造成谬种流传贻误学
生的。线上内容，应该得到线下权威
纸质出版物的印证，否则不能随意拿
到课堂上作为教学使用。有些教师平
时不爱阅读，更不爱“线下阅读”和

“纸质阅读”，刷刷朋友圈，看到一些
奇闻怪谈就信以为真，不去认真求
证，不去严谨考辨，像“ 《红楼梦》
作者不是曹雪芹”“鲁迅的文章不符合
时代”等这样一些不负责任的网络怪
论，还拿到课堂上宣讲，这种现象是
令人不安的。数字阅读时代，教师阅
读绝对不能弱化“线下阅读”和“纸
质阅读”。

泛娱乐化时代，教师阅读尤
需坚守“经典阅读”和“人文阅读”

某个历史时期，我们曾经只能阅
读极少数红色经典，完全排斥娱乐阅
读，重视阅读的教化功能，漠视阅读
的娱乐功能。而现在，有些人又走到
了另一个极端，开始营造一个泛娱乐
化时代。所谓“泛娱乐化”，其实就是
指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核心，以
电视、电影、网络、戏剧等现代媒介
为主要载体，以内容浅薄空洞甚至不
惜以粗鄙搞怪、戏谑的方式，达到

“戏剧化”“滥情化”“快感化”的一种
文化现象。解构崇高，蔑视传统，戏
说经典，游戏人生。表现在电视节
目、电影情节、网络文章、短信段子
上，无厘头的搞怪和搞笑，低级恶搞
和逗乐成为一时风尚，表现出“庸俗
化”“低俗化”“媚俗化”“享乐化”的

“娱乐至死”倾向。讲求感官刺激，忽
视心灵感受，追求人生享乐，漠视理
想信念。这种情况，在教师这个知识
相对较高的群体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

在泛娱乐化倾向越来越严重的情
形下，教师阅读必须坚守“经典阅
读”和“人文阅读”。有人认为，未来
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将会是“得
语文者的高考”“得阅读者的语文”，
这话虽然说得绝对，但未来教育一定
是非常重视阅读的，阅读将会是每个
教师的重大课题。教师阅读的意义，
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顾明远先生
指出：“对教师的培训不仅仅要培训教
师如何把本学科的课教好，还要提升
他们的文化素质、文化修养，而后者
才是最根本的。”过去，有些教师的功
利心比较强，总想着怎样应付考试，
尤其是怎样应付高考，而现在，人们
发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教师必须要
有广博的学识，不能“技术主义”，更
不能“庸俗主义”。教师阅读既要阅读
学科专业知识，也要阅读跨学科非专
业知识。这套丛书的编者主张“通识
阅读”，文科教师应该读点科学类作
品，理科教师应该读点文艺类作品。
倡导“经典阅读”和“人文阅读”是
这套“教师素养读本”的编选“初
心”。这 360 篇选文篇篇堪称经典，

“仰望星空”的哲学卷经典选文有章太
炎的 《论诸子的大概》、尼采的 《论创
造者之路》 等；“大地关爱”的教育卷
经典选文有荀子的 《劝学》、卢梭的

《把孩子看成孩子》 等；“以文化人”
的文化卷经典选文有 《道德经》《论
语》 等；“科学精神”的科学卷经典选
文有贾思勰的 《齐民要术》、赫胥黎的

《关于进化论的讲演》 等；“文质兼
美”的文学卷经典选文有 《毛诗序》、

亚里士多德的 《诗学》 等；“修身养
性”的艺术卷经典选文有荀子的 《乐
记》、马克思的 《关于艺术》 等。从这
些选文中，我们不难看出，编选者的

“匠心”和“初心”，也不难看出编选
者倡导“经典阅读”和“人文阅读”
的努力。“阅读经典”和“人文阅读”
不但可以训练思维，沉淀情感，提升
素养，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典人文书籍
中孕育着民族文化的基因，蕴藏着民
族文化的精神。阅读之，才能增强民
族文化认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凝
聚民族思想情感。同时也使得教师本
人的人格得以完善，教师通过“经典
阅读”和“人文阅读”，提高了综合素
质，升华了教学方法，形成了教学风
格，进而提高教书育人的水平和能
力，自然也就提升了教育和教学的质
量。

全民阅读时代，用教师阅读
引领“阅读风尚”和“时代风尚”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全民阅
读，自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民阅
读”后，李克强总理连续多年在全国
两会上呼吁全民阅读。推动全民阅
读，教师是关键。“国将兴，必贵师而
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任翔
教授认为“教师是推动全民阅读的引
擎”。她提出“全民阅读，教师为先”
的论断，理由有三，其一是“教师职
业决定教师必须阅读”；其二是“教师
专业成长必须通过阅读”；其三是“教
师阅读是推动全民阅读的重要手段”。
她在该丛书序言中说：“阅读是一种关
乎国民素质和民族未来的大事。一个

充满智慧和希望的民族，必定是热爱
阅读的民族。⋯⋯然而，这也是一个
阅读面临危机的时代：阅读浅表化、
碎片化、娱乐化、功利化，这不得不
引人思考。”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不难看
出编选者对阅读的真挚情怀，及对当
下教师阅读的深深忧虑。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读书，读
书，再读书——教师的教育素养正是
取决于此。要把读书当作第一精神需
要，当作饥饿者的食物。要有读书的
兴趣，要养成博览群书，要能在书本
面前坐下来，深入地思考。”教师只有
源源不断地从阅读中汲取新知识，获
得新感悟，才能给学生以新知识、新
启示。阅读是教师知识和精神的主要
来源，只有热爱读书的教师，才能以
丰富的学识引导学生、以博大的胸怀
爱护学生、以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
只有热爱读书的教师，才能培养出热
爱读书的学生，只有热爱读书的学
生，才能改变校园面貌、家庭面貌和
社会面貌。每个教师都连接着上百个
学生和家庭，由教师阅读带动学生阅
读，由学生阅读带动家庭阅读和家长
阅读，架设起“学校—家庭—社会”
三位一体的阅读桥梁。由此，推动全
民“阅读风尚”的形成，更进一步推
动“崇尚阅读，崇尚经典”“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的形
成。党和政府已将全民阅读提升到国
家战略高度，在全民阅读时代，用教
师阅读引领“阅读风尚”和“社会风
尚”，正是这套“教师素养读本”的理
论和实践意义之所在。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透过透过““教师素养读本教师素养读本””解析教师阅读解析教师阅读
万安伦

经常有人让我开书单，我甚是
惶恐，因为书单如药方，开错了恐
贻误病情。最近获得改革先锋称号
的于漪老师有句名言：“一辈子教
书，一辈子学教书。”学生上学被
称作读书，要想学生是个读书人，
教师首先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读书
人。刘勰在 《文心雕龙》 中说：

“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
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可
见，一个读书人要有点自己的观点
和主张，那就像熬煮海水制盐一
样，是个厚积薄发的过程。

据说章太炎当年劝黄侃早点著
书 立 说 ， 黄 侃 答 “ 五 十 当 著 纸
笔”。章太炎感叹说：“人轻著书，
妄也。子重著书，吝也。”一代国
学大师，尚且如此惜字如金，值得
钦佩。以教育为例，很多经典的教
育学著作都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
洛克的 《教育漫话》、雅思贝尔斯
的 《什么是教育》、怀特海的 《教
育的目的》、约翰·格里高利的

《教学七律》、夸美纽斯的《大教学
论》 都是 100 多页的小册子，行文
简短，说理透彻。然而这些小册子
却成为了世界教育思想宝库中绕不
过去的经典，其背后凝聚着作者多
少阅读、多少思考、多少实践。多
年前一位文坛前辈说了一句得罪人
的话，有位青年文学爱好者出版了
百万字的小说，老人说：“李白床
前的那一片月光，最后就变成 20
个字，千年过去，十几亿读者，不
知百万字的雄文，十年后还有几人
去读。”读书就是个煮海水的过
程，是个来不得半点懈怠的活，必
须一本一本啃下去，最后才会有点
自己的思考和主张。

教师作为一个读书人，“当日
日有所知，日日有所不知”。我认
识的一位老先生说起他十几年前写
的文章，自己大骂“简直是胡说八
道”。自己的文字作为读书人来说
都是疼爱的，就像自己的孩子一
样，然而孩子也应该是不断成长
的，这样的孩子才可爱。而让读书
人这个孩子成长的不二法门就是读
书，就如同小孩子吃饭、喝水一样
重要，还要注意营养，避免营养不
良，也要注意肥胖。这就要求我们
读书要有所选择，不是所有的书都
可以读的，经典的书就像粗茶淡
饭，味道不好却养人，而那些貌似
很好喝的鸡汤不知道加了多少食品
添加剂。

“煮海为盐”的这个“煮”，是
个久久为功的过程，清代涨潮在

《幽梦影》 中有一段谈读书的话：
“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
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
上玩月”。这个从少年到老年，不
仅仅指人的年龄，还指的是读书的
不同阶段。刚开始读书时，视野狭
窄，容易钻进死胡同，这个时候很
危险，弄不好会走火入魔。我主张
带着虔诚而审视的心态去读书，因
为全部相信了书，就丧失了自己；
如果对书中的一切都推翻，那是目
中无人。读到一定的阶段，豁然开
朗，原来月亮不是缝隙里看到的那
样，这个时候就进入了庭中望月，
这时候其实我们也还是井底之蛙，
也 还 在 望 着 “ 高 墙 上 四 角 的 天
空”，也许很多读书人一生都在这
个阶段了，尤其在各种专业化的今
天，我等可能已经注定只能达到这
个阶段。台上玩月，那就是进入从
知识融通到万有相通的境界了，以
教育为例，从哪个角度看都是教
育。笔者读松泽哲郎的《黑猩猩告
诉我们什么是人类》，从黑猩猩那
里看到了教育的本真“示范和模
仿”；读弗朗斯·德瓦尔的 《猿形
毕露》，明白了人的天性好斗和温
柔乐观从猿那里就开始了。历史上
凡是有影响的大教育家都是哲学
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
多德到卢梭、赫尔巴特，都是如
此，赫尔巴特、雅思贝尔斯同时还
是著名的心理学家，斯宾塞对哲
学、数学、物理学的造诣也令人敬
仰。教育无非是他们从海水中煮出
来的一点点盐而已。

当下的教师阅读看上去轰轰烈
烈，这是一种觉醒的同时也需要警
惕，很多书是可以不读的，以教育
为例，很多国内教育大咖的书最好
不要读，里面要么云里雾里，要么
是正确的废话。这样兑了淡水的海
水要想煮出盐来，更费功夫。

（作者系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教育局督导办副主任）

读书读书是个是个
““煮海为盐煮海为盐””的活的活

卫功立

2009 年，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从研究生培养模式着手，逐步形
成“2+4+3”经典阅读人才培养模
式，以解决当今研究生经典阅读欠缺
之困，为夯实教育专业研究生人文底
蕴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近年来，各高校研究生问题频
发。在扩招背景下，研究生数量大
增，质量却令人堪忧。研究生培育重
实用、缺思想，师生间缺乏心灵交
流，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学术研究本
该有的本真与价值。

经典阅读作为培育研究生的重要
内容，一直是各高校的难题之一。湖
南师范大学教科院副院长刘铁芳教授
坦言：“我们现在研究生不读书，尤其
不读经典，导致底蕴不够、根基太
浅。”不少研究生以时间问题婉拒经典
阅读。在阿里巴巴公布的 《2018 年中
国人读书报告》 中，作为读书主力军
的“90 后”，热衷于 《考研英语》《公
务员考试》 等类的应试书籍，读书但
不读“书”的问题，值得深思。

与此同时，“快餐式”阅读却深受
欢迎。正如尤西林教授指出的：“匆忙
快速浏览与耽溺痴迷于这种浏览是现
代性阅读的时间悖论结构。”这种阅读

结构导致阅读的肤浅化、快餐化、图
像化。从而“只是一种感性娱乐，是
在虚无主义时代寻求意义的悲剧”。

为提高研究生质量，刘铁芳教授
携手学院师生开展“2+4+3”经典阅
读试验。何为“2+4+3”？“2”即列出
书目、准备书籍。古典教育资料中心
的建立，开放性阅读书目的展示，系
统推进教育经典研读，着力解决学什
么的问题。“4”代表读书步骤：自主
阅读、小组细读、撰写心得、集体研
讨，着力解决怎么学的问题。“3”代
表后期效果，强调综合素养的提升、
学术水平的加强、实践能力的运用，
总体达到“化育气质”的作用，真正

实现立德树人。“2+4+3”经典阅读新
模式从经典阅读到经典细读再到经典
研读，层层递进，真正将个体生命在
经典阅读中敞开，夯实师生的人文底
蕴。

去年，学院为教育学类硕士增加
了经典研读课程，并将教学模式由教
师讲授为主转化为教师主导的读书研
讨会模式，凸显学生的主体性。据
悉，自“2+4+3”经典阅读教学模式
启动至今，参与读书会的人数达到近
百人，有至少 30 余名研究生以经典文
本作为研究对象撰写毕业论文。同为

“2+4+3”经典阅读新模式试验者的刘
艳侠老师说：“寒假期间，师生也一直

在阅读经典，大年初一也没有落下。”
每天打卡，每年百万字的读书笔记，
说明经典阅读已从课程教学进入学生
的日常生活。

在通识教育的热潮下，经典阅读
一直是各高校人才培养的方案之一，
但不成体系且难以坚持。“2+4+3”经
典阅读教学模式将经典阅读规范化、
系统化，从前期准备、中期开展到后
期评价的三部曲，奏出了人才培养的
新乐章。新模式推广一年后，学院调
查发现，这种模式培养下的研究生已
具备自行研读经典原著的能力，学术
素养和学位论文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
高。

经典研读夯实研究生人文底蕴经典研读夯实研究生人文底蕴
徐诗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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