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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亲爱的老师：
非常高兴，在“4·23”世界图书与

版权日即将到来之际，能够有机会与
大家聊聊教师阅读的问题。

顾明远先生曾经说过：“现代社
会职业有一条铁的规律，即只有专业
化，才有社会地位，才能受到社会的
尊重。如果一种职业是人人可以担
任的，则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
现在，教师的地位不高，与教师的专
业化程度不高是有关的。而专业化
程度不高，与教师相对缺少高品质的
专业阅读、缺少对于教师职业和学科
本质的把握有关。

的确如此。一个没有学过医学
的人，是没有胆量站在手术台上动刀
为病人开肠破肚的，因为医生的专业
化程度相对较高。而一个没有学习
过教育学、没有接受过系统师范教育
的人，站在讲台上可能会无所畏惧。
这至少说明，在大多数人看来，教师
职业的专业性是不够的。

果然如此吗？我一直认为，作为
一个活生生的人，其复杂性、可变性
在教育上的表现远远超过医学。现
在人工智能在医疗诊断方面已经成
就斐然，我国国防科技大学彭绍亮教
授及其团队研发的超算医疗机器人，
对 100 份病历的批量临床诊断，只花
了 4.8 秒，平均单份病历需要的时间
仅为 0.048 秒。经过对比研究，智能
机器人的诊断和专业医生作出的诊
断结论一致度达到100%。但是，我们
能够研制出这样的机器人，对教育问
题作出诊断吗？我个人认为，在相当
长的时间内，几乎是不可能的。

教师职业的复杂性、可变性是内
隐的，是不易被普通人发现的。但

是，在教育实践中，它又是外显的、深
刻的。同样的孩子，在不同的教师面
前就有不同的表现；同样的知识，在
不同的教师面前就有不同的阐释。
有的教师，只是简单地充当知识的传
声筒，把知识从一个脑袋装进另外一
个脑袋；有些教师，则能够复活知识，
让知识还原到它最初被发现的状态，
让学生能够经历科学家当初发现知
识时的过程，让学生主动发现知识，
而不是被动记忆和接受知识。

教师这种复活知识的能力，与教
师的专业阅读是分不开的。所谓专
业阅读，是指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阅
读，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直接作
用于专业实践的自觉阅读。新教育
实验曾经提出教师专业发展的“三
专”理论，即专业阅读、专业写作和专
业交往。专业阅读是站在大师的肩
膀上前行，专业写作是站在自己的肩
膀上攀升，专业交往是站在团队的肩
膀上飞翔。其中，专业阅读是基础、
是纲，纲举才能目张。

为什么新教育实验在教师阅读
上，特别推崇专业阅读？这是因为，阅
读同时具有共性和个性两种特点。一
方面，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加入什
么群体，在不同中存在着相同，可以共
同阅读许多基础图书。这一类图书，我
们称之为共同的精神底色。这是教师
在拓宽视野时需要关注的问题，这是教
师的专业阅读之基。

但是，另一方面，每个群体、每个
职业，都有自己的特点，阅读的结构会
不一样，会有自己这个群体、这个职业
的特殊之处，后者即为专业阅读。教
师的职业特点和教师的专业要求，当
然对教师的专业阅读提出了特殊要

求。所以，我们研制了中国中小学教
师基础阅读书目，从职业认同、专业发
展、视野拓展三个方面，为教师自我整
合知识，打下了复活知识的基础。在
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正在研制分学科
的中小学教师阅读书目。我们的梦
想，就是能够为教师的成长提供一个
可靠的专业发展“成长地图”。

教师的专业阅读对于教师的成
长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任何学科
的教师，如果没有专业阅读的训练，
没有相对成熟的专业素养，是难以真
正承担起复活知识的重任的。因为，
复活知识的前提，是要求教师了解这
个学科的发展历史、基本原理和方
法，了解这个学科的文化基因、发展
趋势和面临的挑战，能够把那些碎片
化的知识通过一定的逻辑和体系整
合起来。

当然，我们说的专业阅读，本身也
包括着专业阅读的方法与路径。我觉
得关键就是两个字：“专”与“问”。所
谓“专”，就是能够专心致志地精读某
一个领域的书籍。物理学家丁肇中先
生只用五年多时间就获得了物理、数
学双学士和物理学博士学位，并在四
十岁那一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在总结自己的成长经历时说：“与物
理无关的事情我从来不参与。”话可能
有点偏激，但的确说明了“专”的重要
性。教师的专业阅读需要由“浪漫期”
进入“精确期”，“精确期”的阅读相对
就体现了这种“专”。

美国管理学家托马斯·卡林经过
研究发现：“在任何一个领域里，只要
持续不断地花六个月的时间进行阅
读、学习和研究，就可以使一个人具
备高于这一领域平均水平的知识。”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坚持一定时间的
专业阅读，完全可以在专业领域具有
一定的水准。如果能够坚持不懈地
长期专业阅读，自然有可能成为这个
专业领域的“小专家”。成为这样的

“小专家”，无论是对于知识的整体把
握，还是对于知识的逻辑关联的认
识，都可以成竹在胸。

所谓“问”，就是能够在专业阅读
的过程中提出问题。爱因斯坦曾经
说：“我没有什么特殊的才能，不过是
喜欢寻根究底地追究问题罢了。”李
政道博士在论治学之道时也说过，学
问，学问，要学“问”。只学“答”，不学

“问”，非“学问”。
前不久，我刚刚读完剑桥大学艾

伦教授的《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一
书。他在书中骄傲地说，“英格兰人
决不肯长大，而且确实成功地终身保
持了几分童心。”他介绍说，他采访过
的剑桥思想家们也都保持着这样的

“孩子气”，动不动就抛出一长串大大
的问号。有许多相当优秀的知识分
子虽然长期不得志，收入不高，但正
是好奇和好问支撑了他们的研究。

好奇好问也是一个教师不可缺少
的品质，是专业阅读的前提。因为，没
有这样的追问，就容易丧失阅读的兴
趣和原动力。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做学
问一样，一定要先学会提出问题，自己
能提问题，再经过自己的思考想问题，
自己求得答案。这才是一种创造性思
维，才能真正掌握学问，增长学问。知
识复活的过程，往往需要对知识进行
提炼概括和理性深化，这是加深对知
识理解的重要环节，也是对知识进行
融会贯通必不可少的思维过程。这个
过程其实就是“问”的过程。

在专业阅读的过程中，善于提出
问题、分析问题，自然就能够把握知识
的源流和内在的关系。专业阅读中的
提问，通常是要解决三个“w”，即“是
什么”（what）、“为什么”（why）、“怎么
办”（how）三大问题。“是什么”的问题
要收集事实和认清事实，“为什么”的
问题要解释事实，“怎么办”的问题要
认清事实而解决问题。

陶行知先生曾经把这三个基本
问题进一步细化，介绍过提问的八种
方法（“八贤”）。何事——什么事情？
何故——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何
人——事情涉及哪些人？何如——事
情的来龙去脉？何时——事情发生在
什么时间？何地——事情发生在什么
地方？何去——事情会有怎样的结
果？几何——事情的关键点在哪里？
可以用思维导图或者“知识树”等方法
来厘清问题、厘清关系，在我们的心中
就会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知识自然也
就活了起来。

美国教育界有一句流行的话：谷
歌里有的东西，不需要教师在课堂里
讲。这句话虽然有些绝对，但是，在
信息时代，是特别值得我们咀嚼的。
过去的时代，教师可以成为知识的

“搬运工”，把死的知识从自己的脑袋
里搬到学生的脑袋里，考试的时候能
够准确地再现出来，就完成了教学任
务。到了知识大爆炸的今天，教师只
有拥有复活知识的能力，让学生拥有
活的知识，才能让学生掌握发现知
识、运用知识的技能，才能让学生拥
有创造新知识的本领。这一切，是离
不开专业阅读的。

你的朋友：朱永新
2019年4月20日写于北京滴石斋

阅读，是教师专业化的根本路径
特刊·名家来信

差不多可以断言，在教学上取得
优异成绩的教师，都有一部成功的阅
读史。若从起点着眼，许多名师的起
点并不高，没有学历、中师学历、大专
学历的不少，也并非都是名校毕业，但

“英雄不问出处”，书底儿的厚度决定
了其专业发展的高度，在阅读上，他们
往往成功地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中学阶段养成了读书
习惯。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很多
人从小就喜欢读书，到了中学已经读
了很多书，在读书中体会到成就感，
形成了读书习惯，并且有了偏爱，比
如文学与艺术书籍，甚至愿意做一名
教师，可以终身与书为伴。这样的人
若是做了教师之后，还能在教书的过
程中不断提高读书的层次，则成为一
名优秀教师的可能性大增。

当然，受条件限制，有的优秀教
师读书的起步并不理想，没有形成较
好的读书习惯，但他们往往在求学期
间“恶补”读书的欠债，从而在专业阅
读方面取得成效。

第二阶段，大、中专学习期间经
历了扎实的专业阅读。求学期间读书
是“专业阅读”的黄金期，为走向教
学岗位做充分的准备。“啃”读了几本垫
底儿的书，在“啃”读中大致形成治学的
门径，为职业生涯的顺利推进奠定基
础，让“书底儿的厚度决定专业发展
的高度”。

当年受条件限制，我被动弃理学
文，大学中文系之前几乎没读过书，
所以十分羡慕许多大学同学在中学
阶段读过很多文学作品，但困而知
学，我便开始了读书的恶补历程。对
于什么都缺的我，选择读书的门类就
成了当务之急。当我观察有读书习
惯的同学大多广泛阅读现当代文学
作品时，我决定选择大家不太喜欢读
的古代文学与古代汉语，这样至少可
与大家形成大致的“对垒”，各得“半
壁江山”，而大家现在读的这些书，我
可以在有了余力之时“回补”。专业
阅读让我掘得第一桶金。

以大学中文系为例。所谓专业
阅读，主要是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
品、古今汉语。我的体会是：一方面
要使知识结构相对完整，尽量不要缺
项，还要不断使之完善，甚至达到完
美。好比普洱茶生饼，成饼之后，随
着时间流逝，加之适当的温度与湿
度，逐渐发酵为熟茶，所谓愈陈愈
香。另一方面是要有独特爱好的门
类，形成比较深厚的积淀，甚至相当

的深度。这方面的积淀在未来的教
学中很可能发展为教学特色。

专业阅读为教学掘得第一桶金，
这一步做不好，将来教学难有成效，但
实际上，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而那些没有大学、大专、中专等求学经
历的人，在从教岗位上坚持读书，不断
回补缺少职业阅读的经历，终于在自
主读书中走向教学境界的高点。

第三阶段，从教后不断提升职业
阅读的层次。走上教学岗位之初，往往
只是“输出”，顾不上“输入”，时间一长，
可能荒疏了读书。这使得不少教师的
读书面极为狭窄：大于等于教材，小于
等于教参，从而长时间处于模仿教学
阶段，难于到达独立教学阶段，更难
到达独创教学阶段。造成这样现状的
原因有很多，而没有达成第三阶段的读
书——职业阅读，是一个重要因素。

观察许多名师的成长历程发现，
他们在职业阅读上往往有独特的办法，
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在职业阅读中成长
起来的。

职业阅读大致可分为 3 个层次，
较低层次是为了适应教学的阅读。
真正教书才知道缺乏方法、策略，开
始重视跨界的阅读，摸索教学的门
径。当下最为严峻的现状——不少
教师难以实现初级阶段的职业阅读，
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很多语文教师
教龄不短了，却仍纠结于难以超越低
层次的职业阅读。

稍高层次是建构与丰富知识图
式。选择阅读适合的书籍，这是进入
独立教学阶段的重要标志。有的教师
在教学中读书，在读书中教学，逐渐摸
索出适合自己的教学路径，并将它述
诸文字，成一家之言，彰显自己的鲜明
特色，成为教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较高层次是从职业阅读走向著
述。著名教师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
写出代表性的著作。将丰富的实践
积累提升为个体的实践性知识，只靠
实践本身难以破茧，总在自己实践的

“舒适区”盘桓，必将造成“温水煮青
蛙”的后果。我曾经举过 3 位著名特
级教师的例子，一位是江苏的李震老
师，几十年研读、研究曾巩，写出多本
专著，让做学问与写专著伴随自己的
教学生涯；一位是从山东调到北京的
程翔老师，调到北京之后，偶然的机
会发现《说苑》的研究存在不少问题，
便基于专业发展认真研读相关书籍，
历经 20 年完成近 1000 页的《说苑评
注》，201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

位是从安徽调到上海的陈军老师，研
读、研究《论语》，并创造性地用《论
语》建构新时期的语文教育体系。

我在教研过程中发现，很多教师
不是基于喜欢读书而考取师范大学
的，大学期间又没能刻苦进行职业阅
读就走向教师岗位，在教学中对职业
阅读也十分茫然。因此，我建议从现
在——职业阅读做起，努力“回补”
前两个阶段的不足，成为有底蕴的教
师。

怎样“回补”的效果好一些呢？
当务之急是“啃”读一本垫底儿的书。

当下语文教学已经被异化为做
题、周考、月考、期中考、期末考⋯⋯这
已经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考前复
习、考后阅卷、讲评试卷，师生都在此
次考试与彼次考试之间奔忙，没有时
间也没有兴趣读书了。与我当年客观
上没有条件读书不同的是，现在客观
上有条件，但主观上却不想读。除了
要检讨教育上的问题之外，很多教师
没有形成读书习惯，也就无意帮助学
生形成读书习惯，则是恶性循环。

“啃”读从哪里入手，怎样“啃”读
呢？下面举例说明。粗略地说，大学

期间古代文学课学习了《离骚》《天
问》《孔雀东南飞》等古代诗歌，中学
教学中也有许多经典的古代诗歌，这
就可以选择大学、中学都有的某一篇
做成集注，在集注的过程中建构、丰
富自己的知识图式，使当下的教学有
了积淀，又“回补”了当年专业阅读的
空疏。我就是凭借大学时做过古代
诗歌名篇的集注，获得了专业阅读的
自信，后来在教书的第十个年头编写
了 70 多万字的《中学生文言文学习
手册》，由东北师大出版社出版，喜爱
教古代诗文也成为我教学的特点。

具体地说，我觉得施蛰存先生的
《唐诗百话》是一部值得语文教师“职业
阅读”的好书。如果在师范大学中文系
读书期间，古代文学的专业阅读根底
不扎实，导致当了语文教师却没有一
定的学养，那么可以拿《唐诗百话》来

“啃”读一番。用施蛰存先生自己的话
说：“这本书的问题是写得不上不下。”
所谓“不上不下”系指不是唐诗研究的
专著——学术性不是它的首选；也不
是一般的赏析读物——不似《唐诗鉴
赏辞典》那样注重鉴赏“细节”。

本书写作过程也给人启示，作者

说自己越写越不敢写，因为写着写着就
发现自己的想法与很多研究者不同，于
是为了扎实，就去读相关的书籍，就此
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升华了自己的见
解，形成了自己的读诗、讲诗、赏诗的章
法。它不似文学史那样因较宏观而不
能顾及具体作品的内部规律，也不像鉴
赏辞典那样更关注细节而架构相对零
散，它既有文学史的一般脉络因而显得
清晰，又有鉴赏辞典的细致入微，因而
进入唐诗的内部研究深处。

我在2001年曾借鉴本书，引导高
中学生探索唐诗阅读鉴赏的规律，提出
了“懂事儿·知趣儿·品味儿”九字诀，成
为我主张的“原生态”教学模式的基本
操作范式；2018年又借鉴本书，在桂林
上了一节初中课——“绝句的体式”，探
究了绝句体式的常式与变式，给学生自
主阅读绝句指出了一条路径。

在教研中目睹了语文教师群体不
尽如人意的读书状况，我感到有必要
把从教 30 多年来，在读书、教书与著
书方面的感想与青年教师分享。衷心
希望广大教师都有一部成功的阅读
史，成为教学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作者单位：吉林省教育学院）

每位优秀教师都有一部成功的阅读史每位优秀教师都有一部成功的阅读史
张玉新

4 月 16 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召开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新闻发布会。调
查显示，数字化阅读的持续发展，提升了国
民综合阅读率和数字化阅读方式接触率，整
体阅读人群持续增加，但也带来了纸质阅读
率增长放缓的新趋势。

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介
绍，2018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
为80.8%，较2017年的80.3%有所提升，保
持增长势头；各类数字化阅读方式 （网络在
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平板
电脑阅读等） 的接触率均有所增长；手机和
互联网成为我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
体，成年国民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
84.87分钟，每天互联网接触时长为65.12分
钟，而纸质书报刊的阅读时长均有所减少。

调查显示，有超过半数成年国民倾向于数
字化阅读方式，倾向纸质阅读的读者比例下
降，而倾向手机阅读的读者比例上升明显。另
外，我国成年国民和未成年人有声阅读继续较
快增长，成为国民阅读新的增长点，移动有声
APP 平台已经成为听书的主流选择。2018
年，我国有近三成的国民有听书习惯，0—17周
岁未成年人的听书率为 26.2%，较 2017 年的
平均水平（22.7%）提高了3.5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2018年，0—17周岁未成
年人图书阅读率有所下降。对此，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国民阅读研究与促进中心主任徐
升国认为，新媒介阅读趋势给青少年阅读带
来新的可能，但是儿童过早接触手机等数字
媒介，容易受到娱乐化内容和碎片化思维的
影响。“在数字化阅读流行的时代，纸质阅读
依然很重要，纸质阅读对于培养未成年人良
好的阅读习惯、培养专注力，都具有数字化阅
读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为了综合反映我国国民阅读总体情况及
其变化趋势，引导各城市统一阅读指数标
准，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还发布了我国国民
阅读指数和城市阅读指数指标体系。阅读指
数指标体系共包含25项单一指标，分为“个
人阅读指数”和“公共阅读服务指数”两大方
面。其中，“个人阅读指数”包括国民个人图
书阅读量与拥有量、各类出版物的阅读率以
及个人阅读认知与评价等3个方面，综合反映
国民阅读水平。经测算，2018年全国阅读指
数为 68.67 点，其中，个人阅读指数为 71.67
点，公共阅读服务指数为65.91点。

本次调查执行样本城市为50个，覆盖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有效样本量为19683个。

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

数字化数字化阅读持续发展阅读持续发展
国民近三成有听书习惯国民近三成有听书习惯

本报记者 却咏梅

人间四月读书天，中国教育报给你
发来一封关于读书的邀请函——和我们
共赴一场春天的阅读之旅吧！

在这里，有中国教育报年度推动读书
人物领读授课；在这里，有线上读书会伴
你不再“孤”读。

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联合中国教
育报好老师新媒体平台推出“教师共读
周”，邀请年度推动读书人物，每天一场
读书直播课，扫描二维码，进入中国教育
报好老师平台，加入“教师共读周”，收听
名师读书课。

4月22日（周一） 8∶30
朱永新（2005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音频领读：阅读，教师专业化的根本路径
4月23日（周二）19∶30
徐飞（2014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

物）直播:越忙越要读书：关于阅读的自
我计划与管理

4月24日（周三）19∶30
常亚歌（2012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

物提名）直播：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阅
读：策略、路径、方法

4月25日（周四）19∶30
李怀源（2015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

物）直播：构建“班级读书会”：指导学生
爱上阅读

4月26日（周五）19∶30
郝晓东（2017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

物）直播：共塑教师阅读共同体：如何打
造一个理想的读书型组织

4月27日（周六）19∶30
冷玉斌（2015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

物）直播：谈谈教师跨界阅读
4月28日（周日）19∶30
陈国安（2014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

物）直播：语文教师的专业阅读如何更专业

““教师共读周教师共读周””
邀你收听名师读书课邀你收听名师读书课

书海观潮

教教师的当务之急是师的当务之急是““啃啃””读一本垫底儿的书读一本垫底儿的书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读享四月”特别策划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