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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最新书事

用户ID：云淡风轻
说来惭愧，也曾自诩是热爱阅读

喜欢读书的，也曾读过很多书，可是
只能说也曾，因为真的许久没有认真
读书了。

见识了那么多优秀的教师和名
家，才认知到了自己的浅薄和无知:
随心所欲的阅读，毕竟少了规划性，
少了系统性，未免杂乱无章。突然就
有了恐慌，觉得没有认真读书的自己
已然变得面目可憎，总觉得时间不够
用，总觉得为时有点儿晚。今天听了
朱永新老师 《给教师的一封信》，觉
得心里慢慢踏实下来，只要开始，总
不会晚。朱老师提出:“美国管理学
家托马斯·卡琳经过研究曾经发现，
在任何一个领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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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领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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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在这一领域具有一定的水准。如果
能够坚持不懈地长期阅读，自然有可
能成为这个领域的小专家。”那么，
现在开启我的专业阅读之路，即使成
不了这方面的小专家，至少我在进
步，至少对品德与社会这一块有了更
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至少不再只做

“课本知识的传声筒”，这就够了。
用户ID：白红丽
从 1999 年毕业至今，20 年的教

学历程中，我也曾经彷徨过，迷茫
过，每一天都在经历着平凡甚或是平
淡的日子，而在每一个普普通通的日
子里，收获着不一样的生活的多姿多
彩，平凡的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生活如
茶的感悟。茶有淡淡的清香，而教师
过的也是平淡的、需要用心品味的生
活。读书、上课、跑步锻炼，都要心
静如水、远离功利。

从此刻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吧！
就从今天起，每天读一页书，在书中
找寻自己昨天的痕迹和明天的身影。
从今天起，每天步行一里路，只为让
阳光没有遮拦地从眼睛射入心灵，再
让这阳光从心灵涌向指尖——你抚摸
过的孩子的脸，红了；与你对视过的
孩子的脸，亮了，亮得足以照耀孩子
成长的万里路程。

用户ID：王萌
于漪老师说：“现在教师专业成

长更多关注的是技术层面，教学技能
技巧的提高。教学技能技巧的提高是
需要的，但归根到底是人生的根和
魂。”读书，是充实我们教育教学生
活的最好途径。但一直以来，我总觉
读书效率不高，缺少章法，没有一定
的计划，面对茫茫书海，犹如一位盲
目的旅人，看到什么读什么。“读书
可以一步步去除遮蔽与狭隘，让我们
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从这个意义上
说，读书是一种人道主义行为，是自
我教育、自我成全的最佳方式。”聆
听了徐飞老师《越忙越要读书》的直
播课，我的阅读之路开始明晰了。

““教师教师共读周共读周””直播直播
留留言选登言选登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在日前举
办的第 173 期“北大博雅讲坛”上，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斌贤、清华大学教
授石中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
刘云杉、海南省文联副主席李福顺等，
围绕一百年前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来
华讲学的经历和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
出版的 《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纪
念杜威来华讲学100周年》 一书，与
读者进行了分享。

杜威是 20 世纪以来对中国教育
影响极大的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学家。
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杜威曾访华讲
学两年又三个月，对中国的思想界和
教育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由张斌贤、
刘云杉主编的 《杜威教育思想在中
国》 一书主要回顾了杜威教育思想特
别是杜威教育学派对中国教育实践和
教育理论的影响，揭示了杜威以及中
国杜威教育学派在中国现代教育发展
中的意义。与会者认为，书中的思想
对中国教育改革和教育理论的发展有
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本书也是外
国人了解中国近百年教育的一个重要
窗口。

《《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
举办分享会举办分享会

对当下每位教师而言，克服职业
倦怠，提升自身素养，建设高素质的教
师队伍，有效的途径是通过阅读提升
自己、修养自己。

阅读是提升一个人各种素养的内
力，一个缺乏阅读的人，失去的将是生
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如学习力、想象
力、自信力、意志力和判断力。也许一
个不读书的人，他的生命看似和读书
人无二，而实际上他生命中被严重消
弱了厚度和宽度，也会大大限制他将
来的高度，这对于每一位教书育人的
教师而言尤为重要。

阅读是每一位教师提升自我、改
善自我、丰富自我的开始，与每一位教
师的成长息息相关。教师要做燃灯
人，自己必须得先有光源，好教师要提
上“阅读”这盏灯，引领自己走好善于
读书的阅读之路。

教师的职业使命要求善于读书。
教师善于读书，不仅在于这是一个人
的综合素养，更是每一个教育人的职
业使命，教师的职业要求我们必须做
一个善于读书的人，以引领学生有一
个向上阅读积极的心态和动力；同时
变幻的生活也要求教师必须要做一个
善于读书的人，杜威说“教育即生活”，
生活的广褒、深邃、精彩、多元，离开了
读书，怎么去感知呢？阅读是生活的
基石，也是和社会接轨的方式。罗曼·
罗兰说：“要散布阳光到他人心里，首
先自己心里要充满阳光。”我们的学校

应该是先有爱读书的好教师，而后有
爱读书的学生；先有爱读书的好学校，
而后有爱读书的家庭、爱读书的好社
会。打造一所爱读书的书香校园，每
一位教师不仅要是爱读书的参与者、
支持者，更应该是书香校园阅读的发
动者、引领者、推动者。这样我们的阅
读才会深刻而持久，我们的教师才会
是一个真正的爱好读书的人。每天晚
上我都坚持阅读一个小时左右，围绕
教育工作所涉及的专业书籍去阅读，
也读文化、历史、哲学、美学之类的书
籍，每当读到关键之处会做好读书卡
片，便于自己感悟、吸收和消化，在夜
深人静时读书，没有干扰，也容易达到
深阅读的那种意境。

教师的职业在于学以致用。教师
的阅读最关键的在于通过阅读达到学
以致用，教师要把阅读到的理论、经验、
观点在教学中学会运用和实践，这既是
对阅读的一种检验，也是对教学实践的
有效提升，经由“阅读”到“课堂教学”进
行教学探索，从而达到课堂教学内涵式
发展，不断寻找到阅读的方向和领域，
引领自己螺旋式阅读的提升。

教师的职业还在于引领学生养成
阅读的终身习惯。探讨阅读、发现阅
读，引导和带领学生热爱阅读，一起享
受阅读的乐趣，培育具有阅读力和创
新力的人。

做一名善于读书的教师，要选择
好书籍。教师读书一定要学会选择，

知道哪些书要深读，哪些书要略读。
苏东坡说得好：“书富如入海，百货皆
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
所欲求者尔。”什么才是“所欲求者
尔”？我想除了那些适合自己的爱好
及专业功课长进的书，关键是要按照
优中选优、精中选精的原则，去选择那
些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和一代又一代
读者淘洗后流传下来的经典书籍。须
知，读一本经典抵得上读几十本、几百
本普通的书籍，而对于那些普通的书
籍，我们还是不读和少读为妙，因为，阅
读普通书籍只会无端损耗我们阅读这
些经典的时间和精力，这对于阅读中要
成长的每一位教师而言也太不值得。

做一名善于读书的教师，要戒除浮
躁的读书心态。“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
若行之”。阅读最怕的就是眼高手低，
心浮气躁。善于读书就是要让阅读达
到真正的落地，让阅读的那颗心落在
书本里的字里行间，让自己成为一个
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才能有所收获。
一些教师读书浅尝辄止，只解其味，不
解其意，像笨汉吃橄榄，还没来得及回
味，就已经吐掉它了。一些教师只晓得
买书，不晓得读书，读书的妙处在于“自
得”，有了“自得”，才能内化吸收，才能
在阅读中得到提升，而只买书而不读书
的就应该向书架惭愧，读书而不能达到
内化，也只不过是一个书架。一些教师
读书没有定力，没有主见，不是一味与
书里做“苟同”之想，就是一味与书中的

内容唱反调，没有自己的回味和见解，
这是形式上的假读书。读书要和参禅
学理一样，需要经过长期的专心与坚
韧，要有抓铁留痕、挖地及泉决不放弃
的毅力和韧劲，板凳要坐十年冷，阅读
才会“一览众山小”。

在古代，有“书读百遍，其义自见”
之说。是指阅读有三个境界。第一个
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第二个境界是“衣带渐
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第三个
是“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
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三个境界，第一
个境界是许下一个阅读的愿望，第二
个境界是阅读要无怨无悔，不忘初心，
一以贯之，持之以恒地阅读。第三个
境界是最后得到阅读的收获。

做一名善于读书的教师，要创设
好阅读场。在高强度快节奏的生活活
动中，影响我们阅读的主要问题还不
是没有时间，而是没有心情。受种种
因素的影响，很多教师都有这样的体
验：终于拿起想要读的书来，但思绪总
是浮于其上，难以潜于字里行间，阅读
的那颗心还没有找到归宿，读书的阅
读场没有建立起来。只有有了阅读
场，阅读的效应才会呈现出来。阅读
贵在要创设好阅读场。阅读要在时
间、环境、工作等诸多要素中走出来，
就要做到合理的取舍和安排，如果读
书的时间安排不恰当，读书的效果就
会大打折扣。对各类不同种类、题材、

内容的书籍，要有不同的阅读场效应，
唯有如此才能做到事半功倍，会读书，
读好书，享受到阅读的乐趣。我的建
议是：先选择最适合自己需求的书来
读。作为一名教师，最关注的是教学
艺术、管理科学和科学前沿等方面的
书。如《陶行知教育名篇》采用体会式
阅读，书中春风化雨般地道出了教育
的真谛，历经时间的考验，这对于今天
的教育改革和创新具有很好的借鉴和
教育意义，也让我们懂得了教育的内
涵和真谛。四大名著要进行分析性阅
读。分析性阅读是全盘的阅读、完整
的阅读，或是说优质的阅读，是你能掌
握的最佳的阅读方式。对于小说而
言，你要读出人物的初始姿态、成长姿
态、发展姿态，进而考量人物的命运姿
态，应如此去阅读，去领悟。《匠人精
神》采用“研究式”的方法阅读，深刻领
会每个人想要成功，每一件事都要尽
心尽力地做。即使是在做一件小事，
也要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锲而不
舍，水滴石穿，只有这样才可以达到匠
人的成功。

《匠人精神》更让我们去思考新时
期教师如何以工匠精神通过阅读改变
自己。每一位教师只要怀揣阅读之心
灯，日积月累，阅读的意识和习惯就会
沉淀下来，阅读的内涵就会丰盈起来，
阅读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阔，教育就
会越来越美好。

（作者单位：山东省烟台第十四中学）

教师阅读教师阅读 善从何来善从何来
李元福

如今，数字阅读风头正劲，借助手
机、电脑、电子阅读器等设备，“万卷
书”触手可及，人们随时随地都能走进

“数字书房”。身处“读屏时代”，我们
应如何摆脱“浅阅读”之困，提高阅读
的质量，在“深阅读”中感受文化的滋
养？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以第24个世
界读书日为契机，联合中国教育报好
老师新媒体平台精心组织推出“教师
共读周”，以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朱永
新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围绕教师个
人跨界读书享受阅读之美、如何提高
阅读效率、培养学生阅读以及共塑教
师阅读共同体等话题在线与全国教师
进行阅读分享。作为教师，我在收听
了这7节读书课之后，既有共鸣也有不
少心得。

领读者

共读就是借助集体的智慧，突破
自己固有的思维认知。共读选择的书
最好有一定难度，有一定的挑战性，如
果是一读就懂的畅销书就没有多少共
读的价值了。——郝晓东

教师为自己读书，可以不断更新
自我、丰富自我、完善自我，间接地起
到为学生服务的作用。无可置疑，时
至今日，书籍仍然是能让人拥有系统
的知识、理性的思维和深厚的情感的
唯一传播者。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共读
能达成同伴间的深度交融，深层理
解。“独行快，众行远”，在一个志趣相
同的阅读圈子里，可以好书共享、质疑
诘难，深度追踪、互相鼓励，促使阅读
不断地深入下去，在同伴的碰撞中产
生个人新的阅读理解视角。

笔者所在学校的师悦读书会已经
走过数年，成败得失，同尝甘苦。一
者，分享阅读，促进互惠学习。读书会
的核心很重要，其职业底蕴和水准要
高于读书会教师的平均水平。除了每
周学科组读书会，每个月学校分享交
流会的中心主持人要有一个总结梳
理，点评发言，廓清认识误区，完整地
对共读内容进行深度分析，开启新的
领域，让参与者有启迪和收获。二者，
阅读，质量比数量更重要，“弱水三千，
但取一瓢饮”。比如有人提倡快乐学
习，大体上，读书是快乐的，但读书不
能只要快乐，有些枯燥的书也要读。
一些科学原理或深奥的思想不可能人
人都懂，阳春白雪注定是少数人的。
经典书籍和人一样，复杂深邃的更耐
人寻味。有些书每次阅读，就像寻宝，
总会有意外收获。而有些书单纯浅
薄，读开头就猜到结尾，所见即所得，
看个目录就可以了。

好的作者，只把自己的思想诚实
地展示出来，不会强迫读者接受他的

观点。而好的读者，则是去其糟粕，取
其精华。人类文明，就是在这样去伪
存真的过程里，变得越来越丰满。

电影《芳华》上映后，严歌苓的同名
小说《芳华》进入畅销书的榜单。从结
构上来看，小说相当随意松弛，如其说
是小说倒不如说是一部人物自传。此
时，读书会的老师提议顺竿儿爬，以“青
春”为话题读几本书，我们选择了《青春
之歌》《穆斯林的葬礼》两部作品。

分享之初，大家几乎都认可《穆斯
林的葬礼》中的韩新月，她聪慧、美丽、
纯洁向上，又带着一种惹人怜爱的淡
淡忧郁。但通过品读、辩驳、思考，林
道静不知不觉中代替了韩新月在我们
心中的位置，将那个几乎完美的姑娘

“比”下去了。
阅读经典，使深陷现实的我们与

现实保持相应的距离，我们通过阅读，
去重构一个更加合宜的“真实”的现
实。阅读经典需要“牛嚼”反刍，以获
得思想启迪或审美感悟的阅读。领读
者引领同伴们不断向下深潜，汲取深
藏水底的精神清流，在真知与真情中
感受世界之美、体悟人生之道。

越读者

没有越界，不成阅读。精而不涩；
多 而 不 滥 。 通 而 不 滞 ；达 而 不
浮。——冷玉斌

通 过“ 越 读 ”实 现 Read the
Word（ 读 懂 文 字 ）和 Read the
World（读懂世界）的链接。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
成”。不可否认今天的教师职业虽然不
能算是刀剑上的舞者，却也不枉称作为
华山险路上的挑夫。“一招鲜”难以“吃
遍天”，靠“吃老本”凭经验上课，课堂的
精彩不会如约而至。智慧型教师最起
码是一个爱读书的教师，阅读“刷新”教
学技能，授业时方有精彩纷至沓来，才
情迸发；阅读“储存”教育智慧，传道时
方能收放自如，四两拨千斤。

阅读是教育之魂，然而我们自觉
不自觉中局限于界限之内。如今大多
数教师喜爱技术层面的书籍，都愿意
直接吃“鱼”而放弃对“渔”的思考，企
图通过针对性阅读来扩张对自己所在
领域的了解和认知，从而在生活、工作
中更加得心应手。固然，这样的阅读
富有内驱力，但过于单一的生存需求，
实际上会把自己的人生之路引向狭窄
化和功利化。其实，对于新教师而言，
专业阅读的比例应多些；而对于教学
智慧丰富的教师，则要多些非专业阅
读，以提升自己的人文素养。

海纳百川方能成其大，有人说“不
务专业”的教师才是好教师。因为做
无边界的教师，才是教师中的“多面
手”，让教育贴近生活。

诚然，跨越形式上的边界容易，跨
越心中的边界很难。相比局限于单一
领域的阅读，跨界阅读更富有挑战性，
因此跨界阅读也对教师的自驱力要求
更高。跨界阅读，不仅是专业的联结
与跨越，更是对未知的追求，对人生的
热爱。人常说“功夫在诗外”，又博又
专方可愈博愈专，知行合一方能止于
至善。

越读，要超越专业领域。专业书
籍作为知识的凝结体的确有着很重要
的作用，但是对专业书籍的迷信让我
们教师失去了对已知领域的质疑和未
知领域的探索。

越读，要超越阅读形式。不论是
数字阅读还是传统阅读，其中不变的，
乃是对精神世界的追求。对中国人来
说，典籍中蕴藏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地
图，我们按图索骥，能触摸到前人的精
神足印。

越读，有各种存在的理由及意义，
当我们跨出自我设定的阅读界限，一
扇新的门就经我们打开，我们在向一
个“完人”出发，阅读与我们的生活、我
们的梦想，会更加靠近，终会结合。

善读者

能闲世人之所忙者，方能忙世人
之所闲。——徐飞

人生三见：见自己，见天地，见
众生。放到阅读这件事情里，也是成
立的。

教师的发展之路就是学习之路，
而阅读是最行之有效的方式，“阅读拯
救自我”克服“本领恐慌”。许多教师
将没有时间阅读归结为工作忙，“因为
我们不读书，所以工作很忙碌”。徐飞
老师这句话值得咀嚼和玩味。教师阅
读的经历决定其视野、格局和胸怀，决
定了所培养出的人的素质。

见自己，我们通过小说，体验不一
样的人生，在这些不属于自己的经历
里，习得一些通用规则。

比如，我这大半生，正好赶上我们
这个国家由穷到富、由土到洋、由城市
也像农村到农村也像城市的历史转
折。路遥笔下的农村知识青年命运的
挣扎，其实往根儿里说，彼时举国农村
青年都是孙少平。《飘》《窥视者》和《百
年孤独》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茬儿人
的审美趣味和虚荣尺度。这个阶段，
我们是在别人的故事里了解人生，寻
找自我的定位。

通过“见自己”，我们已经有了一
些抽象思维的能力，知吾生有涯，而知
也无涯，开始寻求除了自我经验之外
的知识。此时需要我们放慢节奏，沉
下心来慢读。慢读意味着缓慢，意味
着耐心，但更要求你具备相应的能力
和方法。一些高冷的著作需要我们慢

读，它们犹如一个封闭城堡，进入就需
要找到通道。而这个通道不是现成
的、明摆着的，是一条需要阅读者寻找
的“暗道”。在慢读的路上，有足够的
耐心和才能，才会有文章和义理相遇
的那一刻，让我们享受发现的喜悦。

比如读《果壳中的宇宙》，惊讶于
宇宙浩瀚无垠，人类只是风中的一盏
孤灯。畅游在粒子、生命和星体的处
境中，感受智慧的光泽，犹如攀登高山
一样，瞬间眼前呈现出仿佛九叠画屏
般的“天地”视野，逐渐走进阅读的“澄
明之境”。

这个阶段的读者，是谦卑的，褪去
了初次得到知识的浮躁，开始显现出
对世界的敬畏，寻找自己在世界里的
定位。比如大学期间我爱做读书笔
记，读《巴黎的秘密》《基督山伯爵》这
些大部头时，因为里面的人物、事件比
较纠结，我就挨个儿给人物做年表、做
情节推进线、做家族谱系图等，把书里
所有的伏笔、呼应、关节点等全都标出
来，做成表或图⋯⋯

文学阅读，从贝壳深处看到仙国
的景象；哲学阅读，迷宫中望见星座；
心理学阅读，骑象人的驭象之道。经
历了前两个阶段，善读者会发现曾经
困扰自己的人生难题已经迎刃而解，

变得通透，不再局限于文字类阅读，目
之所至的“众生”，都变成了可以阅读
的信息。

读书如蚕，贵在转化，读书与写作
应相互促进。清晰记得我刚开始在报
纸杂志发稿的情形，那时我的文字是
那种油全漂在水面上，写到关键处显
出力绌，所述内容不过是一些世故的
话、家常看法，而一些名家的文字则是
那种油全撇开只剩下一汪清水，行文
如唠嗑儿，句句都是断根儿的道理。
这些年受惠于“读书周刊”，我感觉越
读越敞亮，越写越清爽，这便是读写给
予凡人的魅力。

岁月浓淡皆相宜，人生有味是清
欢。今天，数字阅读，将世代沧桑、万
千人物装在指掌之间，“一屏万卷”，
改变的是方式和载体，不变的是阅读
的行为。数字阅读代表的是时代发
展、科技进步的潮流和趋势，它和纸
质阅读一样，都在为含弘光大精神气
象、促进全民阅读添柴加薪。身处

“一屏万卷”的时代，阅读内容是否
优质，阅读方法是否科学，“看似寻
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此乃
阅读真味，亦为阅读胜境。

（作者系湖北省英山县实验中学
教师）

阅读的风景在深处阅读的风景在深处
——一位教师的听课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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