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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一本书总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叙
述一段人生，一段人生折射一个世界。
翻开一本好书，信手提笔留痕，在感怀的
文字间，留下清香墨迹，在触动的段落
旁，留下心语点点⋯⋯”

伴着舒缓的旋律，电台里传来熟悉
的男中音。这档名叫《约读留痕》的读书
节目，诞生于 2019 年 4 月，由江苏省南
通市通州区图书馆和区人民广播电台联
合推出以来，已陆续更新了11期。欣慰
的是，金沙中学“谨丞”读书会，不仅有 3
位老师在通城的电波中分享了自己的阅
读人生，谈名著、谈家庭教育、谈汉字文
化，甚至还作为“合伙人”之一，在创办

《约读留痕》时的策划、试听、修改等环节
中，留有自己的印记。

如果把时间的指针稍稍拨回去一
些，全区的“领读者讲师团”（一群由
教育工作者结盟的阅读组织）、“全民阅
读活动推广”等组织或活动，但凡与教
育阅读相关，总少不了“谨丞”的身
影。这群可爱又耿直的青年教师，去幼
儿园当“故事爸爸”“故事妈妈”，绘声绘
色地讲绘本；跑到20公里远的村小，给
教师们讲朱熹读书法，和孩子谈鲁迅朱自
清；甚至去了青藏高原，与当地师生共
读，一起寻找智慧，点亮人生。

小团队推动大集体

金沙中学“谨丞”读书会成立于2017
年12月，但它真正的肇始，还得从十年前
的“今天第二”读书会说起。那时的老校
长凌宗伟，本爱书如痴，又刚当上“接盘
侠”（从外地调任），面对暮气沉沉、慵散
成性的教师队伍，该如何打开局面呢？
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搞读书会！老人家
也不客气，把所有35岁以下的小青年都
拉进读书QQ群，先自由读个小半年，克
里希那穆提、苏霍姆林斯基、冯友兰、陶
行知、李泽厚⋯⋯你爱读谁就读谁，只有
一条：雁过拔毛！也就是说，所有人得建
博客，定期上传读书心得。看着“散养”
得差不多了，他再选好苗子，指定书目，
如《民主主义与教育》《爱弥儿》等，每月
共读、共思、共写。

就这样，一个青年人的读书队伍，
渐渐拉起来了。为了变着花样地增强刺
激，甚至是“诱惑”大家，老凌搞了一
系列配套手段。比如“咖啡屋”开张，
有饮品、有藤椅、有沙发，让大家得闲
就来读书；再如把名家、媒体请来，搞
各种“面对面”“零距离”，让教师们现
场观摩和对话。加上广播、纸媒的宣传
造势，如此的硬核行动，果然很奏效！
经过书里书外的一番经历，大家的视
野、思维、态度等都发生了转变。再过
两三年，这些青年人的书卷气渐浓，学
校变得雅致、文气了很多，一些年纪偏
大的老师也悄悄向读书会“献媚”：听
讲座、记日记、谈心得，还有人竟写出
骈文⋯⋯老凌果然受不了“诱惑”，统
统照单全收。可以说，随着队伍日渐壮
大，整个校园旧有的慵懒气、市侩气，
乃至怨气、戾气自然就无形化解了。

“小团队推动大集体”，这是他经常挂在

嘴边的话，星星之火的力量，我们永远不
能小觑。

但这样的氛围，随着老凌的退休，
尤其 2014 年的学校重组，而不复存在。
我们这几枚“火种”不甘就此熄灭，就借
区体育馆内的一家咖啡屋，作为新的据
点，把散落在各个学校的点点星火重聚
在一起，大家自掏腰包作经费，挤牙膏一
样地约时间、找专家、定内容。犹记得
那一年的寒假，我们把南通市教科研所
的老所长严清请到咖啡屋，聊的主题便
是“我的精神成长史”。没想到，消息
在朋友圈发出后，好几位老师询问地
点，想来参加。实在抽不出空的，就预
定了下一期。那一回，健谈的严先生从
自己孩提时代的阅读说起，穿梭了近
60 年的时空，把一代读书人的风骨与倔
强，全部沉淀在桌上的盏盏清茶之中。
众人边饮边回味，“其实，在咖啡厅里也
是可以喝茶的”，严先生笑着说。是啊，
我们那小小的火光，正在透过学校的砖
墙，影响着周遭的世界。

数字时代的精神共同体

2017年，经历了基因重组的金沙中
学，迫切需要教师们对学校文化有向心
力，更需要众人的昂扬斗志和砥砺自
新。这些“务虚”的软实力来自哪里？唯
有一条：建设精神共同体。李达校长一
直惦念着我们这些“火种”，稍稍能腾出
手，就坚决恢复读书会，并以学校创办
人、清代举人孙儆的字“谨丞”为会名，以
勉励大家继承其志，再接再厉。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从这一刻起，
我们的读书会一如这所学校，迎来了新
生。怎么去做？当时敏锐的感觉是，在

“未来已来”的数字时代，阅读在“守常”
的同时，可能也需要变革。比如，就阅读
体验来说，传统的纸质文本有大小、轻
重、厚薄，但青年教师也有人喜欢电子

书，其储量大、检索快、易携带，能将看、
写、听、摘、录融于一体。所以我们在准
备纸质文本时，也会提供电子版。

但真正的难题是，如何选定阅读书
目，并实现过程化的管理？以旧经验来
说，通常是读经典、读名著。这固然没
错，可具体到某一本上，又不可避免地带
有个人的偏见。我们想到的则是“数据
挖掘”，即提供经典书目单（并附每本书
简介），再由教师们自由勾选，最后选择
其中的最大“公约书”。2018年秋，我们
又做成实体性的“数据挖掘”：选派刘陈
飞、季昊等代表到南京书展现场，购置百
余本教育书籍回来后，进行“民主海
选”。这样做，或许麻烦，但的确让大家
最满意。读书会成员刘新军老师知悉了这
种方式后，就用学校图书馆电脑，调取高一、
高二学生的借阅数据，分析每个人的阅读量
和阅读结构，首开“基于大数据思维的班级
阅读指导”先河，让人眼前一亮。

我们所定下的第一本共读书目，是
美国学者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
理》（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值
得一说的是，大家集思广益，运用了多样
而灵活的呈现方式：创设每月一次的“谨
丞讲坛”，开通“谨丞书坊”微信公众号，设
立“谨丞录播”（日常推出的微信内容，为
文字、图片、音频的复合方式；对于重要活
动，往往留有视频）等。这些有趣有料的
形式，既有当年读书会的痕迹，如沙龙式、
茶话式的研讨氛围，也颇有创新之处，那
就是阅读的“数字化生存”。周玉霞老师
是官微的负责人，从“谨丞”成立之日起，
我们所有的阅读经历，都被数字化地凝结
在网络中。从泰勒开始，我们一直读到康
德的《论教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镇西的《自己
培养自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版）。93篇推送，让对知识和情感的回忆，
织成一张联结彼此的大网，也为“精神共

同体”予以新的含义。
不仅如此，由于“线上”的开通，传统

的物理条件被虚拟化，大家可以随时分
享自己的所读所想。陆春梅老师的年阅
读量达到惊人的 100 本，她的微信文章
几乎成了专栏，在“共读”之外，常态化地
影响着每一个人。周林聪老师的西藏支
教，让他把“谨丞”带上了雪域高原，小伙
伴们再通过网络，面对面分享两个地域
的阅读收获。这使我们的精神共同体，
具有数字时代的“去中心化”特征，它让
每一个人都可以站在舞台中央，去发声、
去交流、去创造。

找到最适合个人成长的道路

“谨丞”一直在行走。每走一步，既
有忐忑，也有惊喜，但无论怎样，都加深
了我们对教育的理解和敬畏。但我们更
愿意说，每走一步，其实就是得到了一种
馈赠，正如羌达勋老师所说：“每一本经
典的书，都可能是一次重新出发，让我们
去重新发现自己，重新审视自己，找到最
适合个人生长的道路。”

如果算上前身，“谨丞”的足迹留在
了厦门、上海、北京、苏州、南京。2018年
的“世界读书日”，我们来到苏州研学。由
于做了网络预告和推送，一路上总有外地
的朋友询问具体情况，还有本地教师前来

“蹭”听；而在通州地界，我们与全民阅读
推广组织合作，为城乡间的教师、学生带
去阅读，广受关注。慢慢地，越来越多的
人听说并认同“谨丞”的行走。2019年，
我们与广播电台合作，为普通市民分享文
学与诗歌。2020年，我们还可能与更多
媒体合作，带去自己对中国教育史、中国
教育先贤的主题阅读和思考⋯⋯也许我
们，还有更多“可能”等着靠阅读去实现。
那就多走一步，再走一步吧！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金沙
中学教师、“谨丞”读书会创建人之一）

多走一步，再走一步
邱磊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天
资唤醒得越早越容易发展，唤醒得
越晚越难变为力量。天资潜藏得越
久、越深，越难被唤醒，越难影响
其他的方面。”阅读是对人精神发
育的重要唤醒方式，正是二十多年
持续不断的阅读，让我看世界、看
教育、看自我的深度和广度不断递
增。曾经做了 14 年的小学教师，
我带着学生们一起读书，一起写
作，自己发表文章，学生们也发表
文章，这段经历至今依然回味无
穷。而这些年和一群人一起“烧柴
煮书”的日子，更诠释着这些年我
们这群人的岁月静好。

“什么是教育?就是‘爱读书’
的校长和‘爱读书’的老师，带领
着学生一起读书。就这么简单。但
真要做到，并不容易。中小学教育
是干什么的？也是三条：一是培养
学生读书的兴趣;二是教给学生好
的读书方法;三是养成读书的习
惯。做到这三条，学生就会一辈子
读书，受益无穷”。2015年，这样
的观点使我产生了共鸣：如果一群
不读书的人声嘶力竭去要求孩子们
读书，这样的教育显然是无效的；
没有教师的专业阅读，教师的专业
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于是我想，
能不能寻找一群志同道合的教师一
起读书？如此，也许能为这块土地
上的教育做点儿什么。

我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倡议书，
寻找“尺码、频道”相同的人一起读
书，用阅读润泽和丰盈教育生活。
于是，我们读书会的第一批书友就
这样用互联网的方式聚在了一起，
按照一定的进度共读一本书，撰写
读书随笔并在微信群里交流。

万事开头难，坚持更难。最开
始，我们要求每周撰写五篇教育随
笔或读书随笔，一个月内完不成的
就会被踢出群，群里陆陆续续有人
加进来，也有人放弃了。就在这时
候，江苏特级教师凌宗伟应我之邀
来贵阳讲学，晚上，我们把读书活
动从线上搬到了线下，在扶风山麓
的阳明祠AA制品茶谈阅读，并邀
请凌宗伟老师现场指导。那一天，
来了很多我不认识的年轻老师，畅
谈阅读心得，和专家互动请教。书
友们提了很多阅读中的困惑，凌宗
伟老师一针见血地剖析和解读，让
书友们耳目一新。直到深夜，大家
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有了线下的活动，大家也变得
熟悉起来，每天晚上微信群里甚是
热闹，通过一年多的读和写，一些
青年才俊开始脱颖而出，陆续有读
书随笔和教师随笔见诸报纸杂志，
专业发展的成就感渐渐让阅读成为
这群自发阅读人的生活方式。现在
已经是贵阳市野鸭中学副校长的聂
其忠有一次和我去苏州出差，我们
俩回来时行李箱里装的都是在苏州
文物书店买的书。因为这个读书活
动，我当年曾经在小学工作时教过
的学生谢晓薇成为一名临聘教师，
因为师生关系的缘故，我对她读和
写的质和量要求很是严格，接近苛
刻。有时候，她坚持不下去就对我
抱怨：“读了没发现对工作有啥帮
助，能不能不读了”。答案自然是
不行，这丫头因此不知哭了几次鼻
子。天道酬勤，当临聘教师一年多
后，她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野鸭
中学的特岗教师。因为阅读，聂其
忠和谢晓薇两个年轻人相爱相恋，
最后喜结良缘，也是我们读书会的
一个意外“成果”。如今，他们的

孩子已经出世了，但这两个年轻教
师依然坚持着读写，聂其忠成为云
岩区区管专家、蒲公英评论网特约
评论员；谢晓薇所带班级的教育质
量也在学校名列前茅，已经从特岗
转正为一名正式在职在编教师。

到 2017 年，我们读书会的机
制更加优化，制度也更加严格。经
过大家讨论同意，我们把读书会正
式命名为“烧柴煮书”教育人读书
会，读书会成员也由我工作的云岩
区扩展到周边的南明区、观山湖区
的校园长和青年教师以及省市教育
行政部门的干部组成。南明区苗苗
实验学校的杨冰校长、南明区花果
园三小的陈刘洪校长给学校每位老
师买书，组织共读活动，更让人感
动的是陕西宝鸡实验小学的李晓萍
校长加入读书会后，带头坚持读
写，同时在自己的教育教学管理中
探索践行，精神和成果令人感佩；
甘肃酒泉石油小学的李晓蓉校长是
我多年前从事小学语文教学时在网
络上认识的大姐，小学语文教学专
业素养令人折服，听说我们读书会
后也加入进来，和我们一起读、一
起写、一起讨论。

一个人走，会形影孤单，一群
人一起走，会走得更远。我们这群
志同道合的人为了追问教育的本
真，为了追寻教育的本质，为了寻
找那个教育理想彼岸的本我，以书
为媒，一本、一本⋯⋯几个春去秋
来，读书会有人来了，又有人走
了，但我们当中那一批笃行者依然
在坚守。通过云岩区文联的支持，
我们以读书会成员为骨干启动了云
岩区教师阅读工程，邀请了国内知
名阅读推广人朱永通、顾久等莅临
贵阳给教师和读书会的书友们作讲
座，畅谈阅读心得。让我们读书会
更为激动的是，贵阳市教育局党委
书记、局长周进主动要求加入，而
且我们的每次活动他只要有时间，
就会赶来参加。周进局长是贵州省
名校长，曾经让贵阳市清华中学绝
地逢生，再度成为享誉黔中的优质
高中，他还执掌过贵阳一中，理论
水平和实践经验丰富，每次参加谈
论的发言都能给我们深深的启迪。

我们读书会通过群成员以点带
面辐射，群成员创建的读书会越来
越多，参与阅读、写作的教师也越来
越多。如：贵阳市野鸭中学杨秀伦
校长组建了“贵阳市野鸭中学衡峰
读书会”；贵阳市第三十中学李文黔
校长组建了“贵阳市第三十中学闲
读梧桐读书会”；现任贵阳市云岩区
第一小学的校长曾郁这几年换了三
所学校，在每一所学校她都倡导教
师读书，而且教师们读得有滋有味，
学校办学特色彰显；自己以身垂范
在全校带头读、带头写，宝鸡实验
小学李晓萍校长也发动了教师阅读
活动；云岩区第一幼儿园园长、特
级教师蒋鸿雁也把读书活动延伸到
幼儿园教师中，通过类似的方式，
推动教师阅读、写作⋯⋯“烧柴煮
书”教育人读书会正在改变自我教
育生态、学校阅读生态，乃至区域
阅读生态。

我们坚信，久久为功，聚沙成
塔，“烧柴煮书”教育人读书会的每
个书友通过改变自己，再尽量改变
周边的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我们定会带动更多教育人参与阅
读、写作，让读书成为师生的生活方
式，让书香弥漫校园。

（作者系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
政府教育督导室办公室主任）

在贵阳在贵阳，，与一群人与一群人““烧柴煮书烧柴煮书””
卫功立

一线行动

为深入学习“人民教育家”于漪为新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作出的杰出贡献，学
习于漪的教育思想、中学语文教学改革
的理念和实践，进一步推进语文新课程
的实施，近日，由商务印书馆、上海教师
学研究会主办的“于漪教育思想与语文
新课程实施”研讨会暨于漪自选集《点亮
生命灯火》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于漪在90岁高龄亲自编订的自选集
《点亮生命灯火》，收入了最能体现于漪探
索成果的文章，集中展现了她从教60多
年来探索教育规律、探求语文教学“教书
育人”规律以及不断自我修为成长的历
程。该书所编四篇代表了于漪最有成就
的四个方面：教育理念、语文教育本质、语
文课堂教学案例、师道修为，既是一本能
够反映和代表于漪教育思想、语文教育理
念和实践的重要文集，也为一线教师学习
于漪教育思想提供了一本全面、便捷的优
秀读物。

上海市教委教学研究室副主任、语
文特级教师谭轶斌说，于漪语文教育思
想认为，语文是既“教文”又“育人”，“教
文”是手段，是过程,“育人”才是语文教学
的根本目的。语言文字的“体”和人文内
涵的“魂”要融为一体，语文教学不要用机
械训练消磨学生的青春。于漪老师的创

造特质、反思品性和师者情怀，对每一位
语文老师的激励和启发都是巨大的。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
员会原理事长顾之川说，于漪是我国语
文界的“教改旗帜”“育人师表”，尤其是
她的“教文育人、德智融合”语文教育观，
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生动体
现。要准确把握新时代的语文教育，就
要深入学习于漪的这一语文教育思想。

在学术论坛环节，四川师范大学教
授李华平、北京一零一中学语文特级教
师程翔、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高中语
文教研员连中国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
于漪教育思想与语文新课程实施的关
系。在李华平看来，于漪语文教育思想
博大精深，对建构中国气派的语文教育
学具有奠基性价值。程翔认为，学习于
漪老师，就是要做有灵魂的教育，教有学
理的语文，当有骨气的教师。连中国说，
于漪老师提倡的激疑、辨析、析疑，鼓励
学生创造精神的教学方法，对于当下新
课程实施、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等都是
极为宝贵的经验。

据介绍，《点亮生命灯火》是商务印
书馆策划的“语文名家自选集”丛书的第
一本，今后还将陆续推出其他语文名家
和名师的自选集。

于漪自选集于漪自选集《《点亮生命灯火点亮生命灯火》》出版出版
本报记者 却咏梅

著名作家陈霁的纪实文学作品
《雀儿山高度——其美多吉的故事》日
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首
部以邮政典型人物为主人公的纪实文
学作品，真实记述了“时代楷模”其美
多吉的成长、生活故事和先进事迹。

其美多吉是中国邮政集团公司
四川省甘孜县分公司长途邮车驾驶
员，承担川藏邮路甘孜到德格段的邮
运任务。他30年如一日，驾驶邮车
在平均海拔3500米的雪线邮路上运
送邮件，累计行驶140多万公里，没
有发生一起责任事故。他意志坚强，
遭遇歹徒袭击时挺身而出，用生命守
护邮件安全，又以坚韧的毅力锻炼康
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被群众誉为

“雪线邮路的幸福使者”。近日，由中

国出版集团、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中
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人民文学
出版社共同主办的《雀儿山高度》新
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国作协书
记处书记邱华栋表示，其美多吉的
事迹和精神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和鼓
舞作用，希望通过文学的方式展现，
大力弘扬其美多吉的先进事迹和高
尚品格，激励更多读者。

今年年初，陈霁跟随其美多吉
的邮车，在川藏高原潜心采访数月，
创作出了这部兼具精神品格和文学
质地的纪实作品。他说：“我的采访
和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被感动、震撼
和受教育的过程，收获的不仅仅是一
部作品，还有自身灵魂的洗礼、精神的
提升。”

《雀儿山高度》讲述其美多吉的故事
李明

书海观潮

封面·案例

本报讯 （记者 王珺） 为系统梳
理和研究总结新中国教育70年发展历
程，致敬对新中国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
的人物和著述，湖北教育出版社邀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副会
长周洪宇担任总主编，策划出版了

“教育奠基未来——新中国教育 70
年”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和 《教育
家》杂志日前在北京举办了丛书首发式
暨出版座谈会。

据介绍，在编写原则和过程上，该
丛书主要考虑了导向性、专业性、应用

性和创新性，从人物、文章、著作三方面
切入，考虑到“70 年”和“70”之间的对
应来遴选 70 年间的名单、篇目、书
目，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历史重要节
点推出，担起教育工作者的一份责
任。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
林认为，丛书从理论实践和教育家的
角度用三个“70”来总结新中国成立
70 年的教育历程，把一些基础性资料
收集到位、描述准确，很不容易，意义
重大，这是为将来教育的发展所做的一
项基础性的工作。

“教育奠基未来——新中国教育70年”丛书在京首发

最新书事

本报讯 刚刚落下帷幕的第四届
“北京十月文学月”围绕“新中国70年·
文学的光荣与梦想”主题，开展了近百
场丰富多彩的文学活动。通过举办北京
文学高峰论坛、十月青年论坛、主题展
览等专业文学活动，梳理展示了70年
中国文学演变脉络、北京文学的光辉成
就，重点展现了新时代北京文学的成
果。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首次与
粤港澳大湾区建立南北作家交流、创作
出版及宣传推广方面的长效合作机制；
与莫斯科尚斯国际出版社合作，共同建
立全球第11处“十月作家居住地”；广泛
发动各区、各实体书店、门户网站、网络

文学企业等行业力量，组织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公众活动，充分展现文学温润心
灵、普惠大众的作用。

“北京十月文学月”是由北京市委
宣传部、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共同主办，北京出版集
团、北京发行集团等承办，社会各界广
泛参与的全市性文学主题活动。中国
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说，“北京十月
文学月”自创办以来，已经发展成为北
京的文学节日、作家的节日、读者的节
日。它不仅是北京的文学月，也是中国
的文学月，体现着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
心的胸怀和气度。 （缇妮）

第四届“北京十月文学月”聚焦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谨丞谨丞””读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阅读读书会与西安交通大学苏州附属中学阅读
爱好者进行读书分享交流爱好者进行读书分享交流。。 （（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