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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为孩子写作是一件光荣的事业，
正如世界童话大师安徒生在他的名作

《光荣的荆棘路》中所说：“光荣的荆棘
路看起来像环绕着地球的一条灿烂的
光带。只有幸运的人才被送到这条带
上行走。”儿童文学作家就是这样一批
幸运的人，儿童文学事业就是这样一
条灿烂的光带。

从 1949 年到 2019 年，新中国儿
童文学已经走过了七十年不平凡的道
路，这是一条光荣的荆棘路。为新中
国七十年儿童文学作出独特而卓越贡
献的作家，都是应当登上光荣榜的了
不起的人物！

过去的七十年是中国儿童文学史
上发展最快、成就最为显著的时期。
以史为鉴，回顾、探讨新中国儿童文
学的发展历程与艺术成就，梳理、总
结新中国儿童文学的丰硕成果与宝贵
经验，现代出版社推出的“儿童文学
光荣榜”书系正是以此为目标编选
的，彰显了经典性、历史性、可读性
的基本特征。

经典性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新中
国七十年五代儿童文学作家用他们的
智慧、才情和心血，用他们对儿童世界
的满腔热情与奉献凝聚而成的，他们
共同见证和造就了七十年儿童文学的
辉煌成就。本书系荟萃了五代作家的

代表性作品，涉及小说、童话、寓言、诗
歌、散文、报告文学、戏剧等多种文
体。诚如国际安徒生奖得主、著名作
家曹文轩所说：“本套书系收入的作品
是七十年中最具文学性、最具影响力、
最具可读性的精品。在新中国成立七
十周年之际，我们借这套书重树文学
的标准，重叙文学的意义，重申文学的
操守，希望儿童文学从此走向坚定和
繁荣！”

历史性是“儿童文学光荣榜”书
系的性质所决定的。七十年儿童文学
的发展思潮、审美理想、艺术追求与
理论批评体系，既体现出历史发展
的纵向性与文学演进的时代性，又
体现出儿童文学的艺术丰富性与创
作思潮的复杂性。既与七十年整个
文学具有同一性，同时又有其特殊
性。毕竟儿童文学是一种基于童心
的写作，儿童文学在自身的美学精
神、价值承诺、文体秩序、艺术章
法乃至语言运用等方面，必须满足
于“为儿童”并为儿童所接受的需
求。七十年儿童文学正是在同一性与
特殊性、时代性与儿童性的交互规
范、影响下不断探索前进，并由此形
成了七十年儿童文学以现实主义为主
的文学思潮；进入新世纪，呈现出多
元共生、美美与共的景象。

可读性是一切儿童文学读物必须
遵循的儿童阅读原则。儿童阅读是一
项意义深远的文化工程，儿童阅读的
重要之义是“亲近母语”，亲近我们民
族自己的文化与文学。如何将现代中
国儿童文学的精品佳作，有力且有效
地推广到广大少年儿童中去，这是我
们的责任。本书系入选作品的艺术含
金量已为儿童阅读提供了可读性基
础，为了对今天的儿童阅读负责，本书
系尽可能选择那些经得住时间检验、
依然闪耀着不灭的人性光芒与艺术光
泽的作品。

儿童文学是一种重在表现少年儿
童生活世界及其精神生命成长的文
学，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将影响人的
一生，因而这种文学具有明确的社会
责任意识与美学使命。儿童文学总是
把导人向上、引人向善、养成儿童本性
上的美质、夯实人之为人的人性基础，
写在自己的文学旗帜上，这实际上体
现了人类对未来一代的人性规范与文
化期待，也是儿童文学价值功能特殊
性的体现。

优秀文学的永恒价值在于凝聚起
现实与历史、人生与人心、上代与下代
之间的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

（本文为“儿童文学光荣榜”书系总
序，有删节，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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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国庆长假，深圳市宝安区坪
洲小学校长张云鹰宅在家里伏案写
作，写到腿脚麻木，晚上睡觉都会疼
醒。然而这还不是最苦的，“最痛苦
的是写作的时候思绪纷飞，往事历历
在目，再次走进记忆尘封的世界，禁
不住泪痕满面”。这场景被她所在学
校的陈树民老师撞上过一次。那是一
个周末，他去校长家请她审阅一份文
件。房门打开，他看到的是一个不同
于往常的校长：“平时的校长干练、
雷厉风行，见过她笑，也见过她生气
的样子，但从没有见过她双眼红红、
满眼泪水的样子。”陈树民惊讶地站
在那里，甚至忘记与校长打招呼。张
云鹰勉强笑笑，用手擦擦眼角，说她
在写一本书，是自己的故事。当天写
的那一段她是流着泪写完的。

今年9月，这本书以《通往卓越——
一个深圳校长的教育人生》 之名出版
了。教育学者张文质称这是一本自觉
之书。对这种口述史的写法，北京师
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颇为赞赏，认
为口述史比正史更能反映一个时代的
风貌，记录活生生的事实，讲述自己
的故事，既能引起同龄人的回忆，又
能让年轻人了解历史。

张云鹰在书中用了很大篇幅讲述
她的人生故事。“她的人生经历和时
代发展密切相连，其间也遭遇了很多
不幸，充满了波折与艰辛。她凭着韧
性、毅力和坚强的性格，克服了艰难
险阻，特别是找到了人生的归宿——
对教育的爱，从而走出阴影，走向充
满阳光的教育大地。从她朴实深情的
娓娓叙述中，不仅看到一个不平常的
女子成长的故事，而且也窥探到她从
一位普通教师如何成长为一位优秀的
实践教育家。”顾明远在为该书所作
的序言中写道。

“偷偷地一笑，悄悄地抹把泪”

著名作家王跃文是张云鹰的湖南
同乡，他用“霸蛮”形容张云鹰的活

力和热情。他说：“她选择了自己热
爱的教育职业，从未有过懈怠，更不
生半丝悔意。平心而论，她的人生经
历是相当曲折的，她为事业的拼搏亦
是相当艰辛的，但她留给我的印象总
是那么明亮。”

天上的彩虹，地上的水，
读书的女人最美最美。
在知识海洋里畅游，
在高尚情趣里陶醉，
在曲折故事里迷恋，
在深邃哲思里升飞，升飞！
偷偷地一笑，
悄悄地抹把泪，
都显出都显出
读书的女人最美最美。
⋯⋯⋯⋯
由坪洲小学女教师演唱的 《读书

的女人最美》 在张云鹰新书发布会上
作为开场音乐响起的时候，柔美而激
情的歌词伴着磅礴的旋律唤醒了人们
的耳朵，尤其那一句“偷偷地一笑，
悄悄地抹把泪”如山间小溪蜿蜒而
下，牵动了听者内心的情愫。

这首由蒋开儒作词、赵连第作
曲 、 张 也 原 唱 的 《读 书 的 女 人 最
美》，追踪源头，应该算是为张云鹰
的学校量身定制的。2003年，张云鹰
竞聘成为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中心
小学校长，她邀词作家蒋开儒为学校
写一首校歌，词作家却被她提出的

“读书的教师最美”这个口号激发了
灵感，创作了 《读书的女人最美》 这
首歌。此后，“读书的女人最美”主
题活动成为张云鹰所在学校的文化品
牌，无论是在原来的西乡中心小学，
还是现在的坪洲小学，每年一次的

“读书的女人最美”专题晚会都是一
场彰显教师之美、女性之美、读书之
美的大聚会。她相信，女性的美是要
靠读书滋养的，她也相信，书是能给
人带来力量的。

从教师、教研员到校长，从教 38
年的张云鹰出版过不少专业著作，为
什么要写这样一本口述史？

“ 古 人 常 好 自 写 传 略 ， 借 以 遣
兴。我也已过‘天命之年’，尝尽人
间百味，也常有这样的念头，把自己
的经历写下来，希望给读者一些启
迪，也给自己和儿孙们一个交代。”
她说，她想追溯自己的思想经验是怎
样形成的，所以用第一人称自述的形
式写下了这本书。

既然是写个人史，就要尊重事
实，写出真相，但对于自己颇有些神
秘的身世、并不美满的婚姻等隐私，
要不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也有过犹豫。但我又是一个
崇尚‘为人求真，为学求是’的人，
如果这些都隐去，这本书就失去了自
传最基本的要素——真实。为此我还
专门跟儿子探讨过，他也支持我写，
说他能接受。另一方面，我是开放式

教育的首创者。如果自己都不能够开
放，遮遮掩掩，那是言行不一，跟我
研究、探索、实践的教育理念不吻
合。”她说，所以也就释然了，人活
一辈子，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
写！

“偷偷地一笑，悄悄地抹把泪”，
这句歌词仿佛写的就是从小被抱养，
不知生身父母身份的张云鹰；是经历
婚姻失败、闺蜜离世的张云鹰；是从
湖南小城勇闯大深圳的张云鹰。而全
国优秀校长、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宝安区首个小学特级教师、广东省首
个小学语文正高级教师、深圳市首批
名校长⋯⋯这些光环和荣誉在一本真
实的口述史面前全部退隐了，呼之欲
出的是一个在变换的生活境遇里笑泪
歌哭的女人，是一个在顺流与逆流的
职场上拼搏思索的教育者。

“在曲折故事里迷恋”

张云鹰从小居住在向警予故居，
就读于警予学校，并且和向警予的后
辈相熟。“小时候我甚至梦见过向警
予 ， 醒 来 后 非 常 开 心 ， 到 处 ‘ 炫
耀’，大家都很羡慕我。”张云鹰喜欢
跟别人说这个梦，在书中也写到了这
个梦。

她非常欣赏向警予的果敢，她
说 ：“向警予短暂而光芒四射的一
生，传递给我无穷的精神力量。清醒
的认识让她在该做改变的时候从不犹
豫且能正确选择，这是她对我影响最
大的一点。在我几十年的人生中，

‘选择’是一个频繁出现的词语，也
是我一步步走到现在的推动力。”

她是 3 岁左右被抱养的，但养父
母对她非常疼爱，为她提供了安全、
富足的成长环境 。“我父亲家学深
厚，能写一手好字，也有比较深的文
化底蕴。我从小跟着他写对联、卖对
联、读古诗、练写作，说他是我人生
中第一个老师，一点儿也不为过。”

在“中师生涯 幸遇良师”一节
中，她写了在芷江师范学校读书时曾
经对她说“你叫云鹰，以后当老师也
要立大志，像雄鹰一样展翅飞翔”的
肖老师，写了对教育学有独特研究的

“特级教师”周老师，还写了乡音很
浓、遇到难题“讲得很糊涂”的数学
韩老师。韩老师是工农兵大学生，虽
然课讲得不太好，但“待学生极好，
像大姐姐一样关心每个同学”。尤其
令张云鹰感念的是，当初她报考师
范，父亲是不同意的，曾经打电话到
学校让学校不要录取她。那时韩老师
在招生办，接到电话却并没有把她父
亲的意思转告给领导，因为韩老师觉
得女孩子当老师挺好的。

在“青春正好 同窗情深”一
节，张云鹰写了唐玉文、张志媛、王
静三位学友，昔日情谊跃然纸上。

带着时代痕迹和人性温暖的故
事总是动人的，一些读过这本书的
同龄人告诉张云鹰，这本书让他们
重新回味改革开放初期，回味那
个年代和那个年代的自己。还有
一位女老师对她说，看完书立
刻给丈夫写了一封3000多字的
信。因为有感于张云鹰的父亲
对她的教育，希望自己的丈夫
对子女教育更用心。

“ 我 们 毕 业 后 一 直 联 系
着，先是写信，后是电话、
QQ，然后是微信。云鹰每年
来怀化我们都必须要见面，
一起吃饭、出游或探亲访
友。我们的友谊四十年没有
间断！”芷江师范时的同学
张志媛这次也从湖南怀化
赶来出席张云鹰的新书发
布会，同来的还有师范的
老师韩少兰。发布会结束
后，张云鹰把她们从宾馆
接到家里去住，并在周末
陪她们去逛了海上世界。
几个人用怀化方言聊着天，
时光里好像都是故事。

“在深遂哲思里升飞”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策划编辑
林 茶 居 非 常 关 注 教 育 写 作 。 作 为

《通往卓越——一个深圳校长的教育
人生》 的责编，他认为，这本书首先
是一个情感文本，以情感推动故事，
引发意义；然后才是读者意义上的

“故事文本”和学者意义上的“教育
学文本”——这就是它与其他教育类
著作的最大不同。

回溯个人经历的过往，是整理经
验与记忆的过程，也是对生命的重新
理解与感悟。“我的人生确实有很多经
历，有各种酸甜苦辣。现在看云淡风
轻，但当时是很困难、很纠结的。”作为
故事的书写者同时也是故事的亲历
者，张云鹰这样解析自己——

三十岁出头从湖南怀化地区教科
所离职，把年幼的孩子暂留老家，只
身来到广东。我在这边没有任何亲戚
朋友。有人不理解，有人替我担心，
但我还是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我这
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凡事先做最坏的
打算，如果能接受最坏的结果，就会
大胆去做。

我 所 理 解 的 “ 辣 ”， 就 是 不 服
输、不甘示弱、敢闯敢试。不管是从
湖南到广东来闯荡，还是这些年对开
放式教育的探索，都是这种个性使
然。而且我很幸运，自己的个性与深
圳的城市气质和人文精神还是蛮匹配
的。我的所谓“辣”的个性，只是更
希望活出自己的样貌，活出自己喜欢
的样子。

从某个角度说，“辣”其实也就

是真，就是真心真诚真意。所以我开
玩笑说，我是史湘云和贾探春的合
体。

在语文名师周一贯容膝斋的书架
上，也立着张云鹰的这本书。“岁月
留文不留人。”他感慨道，“对每个人
来说，一份绵长相随的回忆，往往可
以让我们日趋粗糙的生活变得细腻，
在日渐纷繁的事态中，依然多情。如
果说，人这半辈子的相遇都是碎片式
的‘零存’，那么，像张云鹰这样写
出自己的教育人生，便是一次有意义
的、系统性的‘整取’。当我在恭读
她的这笔‘整取’时，明显地感受到
她是一位要把‘育人’追求大写到底
的师者。”

说起口述史写作，教育学者张文
质认为，个人所承载的历史本身就是
当代史，因为个人叙事更真切地表达
出时代真实的、丰富的、容易被忽视
的细节。口述的方式会带着生命的温
度淋漓尽致地把生命的丰富性表达
出来，同时，在叙事的过程中，包含
着对 自 己 生 命 的 重 新 理 解 和 反 思。

“这种对生命的重新理解，会产生一
种自我治疗的功效。这也是口述史的
文化功能，它所做的实际上是心灵安
顿的工作，而安顿心灵，这是人一生
的课题”。

人的一生如草木一秋，留下些生
命的印记吧。这也许是张云鹰想用这
本口述史告诉我们的。

半生故事一本书
——深圳校长张云鹰和她的“口述史”

本报记者 王珺

最新书事 书海观潮

我的2019书单

本报讯 由中共辽宁省委宣传
部、清华大学主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献传播通考》出版座谈会日前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中宣部、教育部
相关领导出席并讲话。来自全国马克
思主义理论界、教育界和出版界的百
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国家出版基金支持的大型出版项
目《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
是国内第一套比较全面、系统地考证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的大型主题
图书，是一项重大的政治理论建设和
出版工程，也是辽宁为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策划组织的大型出版工程。与会专家
学者认为，丛书的出版为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源
和学理基础，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马克
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传
播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同时也为我国
出版平台与理论平台优势互动，努力
打造学术精品和出版精品提供了合作
范例。

座谈会上，辽宁出版集团与清华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人民出版
社与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
思主义传播史研究中心分别签署了合
作协议。

据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
通考》计划出版 100 卷，首批 20 卷已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余下各卷预
计于2021年全部问世。

（缇妮）

《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传播通考》出版座谈会在京召开

1. 《经典与树人》 岳维鹏 著 宁
夏人民教育出版社

“常读经典，回到原点，探索教
育初心”是岳维鹏校长挂在口头的一
句话，他所著 《经典与树人》 正是一
本力图回到原点的著作。此书颇不同
于其他教育论著。作者并不想当然，
而是老老实实地研究古典文献，字斟
句酌，不妄说一句，也不随意展开。
本书共有六个部分，从“四书”追寻
到“先秦”的其他典籍，从“汉唐”
儒学深入到“宋明”学家，更寻迹于
清学典籍探索教育智慧，最后，也从
民间传统教育的智慧中去探索教育的
一些基本策略和规则意义。怪不得顾
之川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说：

“他敬畏经典，有着强烈的继承情
怀。此书是国内第一本按照此规律探
寻的教育著作。”

2. 《依稀识得故乡痕：漆家山 50 年村
史》 漆永祥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已经很多年没有一气呵成地读过
整本书了，此书是近些年来第一本让
我熬夜读完的书。读完恰是天空发白
之际，丝毫没有疲倦，心中充满感
慨，因为读到了真实经历，现实有
情，历史无情。漆永祥先生说，“自
古僻壤皆无史，且留一册在人间”，
仅此一句就深动情怀。严格说起来漆
家山距离我生活的地方不远，送给我
书的陈恒舒博士说，“此书一定会勾
起你的故土情思”。果然如此！透过
此书，我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西部黄土
高原上的人物风情、习俗习惯，认识
了作者笔下的漆家山众生，也就了解
到漆永祥先生做学问的真性情。最重
要的是，它不是虚构作品，而是严格
意义上的家族史探寻，寻到了文化源
流从民间上升的唯一通道。

3. 《西夏史诗》 杨梓 著 黄河传
媒出版集团阳光出版社

我 在 2000 年 读 过 《西 夏 · 上
卷》（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 年读
过 《西夏史诗》（文化艺术出版社）
整本。如今阳光出版社再版了这本
书。诗人杨梓提笔写下第一行有关西
夏的诗句是在 1995 年 1 月 20 日，写
作完结是在 2004 年 3 月 20 日，整整
十年。西夏，这个曾行走在西北土地
上的隐秘王朝，通过诗歌的形式得以
再次呈现，从平原到高原、从兴盛到
衰亡、从命运的高点下沉到历史的低
谷、从故去到再次在诗歌中鲜活起
来，因为诗歌本身的叙述暗合了西夏
的历史，读者可以从全新的视角了解
西夏。建议读者暂停脚步，卧看风云
沧桑变幻。如果史诗中的景象能引起
内心悸动，何妨安坐于室内，品读

《西夏史诗》，只要阅读就一定会得到
“将刹那收于永恒，将辽远隐于草
芥”的感受。

4.《点亮生命灯火》 于漪 著 商务
印书馆

于漪先生是中学语文界的榜样，
也是全国教育界的楷模。先生的远见
着实令人钦佩，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
代，就清晰地看到了语文教学对国家
未来的意义。她说，“我们今天的语
文 教 学 不 是 建 筑 在 零 的 基 础 上 ”

（P118 页），仅此一句，我们就能意
识到，于漪先生 40 年前提出的继承
与创新的问题，在今天看来更加重
要。先生不是在某个问题上纠结，而
是放开眼界，既看到历史的问题，也
看到空间的问题，心中有大中国的情
怀。不仅仅是具体到一节课的教案，
也深入到思想精神的层面，如何教育
学生，如何培养教师，都是她具体关
心的内容。关心成长、关心未来，从
个体到整体，都在她的心中。当创新
实现之时就是教师意义的呈现之时。
先生之书，时刻在点亮教师的精神世
界！

5.《历史的温度》（1、2） 张玮 著
中信出版集团

这两本书主题分别是“寻找历史
背面的故事、热血和真性情”“细节里
的故事、彷徨和信念”。张玮从他的微
信公众号“馒头说”推送文本开始，一
直写了下去，写到让我觉得不可思议，
如此多的人物，要探索如此多的历史
细节，得阅读多少书籍？可以说是困
难重重，尤其是从历史人物，追寻到现
实生活，从一个角度，写到诸多角度，
阅读与写作变成了一个不断的推进过
程，过程是最有力量的。历史的光明
与黑暗、人性的探究与品读、世界的疯
狂与平静，每一样，都解读到最深处。
读张玮，可以更好地反省自己：我们如
何把自己交代给历史？

荐读者：
安奇（诗人、宁夏教育厅教研室

语文教研员）

本报讯 经过 17 位专家学者的
评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人文
社科好书榜近日揭晓，共计评选出包
括《共和国教育公平之路》《人行道王
国》《文字传奇：十一堂法国现代经典
文学课》《杜威在华学谱》《中国好故事
Tales of China》等在内的“20+2”种
年度好书。

2019 年，华东师大出版社原创
作品的整体表现引人瞩目，体现了学
人、著者的高水准，为读者带来层层

递进的阅读体验；引进作品的不俗风
貌，体现了著者、译者、出版者对社
会的深切关怀，启发读者进行深层次
的思考。

稳健的社会发展需要深度的人文
思想来支撑，美好生活的构建则需要
持续的精神力量来滋养。这些好书兼
备学术性、当下性、可读性，不仅帮
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自身的文化与历
史，更拓宽了读者认识世界的入口。

（杨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人文社科好书榜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