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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高三家长，一个妈妈和
一个爸爸分别给我讲了各自孩
子的故事。

妈妈说：“女儿伙同一帮同学
把语文老师劝下了讲台。我女儿
说，老师您挺着大肚子上课多不好
呀，保护下一代要紧，您的课我们来
帮您上吧。我女儿为了上好苏轼专
题，读了三本《苏轼传》。你知道吧？那
次考试，考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
相信。但我不知道，那个老师作何感想？

爸爸说：“期中考试前一天儿子说他
累了，晚自习溜去了电影院看《小丑》。我跟
儿子说，以后只要你想看电影，我都帮你请
假。你知道吧？第二天作文题目《自主》，我儿子
就从《小丑》下手，结果作文成了。”我相信。但我
终于知道，高三为什么有那么多作文不成了。

这两个故事，我在大大小小的场合转述了
许多次，意思很简单：阅读与考试本不是冤家
路窄，何必让其决一死战？

没错，阅读还远远没有我们设想的丰满。然
而，阅读的病固然需要阅读治；教育其他的痼疾，我

想一旦阅读理想发生，估计也就不
治而愈了。阅读作为一个复杂的
学习系统，理解和践行需要大眼
光、大格局。不然，考试与阅读
确实不能达成和解。阅读的诸
多匪夷所思，都是考试左右的病

态心理在作祟。现在，很多阅读
围绕考试发生，结果是“执象而求，

咫尺千里”，阅读走向阅读的反面。
太多的人把阅读挂在嘴上，把分数放

在心上，把试卷放在手上，乃至把阅读
当成考试的对立面。掺杂了不良动机的

阅读，又哪能带来对考试的利好？
阅读是阅读的逻辑，考试是考试的逻辑，

这是两个系统，混淆不得。如果梳理两者之间
的逻辑，应该是：阅读优先于考试，考试服务于阅
读。更迫切的一个话题是，要让“考试，为了更好
地阅读”，考试要好好研究阅读。

我所理解的推动阅读，本质上是用阅读的丰
富性成就儿童成长的多样性。别的学段不敢说，
初中层面目前阅读最大的不足，恐怕是大家在读
同一本书。如果观点成立的话，结论就非常可

怕。我是“三全（全科、全程、全员）阅读”的拥趸者，
也是阅读素养“非标之标”测评的倡导者，阅读推
进的要义在于个性的选择和丰富。好在推动阅读
的西西弗斯越来越多了，像我前文两个小故事的
主人公一样，做阅读明白人，用阅读及阅读的思维
摆脱教育的“剧场效应”，为孩子成长赢得个性可
能。阅读这块大石头，永远不可能再次滚落山底。

没错，我确信这是一个阅读的好时代。

阅读是“病”，也是解药
祝荣泉

作为阅读推广人，要对为什么
读、读什么、怎么读等重要问题有
自己鲜明的主张与实践策略。

为什么而读？为中国未来
而读。这不是我创造的表达，
而是中语会阅读推广中心提
出的纲领，我深表认同。为中
国未来而读，是面向未来做教育
的重要举措，它立足于为国家培
育未来的合格公民，总目标指向中
国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这是我们
做跨领域阅读推广，乃至面向未来做
教育的真正意义所在。

读什么？我们提倡跨领域阅读。文
学的、历史的、艺术的、哲学的、科学的、博
物学的、社会学的⋯⋯凡此种种，不一一而
论。中小学阶段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即

“帮助学生打开一扇又一扇的门窗”，让孩子们
通过阅读去了解这个世界，看到外部世界有各
种风景，色彩又是多么斑斓，从而激发学生对
这个世界的好奇心、探索欲，引领他们走入更
广阔的天地。不仅如此，新兴的、综合的、有差

异的学科正在不断涌现；一些重
要的当代现实问题早已超越了
彼此割裂的各学科，具有跨学
科的特性；新的增长点更是常
常发生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
上⋯⋯因此，学生的阅读并不
仅限于文学领域，要有目的地

向各个领域扩展和延伸。阅读
推广人应努力帮助学生构建更

为完善的知识结构，发展与提升
各种能力，以更好地应对未来。

怎么读？一是要针对自己发问，
二是要针对学情。先是搞清楚“我怎

么读”的问题，继而考虑如何将自己作为
成熟阅读者的经验加以总结、归纳、提升，

再将这些真实、有用的技能传授给学生。关
于这一点，我的个人经验是：推广跨领域阅读，
务必让自己成为具有跨领域阅读的丰富经验
与真实能力的人。要走出个人的精神舒适区，
通过海量阅读，先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一
旦把自己变成行家里手，所谓“怎么读”或“怎
么教”的程序性、策略性知识就会水到渠成、自

然而然地产生。
在我看来，阅读，本就是天下一等一美好的

事；阅读推广，不过是将人类对书籍的美好情
感、自己作为教育工作者对阅读的美好理念，努
力传播给更多的人罢了。“书渡有缘人”，我愿意
继续与书为伴，做个精神世界的摆渡人。

与书为伴，做精神世界的摆渡人
周群

周群
北京景山学校

特级教师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保持着一
个习惯，在触手可及、望眼所见
之处总有一本书——于我而
言，书，有时并不是读的，就算
是摸一摸也会感觉很美，很
满足！我时常会感到知识恐
慌，但只要有书在身旁，心里
自然就会踏实些。

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
我并没有什么鲜活敞亮的名牌大
学学历光环，也没有什么鲜明透彻
的学术功底支撑，更没有什么鲜丽璀
璨的头衔荣耀⋯⋯我常常自诩是“穿着
草鞋的追梦人”，从农村出发，穿越田野的
繁花似锦，以书为伴，让我遇见了教育的美
好，看到了学校的生动，听到了成长的节律。
阅读的过程，让我真正感受到怀特海笔下所谓

“立起身来”的自觉与力量。
一个人是需要“立起身来”的，唯有

“立起身来”，他才能够环顾四周，才能够有
大视野、大情怀、大格局。黑格尔告诉我
们：“人类是依靠思想站立起来的。”那么，
如何让思想“立起身”来呢？俄国图书学家
鲁巴金解释道：“阅读是在别人思想的帮助
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可见，理想的阅
读让教师不仅“腹有诗书气自华”，更让教
师真正成为一棵有思想的苇草，而在我看
来：教师的全部尊严应该都系于他的思想，
这应该也是他真正能够“立起身来”的真正
内动力。

为此，我们设立“读书月”，建立“深度
阅读读书小组”，成立“星阅读”“新教育”
等十几个阅读推广工作室，不断推进教师专
业化阅读。同时，通过“图书漂流站”，开展

“活页阅读”“微信读书分享”“读书沙龙”
“阅读之星”等评比，让阅读成为校园风尚。
我们还着力打造三级校园书香网络，为学生
建构家庭、学校、社区三位一体阅读群，同

时，注重开发与利用现代化的阅
读方式，引进“超星”阅读
机，并不断推进校园流动书箱
建设，开辟“阅读大巴”“书
适空间”等，创造不一样的
阅读氛围⋯⋯

作为校长，我始终把教
师的成长作为自己最高的荣

誉，迷恋于他们点点滴滴的改
变与发展。现实中，我的能力是

有限的，但书中的智慧却是无穷
的。依托阅读，基于阅读，回归阅

读，我们一定能够给予教师一种自觉
而深刻的生命照耀。无限相信阅读！无

限相信阅读的力量！

阅读，照亮生命的自觉
奚亚英

奚亚英
江苏省常州市
武进清英外国
语学校校长

古人云：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毫不谦虚地说，我
在“读书”和“行路”两方面结
合得还算可以。

一方面，我自己读书，也
要求学生读书，还自告奋勇带
领亲戚朋友的孩子每逢周末
到当地的“北麓书馆”读书。孩
子要读的书分为三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类，教材《论语选读》是
根据自己为高二学生开设选修课时
的讲义整理出版的；中外名著类就像

《城南旧事》《窗边的小豆豆》等；精美时
文类少不了汪曾祺、梁衡、林清玄的作品。

另一方面，关于“行路”，我们发起组织
了“家在静宁”游学·读写特训营，不读书的周
末，我们要么在县城博物馆，要么在城郊厂矿企
业，或者干脆就在田野乡村，一如“莫春者，春服
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
雩，咏而归”，这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教育。

如果说自己读书是爱好的话，要求学生读
书则原因有二：现在不阅读，根本应付不了考
试！往大点儿说，让孩子们遇见更好的自己！

有人不止一次问过组织游学
的初衷。在自己有限的教书生
涯中，我固执地认为孩子们的
作文经验一方面来自阅读体
验，一方面来自经历了的生
活。读书为孩子们打开了一
扇通向世界的窗口，他们为此

学会了想象，学会了思考；而
“行走”，一下子将书本上的知识
变得生动、鲜活起来，而且他们在

行走过程中，还学会了观察，学会了
表达⋯⋯

这些只是一些“术”的层面上的问
题，关于“道”，我能说些什么呢？“行路”的

过程，明显转变了孩子的学习方式；另外，朴
素的风土人情，美丽的自然资源，浓厚的乡土
文化和农耕文明展现出的独特魅力，激发了学
生了解和热爱家乡文化的情怀；还通过与人的
接触，与社会的接触，与自然的接触，自觉不自
觉地培育了他们核心素养的发展。

是的，大家都知道“读书”“行路”有益，但
推动起来的确不易。英国威斯敏斯特教堂的
墓志铭的主人，那个躺在床上、行将就木的老

者的一番话，给了我诸多启示：如果一开始我
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
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
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
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我愿以一叶之力，推
动一树繁花。

愿以一叶之力，推动一树繁花
杨叶

杨叶
甘肃省平凉市

静宁一中
教师

一个人走，会形影孤单，一
群人一起走，会走得更远。和

“烧柴煮书”教育人读书会的
书友们一起读书的日子，岁
月不再孤单，日子有“苦”
有乐。

有读书会，读书不再孤
单，曾经认为读书是一件很自
我的事，后来在自己的读书旅
程中渐渐体会到“独学而无友，则
孤陋而寡闻”。同样一本书，有一
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我们通过每月共读一本书，每周写一
篇读书随笔，互相完善着从读书生长出
来的观点和主张，同时互相启发生长出新
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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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个煮海为盐的活”渐渐成
为我们读书会的共识，读书让我们有了“日
日无知”的敬畏之心和“日有所知”的恒久
之力。清代张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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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张书
友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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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书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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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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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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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 广 阅 读 是 一 件 很 “ 苦 ” 的 事 情 ，
“苦”在倡导书友们读的书自己要先去读，

倡导书友们写读书随笔自己要带
头写，经常让自己成为书友们

的“靶子”。然而这个“苦”
倒逼着自己坚持阅读、坚持
分享、坚持推广，让自己的
精神生命不断发育生长，让
书友们在专业发展的路上不

断叩问着教育的本真，不断
追寻着教育的本源，不断厘清

着教育的本质。和一群人一起在
阅读中生长，这种“苦”就像一

剂良药，时刻让自己不断脱离无
知、浅薄、狭隘，醉心在与先哲们的

无声对话之中。
西汉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之可

以医愚”。我们戏言“药可以停，读书不能
停”，药是苦的，读书也是“苦”的，“苦”
中作乐，我们自得其乐。

“烧柴煮书”，有“苦”有乐
卫功立

影响我的
一本书

〚推荐语〛

从教40多年来，奚亚英广泛涉猎教育、管
理、人物、文学各类书籍，平均每年阅读量达
300余册。她坚信：没有比阅读更幸福的事
情。而阅读也在悄悄改变着她的人生，延展
着她的教育格局，她将阅读的养分“化”进课
堂、“化”进管理、“化”为细节、“化”为儿童。
她在将阅读沁入自己教育生命的同时，也将
一颗颗阅读的种子植根于师生心中。她说：

“我愿用自己一生的努力，建造一座属于心灵
的图书馆。”

在她的领导下，湖塘桥中心小学从一所农
村小学，变成一所包括8所学校、2万多名学生
的常州市第一家公办教育集团；如今，已退休
的奚亚英在武进清英外国语学校担任校长，她
又以普适课程、专设课程和自创课程，实现了
学校“七号课程”的“三位一体”架构，实现了国
家课程、地方课程的彻底化校本实践，使该校
成为中国民办教育改革创新示范学校。

卫功立做过14年小学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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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他和一群志
同道合的教师办起读书会，用阅读润泽和
丰盈教育生活。到2017年，读书会正式命
名为“烧柴煮书”教育人读书会，成员也
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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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还通过微信群成员
以点带面辐射，群成员创建的读书会越来
越多，参与阅读和写作的教师也越来越多。

他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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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久为功，聚沙
成塔，如今越来越多的教师参与阅读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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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上好一节语文课？语文课能给学生带
来什么？怎样让学生真正学会独立思考⋯⋯这
些是杨叶一直思考的问题。他认为，写作是突破
口。课堂上，他给学生讲民生百态，讲写作、教方

法等。下课后，他带领学生进行整本书阅读，开
设“电影欣赏”课，创办文学社，编印社刊《初心》，
带着学生们亲近自然，体味生活。另外，他还
团结了一帮当地中小学教师读书，在“文屏书
院”微信群里共读《照亮校园的常识》《推动自
己就是推动教育》等书籍。

其实，他来静宁一中前在当地教育部门负

责基教工作时就开始推动教师读书了。那时，他
组织实施全县“师生读书工程”，开展师生读书征
文大赛、经典诵读等活动，他发起的“寻找静宁县
最爱阅读的教师（学生）”活动反响强烈。有人问
他为何选择从教育局到学校去教书，他说：“我想
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他看来，推动读书不
易，但他愿以一叶之力，推动一树繁花。

“让阅读成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做幸福的
读书人。”每迎来一届初一新生，周群都会向学
生们宣讲她的理念。在她看来，学生热爱阅
读，沉浸在阅读中，读就会真正地发生，学生就
能自己发现，进而自主建构。

周群从2014年开始进行初中语文学科项
目学习的设计与实践，并带领学生进行“1+X”
阅读。她认为，跨领域阅读是特别好的理念，
要从一线教师的最近发展区入手，科普科幻阅
读是突破口。2016年至今，她在不断学习中
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从2017年北京景山学
校“创意·创新·创想”科幻教育论坛，到2018

年、2019年全国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大会，她
在其中扮演了中小学科普科幻教育实践者和
推动者的角色。

做一名种子教师，在学生们心里播下阅读
的种子，在教师们心里播下“面向未来做教育”
的种子。这既是她许下的诺言，也是她行动的
最好写照。

祝荣泉自称是“阅读的杂食动物”，大部头
的学术性著作、经典或畅销书、音视频以及电子
书都会涉及；他定义语文教师的角色是“人类优
秀灵魂的搬运工”，认为语文教师要从“一般阅

读”走向“专业阅读”，能通过自己的阅读给学生
“搬运”优秀文本。

2009年，祝荣泉的“广义阅读教学”课程实
践和课题研究，成为当年教育部立项课题的子
课题，试图为阅读贫乏的乡镇初中学生，提供一
份较为完整的语文课程菜单。2015年，他设计
的“生态语文课程基地”获评苏州市级课程基

地，每学年开办一次“生态语文节”汇展基地建
设成果。如今，阅读与考试、阅读与测评是他更
多思考的问题，力图在区域内打通两者壁垒。
他认为，阅读素养测评是改变阅读现状的枢纽
工程。作为内容的开发者，他和省内一帮志同
道合的语文教师共同研制的“看客壹佰”阅读测
评系统，促进了阅读整体发生。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

醉心尼采 《论我们教育机构的
未来》，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开篇说：

“这本书是为少数人写的，作者用它来寻找
散落在各处的超越时代骚动的人。”诚哉斯
言，我思故我在，尼采这句话冷峻而孤独，
但这种孤独却是遥远夜空中的一束光。在这
个骚动的时代里，当我们在书中遇到孤独的
作者，我们会顷刻成为一个安静的人。

阅读的快感不是读得心潮澎湃，而是读
一本书读到背心发凉的时候，为自己的无知
和躁动而产生深深的愧疚感，这个时候，我
就会想起尼采，想起尼采的这本书和这句
话。尼采抱住那匹被马夫虐待的马的脖子的
时候，他彻底失去了理智，一代哲学大师就
此终结，而留下的文字静静地等着我们这些
散落的人。

影响我的
一本书

《我的教育理想》

虽然这本书首版于 2009 年，
但至今读来仍觉意味深长。全书试图通过
追问、描述、预设、分析、探讨、呈现等方式，
来激活和唤醒现实中的“教育基因”，通过
迭代式切片、内涵式思辨和情境式融合，实
现理想教育与现实教育的接轨。

书中不仅有扎实的行动规划，更有辽
阔的星辰大海。它让我明白：教育的价值
就是生活和生命的价值。教育的一切美好
都将在理想中萌芽，在现实中生根，在行动
中开花，唯有乘着结子飞翔的愿力去遨游，
那么，这份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成就感定当
如期而至，成为我们一生温暖的记忆。当
然，最重要的是该书还为所有致力于教育
变革的组织者、参与者、体验者心中安上了
一个罗盘，告诉我们：要坚定方向、立即
行动。

〚推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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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我的
一本书

影响我的
一本书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

在我看来，一个老师，不论
教哪一学科、是否做项目学习，

都应梳理自己的教育信念。我的教育信
念是：对于初中阶段的学生，语文教师必
须助其“双向打通”。向内，帮助其建立
其精神内核；向外，必须引领他们走入比
学校更广阔的社会大课堂。要做到“双
向打通”，需要教师既立足于当下，又着
眼于未来。

“面向未来做教育”，我们要思考未
来对人才培养究竟有哪些要求，全球的
教育已经和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等诸多
问题。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入了解，我
们才能真正着眼于学生将来的发展，对

“哪些能力是学生闯荡未来世界所必备
的”进行深入思考并做出回答。在这一
方面，哈佛大学教授戴维·珀金斯撰写的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一书给了我
非常多的启示。

影响我的
一本书 《宽容》

2010 年秋冬，因为有大把的读
书时间，所以决定读《宽容》。读得很

辛苦，西方文明史上那么多灿若星河的名
字没几个是熟悉的，于是一边啃原文，一边
打开电脑百度名词解释。就个人有限的阅
读史，从没有一本书有如此的“信息密度”，
让我几乎在每个文字间频频逗留。有“密
度”的书，不仅在于庞大的知识覆盖体系，
更重要的是知识与知识碰撞产生的智慧裂
变。《宽容》在我看来，就是一本高能之书。

余华有一本书，叫《音乐影响了我的写
作》。平心而论，《宽容》的具体内容已经忘
记殆尽，而且当时读得也只是一知半解，但
它确确实实影响了我的思维方式。它为一
个语文教师描绘了人文主义的精神面貌，
并时刻提醒自己站到更高的立场去思考问
题、站在更远的时间维度上去评判问题。

《平凡的世界》

当我很郑重地写下《平凡
的世界》时，我的内心是忐忑
的：今天再提这部书，自己是不

是太老土；或者人到中年再拎出这部书说
事，自己是不是很矫情。当再一次看到

“只能永远把艰辛的劳动看作是生命的必
要；即使没有收获的指望，也心平气静地
继续耕种”这句话时，一些奇怪的念头瞬
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少安、少平的
形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们在这平凡
的世界中，虽然遭遇各种困难和痛苦，但
他们不甘屈服于命运，通过不断超越自
己，在贫穷中追求着理想和幸福⋯⋯

路遥呕心沥血谱写的这一曲充满活
力的生命之歌，成了一段历史和一个时代
的缩影。有人说，孙少平的经历与路遥青
少年时期的经历十分相似，事实上，孙少
平的经历又何尝不是我们这一代农民子
弟生活的影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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