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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有一个经
典的观点：“效率是以正确的方式做
事，而效能则是做正确的事。”就做
事 而 言 ， 首 先 就 是 要 “ 做 正 确 的
事”，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下，再确认
是正确地去做一件正确的事。这么说
似乎有点儿绕，但是，当读到孙民云
老师 《追寻对的教育方式》（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一书，就让我想到这
些，对教育人来说，追寻对的也即正
确的教育方式，不正是所有教育工作
的起点与路径吗？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分别是
“读：追寻教育的精进之道”“思：追
寻对的教育方式”“行：追寻‘因我
而改变’的价值”，三篇内容对应了
书名的三层意思：在阅读中确认教育
方式，在思考中把握对的方向，在行
动中追寻教育理想。

先来看看孙老师的读。他在阅读
中确认了哪些教育方式？从各章文题
可见一斑，如“反思，教师专业自觉
的重要标志”“教学机智，教师应该
走进的境界”“起于生命，达于生
命”“遇见更好的自己”⋯⋯之所以
在阅读里发现教育方式，不能不提的
是，孙老师所读多为经典著作，他透
过经典，接收到了无数美好教育的信
号。比如开头数章，他读的是 《教学
机智——教育智慧的意蕴》，马克
斯·范梅南的作品。这本书是教育现

象学的大成之作，不仅在于对教育智
慧的阐释与传达，更在于这本书极为
情境化地回应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所
应有的正确观念与行动策略，聆听儿
童的需求，迷恋儿童的成长，孙老师清
晰地意味到这些，所以他会这样写道：

教师专业发展首先要解决的是让
每个法律意义上的教师成为教育学意
义上的教师——真正的教师。⋯⋯让
每名教师成为真正的教师，简单来
说，就是要如同马克斯·范梅南在书
中指出的那样，发展一种“指向儿童
的价值取向”。

毫无疑问，这样的教育方式，是
立足于教育原点，对教师、对学生来
说，都有着重要意义。

孙民云老师对另一本书的精读，
同样值得一提，即怀特海 《教育的目
的》。孙老师归纳出三条，传达出怀
特海本书的思想精髓，几乎称得上是
教育箴言：生命：“人”是教育的根
本目的；生活：教育的唯一主题；生
长：适应学生智力发展的节奏。今天
看来，这几个提法并不新鲜，但 《教
育的目的》 诞生于上世纪 20 年代，
引领了教育的先声，尤其对于教育的
节奏的分析，至今仍有现实意义，而
孙老师的解读，难得的就是他的理
解、辨析，都是从活生生的教育现场
中来，贴近一线，能很好地将这些教
育方式讲透彻，为人接受。

再说“对的”，这不断体现在孙
民云老师的思考与追问里。事实上，
孙老师对什么是“对的”，有自己深
入 的 思 考 ， 所 谓 “ 战 战 兢 兢 地 行
走”，在我看来，这恰恰是当下很多
教育工作者缺少的谦卑与内省，他
说：“何为对的教育方式，本身就是
一个难以确证的问题。”“教育的困难
在于，教育的结果往往要多年后才知
道，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这是何其理性，又是何其温暖！
我以为，能有这样的敬畏与细谨，那
么所做的教育离“对的”总会慢慢靠
近。中篇之“思”近 30 篇文章，正
是通向“对的”的桥梁与通道。作者
评论教育现象，观察教育教学现场，
思考教师专业成长，还有对办好学校

的零思碎想，从这当中，提炼出具有
普适意义的正确的教育观念与方式，
用他的话说：“虽不能体系，但我个
人的教育观念、办学思想等自然而然
地‘粘贴’其中。我也相信，只有过
上反思性的教育生活，勤于观察，善
于思考，教育者才可以真正明白教育
的可为和不可为，当为和不当为，对
的教育方式方能逐渐明朗。”

若说教育即行动，应该无人反对，
坐而论道，莫如身体力行，由此观之，
全书第三篇“行”，既是此前读与思的
延续，更是对读与思的实践升华。本
篇文字是作者跨越十年，作为海沧区
教师进修学校负责人写给团队的书
信，与伙伴对话，讲述学校故事，表
达建设愿望，书写学校愿景。从这些

饱蘸真情的书信中，能看到一位教育
行动者，在十年的光阴里，为区域教
育所付出的努力和辛苦，也能读到他
对教育的理解更趋明亮且从容。

在书里，孙民云老师多次提到马
克斯·范梅南的“召唤”，“只有当我
们真正感受到教育作为一种召唤而激
起我们的活力，让我们深受鼓舞时，
我们与孩子的生活才会有教育学的意
义”。他说，教育即聆听召唤，并以
行动回应召唤。那么，从这个意义上
讲，《追寻对的教育方式》 正是孙民
云老师对作为教育人的读者的召唤，
就让我们以“追寻对的教育方式”，
回应他这份真挚而炽热的召唤吧。

（作者单位：江苏省兴化市第二
实验小学）

教育即聆听召唤并回应召唤
冷玉斌

书里书外

阅读童蓓蓓老师的 《一张桌子一
本书：在阅读课上遇见你》（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感觉像是走进了一
个清新别致的师生共读小世界，这个
世界里有别样的阳光和空气，它简单
而纯净，但也丰盈和蕴藉。

童老师曾在中学执教语文，后来
又做过编辑，2011 年进入杭州“越
读馆”，成为一名独立语文教师，自
编教材，自创课程。这位“教育探索
者的旷野历程”，看似有些特立独
行，但她的课堂实践却是接近儿童阅
读心理和母语教学本质，因而产生了
非同一般的育人效果。

创意课堂+问题设计

这本书的第一辑，童老师为读者
提供了 15 份创意阅读课堂的教学实
例，透过这些精选的实例可以看出，
童老师的阅读课在文本的选择、问题
的设计以及课堂的具体操作方面，的
确是别具一格。

文本的选择，始终是儿童阅读指
导课面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童
书出版业发达的今天，儿童读物琳琅
满目，各种“推荐书目”“阅读书
单”更是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对于
有经验的语文教师来说，童书的选择
必须要有基于个人阅读经验之上的独
立判断，要真正适合儿童阅读。文本
选择当然不是“非经典不可”，但经
典的阅读，毕竟是绕不开、避不过的

一块高地。童老师说：“文本的经典
性决定了语言的质量、密度和含金
量。只要是经典文本，其语言必然有
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只是我们需要选
择——学习其哪一方面。”是的，选
择经典，对众多阅读引领者而言，已
经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学习其
哪一方面”，思考的角度却不尽相
同，甄选的能力也各有千秋。在浩如
烟海的经典作品中遴选出真正适合儿
童阅读的文本，再将文本中有价值的
内容进行独特的设计，“取其精华”，
为我所用，是需要教师的“慧眼”和
魄力的，在这方面，童老师显然已经
开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穿透故事的你的眼—— 〈绿野
仙踪〉 与 〈西游记〉 比较阅读》 一文
中，童老师讲述了“比较阅读”的具
体操作过程：将“内部有着惊人的相
似”的两部中西方名著放在一起，她
带领学生研究的问题是“穿透故事的
外壳，找到叙事的经脉和梦想的内
核”。课堂上，通过分组自由探讨、
师生共同交流，他们先是发现了两部
经 典 共 同 拥 有 的 “ 梦 想 的 内 核 ”，
即：“相比他们所要到达的目的地，
主人公们在旅途中所经历的种种艰辛
和欢欣雀跃，他们所感受到的精神压
力和情感浸润，才是真正塑造他们内
在生命的力量。”然后童老师引入神
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的神话理论
图表，让学生有选择地寻找“英雄故
事结构”上的对应点，学生不仅乐于

参与，轻松完成，而且欣喜地发现了
其中的“秘密”——人类集体潜意
识。整个过程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学
生收获的是单独阅读这两部经典很难
收获的探究乐趣和深度思考。这样的
创意课堂，显然大大提升了学生的阅
读质量，教师的阅读视野和课程设
计、操作能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
用。

阅读课上，童老师不仅精心设计
自己的问题，也特别重视学生的问
题。她说：“我不敢说自己在‘培养
学生的提问能力’，我只能说，我愿
意和他们一起躺在没有雾霾的星空
下，诚实地袒露自己的无知，然后发
出自己稚嫩的声音。当学生提问时，
我会让他们的问题成为课堂的一部
分。”“《霍比特人》读书会”“《三只小
猪》跨文本阅读”“ 《亲爱的汉修先
生》 全书阅读”“求生课的语文味”

“CPC 课程里的问题探讨”“如何跟
小学生谈死亡”等课程的开展，形式
多种多样，加上独特的问题设计、有
趣的课堂生成，让童老师的阅读课独
具魅力。更重要的是，经由童老师的
课程设计，这些经典文本焕发出了新
的活力，拥有了新的亮色，这就使参
与阅读的每一个孩子都受益匪浅。

儿童立场+阅读本位

童老师的阅读课别具一格，但并
不是刻意标新立异，相反，她有自己

的坚守，这种坚守就是：始终站在儿
童的立场上，从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
和阅读特点出发，结合自己的阅读经
验，独具慧眼地选择文本，匠心独运
地设计课程，让孩子们在阅读中充分
地释放天性，真实地表达情感，并且
学会独立思考和批判接受。即所谓

“儿童立场”。
《儿童立场》 一书的作者成尚荣

老师非常关注儿童阅读，针对当下儿
童阅读中存在的“工具化”“表演
化”“运动化”问题，他提出了这样
的观点：“积极自然的状态，是儿童
阅读的理想状态。让儿童在阅读时保
留他们的童真童趣，让阅读成为儿童
生活的一部分，让教育渗透在阅读
中，让儿童以个性化的方式阅读，让
个性在阅读中得到发现和发展。在这
样的状态中，阅读的兴趣比意义更重
要，视野开阔比知识获取更重要，行
为习惯的养成比读书数量更重要。也
正是在这种积极自然的状态中，儿童
的心灵得到滋养，精神得以发育，生
命蓬勃成长。”我想，在童老师的课
堂上，我们看到的，正是这种“理想
状态”。一名叫朱翌潇的高中生回忆
童老师的阅读课时说：“在‘大人’
世界里，存在着各种条条框框和‘这
个不许’‘那个不可以’的限制，而
在童老师的课上，你却从来不会感受
到教师的咄咄逼人，师生之间没有隔
阂，教室里永远不会冷场。”

平等对话，这是儿童阅读指导者

必须要重视的问题。成人带着孩子阅
读，难免会犯“经验控”的毛病，我
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想给孩子指出方
向，提供借鉴，但是成人对文本的理
解，对文学角色的定位，往往和儿童
有很大的反差，我们常常先入为主，
生拉硬拽，甚至强势灌输，不给孩子
留余地，忽视“阅读主体”的过程性
体验，所以，阅读也就变得僵硬死
板，千人一面。童老师的课，敢于打
破常规，特别是跳出成人思考的圈
子，给学生留出自由表达的天地，孩
子们在阅读过程中呼吸到了新鲜的空
气，收获了不一样的快乐。

阅读本位。童老师虽然脱离了体
制，但是，她并没有离开课堂，更确
切地说，是没有离开阅读本身。一个
爱阅读、会读书的老师，才能很好地
带领学生去阅读。本书第三辑，所谓

“最沉重、最艰涩”的部分，是童老
师的书评，也可以说是她“文本细
读”功夫的呈现。童老师对两部当代
小说 《极花》 和 《草房子》 的解读，
女性立场鲜明，观点新颖，见解独
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资深”阅读
者的真诚和谦逊，正因如此，她的阅
读课才呈现出别样的魅力。“没有这
部分，也就没有了课堂的轻盈和甜
美。成为阅读者，是教授阅读课的前
提；自己爱阅读，才能激起他人的阅
读兴趣。”童老师如是说。

（作者单位：河北省张家口市桥
东区五一路小学）

成为阅读者，是教授阅读课的前提
张艳亭

新书速递

《人生的病》
吴迎君 选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有病方知身是苦，健时多向乱中忙。
本书搜集了民国时期的文献，编选出关于
人生之病的散文和杂文，包括梁启超、鲁
迅、老舍、茅盾、郭沫若、周作人、徐
訏、郁达夫、林语堂、沈从文、丰子恺、
萧红等名人佳作。

书中所列病疾包括生理上的病症和精
神上的疾患，乃至国家、民族、文化上的
病疾——从牙痛、鼻塞、目疾等生理之
病，述及自大狂、幼稚病、浪漫病、浅薄
病、时髦病、美丽病、“人之患在好为人
师”等精神之病，乃至时疫、媚外、恐
日、“国病”“中国人的病”“三十六年来
之痼疾”等社会之病，有感叹“病的烦
恼”，有宽慰“因病得闲”，有安享“病中
福”，有妙言“有病反能长寿论”，有省思

“无病之病”，各呈高见，风光景致皆有不
同，一路观景而来，对“人生之病”足获
良多启益。

《人人都需要了解的医疗新技术》
[美]大卫·阿古斯 著
湛庐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本书为乔布斯主治医师、世界知名癌
症专家大卫·阿古斯的展望之作。由于科
学技术的进步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人类的
平均寿命得到了极大延长。特别是在近几
十年，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大量新知识
与新技术涌入医学领域，人类迎来了“医
疗的幸运年代”。

这种“幸运”到底体现在哪儿？它能
给普通人带来什么？我们如何拥有这种

“幸运”？这些问题在这本书中都可以找到
答案。本书作者回顾了一些当前非常重要
的医疗技术新进展，并从几个大众关心的
医学问题与健康问题入手，介绍了我们应
该知道的医学常识，可以说这本书是现代
人必备的随身医学宝典。

《如何设计阅读单：让孩子成为阅读
高手》

蒋军晶 刘双双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们都知道阅读很重要，也愿意带领
孩子阅读。可是我们如何引导孩子有选
择、有目的、有质量地阅读？如何帮助孩
子将阅读量转化为阅读力？如何让更有思
维含量的多元阅读成为可能？

如何设计阅读单就是用阅读单直观地
呈现阅读问题和阅读任务，开展有针对
性、创造性的阅读活动，帮助教师、父母
找到引导孩子有选择、有目的、有质量地
阅读的方法，找到将孩子的阅读量转化为
阅读力的支架，从而帮助孩子成为阅读高
手。在本书中，作者将自己多年设计阅读
单的经验呈现出来，以丰富、典型的案
例，包括 80 多个针对具体作品的阅读单
和 30 多个通用型阅读单，为我们做了很
好的示范。本书既可以帮助教师和孩子深
入聊书，也是家长和孩子聊书的好帮手。

（梁杰 整理）

2020 年初的这个假期，武汉突
然暴发疫情。为响应号召，只能宅在
家中，自我隔离。此时有幸读到方延
明教授的新作 《方延明文化三论》

（中华书局），真有如沐春风之感。
《方延明文化三论》（以下简称

《三论》） 精选了方教授40年学术研
究成果，梳理成三块：论新闻文化、
论中国传统文化、论数学文化。是谓

“三论”。看上去这三块的学术边界似
乎不甚相邻，但在方教授的大文化视
阈下，它们之间会有某种“结缘”，
都在以相知的眼光打量着对方。这部
多学科交融的著作，不仅在学术上有
着独特的品质，在治学精神与方法上
也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首先是它的学科大视野。大视野
当然得益于大文化。人类文明的所有
成果都是文化的积淀。海纳百川，有
容乃大。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视
野越宽广，看问题就越有高度。比方
说新闻这门学科，曾饱受“有术无学”
之诟病，因此有“保卫新闻”一说。但
真正懂新闻的人，都会觉得新闻不可
能没“学”。然而新闻之学何在？被
誉为新闻界少有的通才、曾任人民日
报副总编辑的梁衡先生是这样表述
的：“新闻有学，学在有无中⋯⋯它
的学问被化掉了，化作似有似无，化
在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哲
学、科学以及各种专业知识和生活知

识 之 中 ， 化 在 各 行 业 、 各 种 人 身
上。”言之有理，但作为学科的阐
释，还不能满足于这样一种诗性的表
述。方延明在 《三论》 中有多篇文章
对新闻学的学科体系、理论体系作了
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他提出新闻学的

“学科场域”：“所谓新闻学的‘学科
场域’，无非是各种结缘于新闻学科
的相关学科之间，所存在着的一个时
空关系和网络环境。就新闻学来讲，
在它的‘场域’里，包括哲学社会科
学方面如文学、历史学、哲学、政治
学、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美
学、管理学、广告学、营销学等，理
工方面如数理统计、概率论、信息科
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这样一个新
闻学的场域，每个相关学科在其中都
是有明确内涵和力量的，有生气，有
潜力。”这与梁衡关于“新闻的本质
是信息，但它又是文化”的探索，可
以说是殊途同归。然而方延明的探索
不 止 于 此 ， 他 提 出 了 学 科 体 系 的

“元”概念，及它与多学科的联系中

产生的“衍生”概念。这样既抓住了
新闻的学科内核，又解释了它为什么
又被“化”在各专业、各行业之中。
在多学科的支撑中将新闻学科体系大
厦的四梁八柱给架构了起来。

其次是它的研究多视角。多视角
与大视野是关联的。从思维方式来
说，大视野是发散性的，由内向外探
究，重点在于学科的外延性；多视角
是聚敛性的，由外向内考察，侧重于
解释学科内涵。比方说对数学学科内
涵的考察，方延明梳理了历史上诸多
关于数学的定义，从符号学、哲学、
科学、逻辑等学科，以及集合、模
型、结构、工具、审美等诸多学说的
视角，全面考察了数学的学科内涵，
提出：从学科结构看，数学是模型；
从呈现形式看，它是符号；从其指导
性看，它是方法；从使用价值看，它
是工具⋯⋯学术研究中的文化意识，
就是要揭示学科之间的联系，并且从
这种联系中去辨析某一学科的核心与
边界。在 《三论》 中，多视角的学术

考察作为一种习惯贯穿全书。如关于
孔子思想研究，方延明通过多个角度
梳爬出了四个来源，由此概括出孔子
思想的四个组成部分：源于民本主义
的 “ 仁 ” 的 思 想 ， 源 于 宗 法 制 的

“礼”的思想，无过无不及的“中
庸”思想，天下为公的“大同”思
想。正如 《三论》 中引用了西方一位
著名的数学家的话：“没有数学，我
们无法看透哲学的深度；没有哲学，
人们也无法看透数学的深度；而没有
两者，人们就什么也看不透。”

最后，从治学精神来看，《三论》紧
密联系时代，敢于研究现实问题，在研
究上有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从实践中
发现问题，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是
本书的又一特点。方延明说：“我认
为，治学还是要经世致用⋯⋯一个学
者要想做出一点点成绩，必须基于对
时代大潮的思考，认识时代，理解时
代，紧紧依附于时代，舍此别无他途。”
如《非均衡条件下的中国藏语媒体发
展问题研究》，源于他在藏区基层媒体

采风时的触动。他了解到我国藏语新
闻媒体发展中的困难与问题，迫切需
要提高其传播影响力，就成立课题组，
直接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信反映
情况，呼吁作为国家行为立项研究。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
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三论》的学术价值，得益于方延
明教授本人的治学经历与知识结构。
他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专业，留校后
从事学校外宣工作，后任校报主编。
写了两千多篇新闻报道，不少上了《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大报的头版头
条，采写南大校友吴健雄的报告文学
还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他还先后
策划报道过许多在全国有影响的新
闻，获得过“江苏省优秀新闻工作者”

“戈公振新闻奖”。此间他还应南京大
学老校长匡亚明之邀在“中国思想家
研究室”工作过两年多时间，系统研究
过孔子等人的思想。此后他又从事新
闻教学与科研工作，担任南京大学新
闻学院院长，对新闻与传播学科建设
和理论问题有了更为集中的思考。此
外，在业余爱好方面，方教授在书法、
绘画、奇石鉴赏等方面都有相当的水
平。从学者的知识结构来看，方延明
教授这一个案，尤其在新闻学研究领
域中非常难得，又非常可贵。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
与传播学院教授）

半亩方塘一鉴开
——读《方延明文化三论》

郭光华

教师荐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