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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好书点亮智慧 阅读陪伴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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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段：111—210】

111.毛泽东传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
造者。《毛泽东传》主要依据中央档案馆
馆藏的档案资料和同毛泽东同志有直
接接触的人的回忆材料等编写而成，叙
述了毛泽东同志从青年才俊到国家领
袖的人生历程，全面反映了毛泽东同志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
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轨迹，客观呈现了毛
泽东同志理论创新成果和革命实践斗
争成果，生动再现了毛泽东同志坚持一
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
是等思想方法，坚持调查研究、密切联
系群众、注重实践等工作方法，客观评
述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
义建设中的历史功绩。本书资料翔实，
文字流畅，思想性强，有较强的可读性，
是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弘扬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读物。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
员、特级教师 刘汝明）

112.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

本书叙述了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年
轻的邓小平怀揣理想，追寻革命真理，为
中国革命胜利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
量。书中用翔实的资料和鲜活的事例讲
述了邓小平的成长历程——真诚实在的
孩童、勤奋好学的学生、英勇无畏的战
士、决胜千里的将军和执政为民的政治
家的光辉事迹，再现了邓小平从一个乐
学善思的少年成长为无比坚定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历程，再现了他和战友挽救
民族危亡、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解放
和国家富强的艰辛，评述了老一辈革命

家缔造新中国的光辉业绩。阅读本书，
在感动之余，必将在思索往昔、纪念先贤
中获取历史智慧，必将在开拓未来的实
践中传承革命精神和创新精神。本书是
学习中国近代现代史的重要读物。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
员、特级教师 刘汝明）

113.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本书介绍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
史（1921—2011），但也延伸到2012年党
的十八大闭幕。这部三卷本的大书对90
年党史做了系统叙述，也有大量重要和
生动的细节，适合青少年阅读。譬如书
中写出了党的一大代表有几人，他们的
姓名和平均年龄。作者们在后记里面
写道，本书的编写“坚持党性原则和科学
精神的统一”，希望“为广大读者奉献一
部有质有文、可信可读的通史类党史基
本著作”。书中有很多切实可信的统计
数据，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共产党人和
人民群众在革命活动中的奋斗、牺牲和
成绩。譬如我们看到了党的外围组织中
国济难会全国总会所制《一九二七年三
月—八月全国各省因革命而牺牲者的数
目之统计表》，看到上面记载了6个月中
有近3万人被杀。我们还看到了在1978
到2012年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
增长9.9%，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份额由
1978年的1.7%提升到2012年的11.3%。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彭小瑜）

11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
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

本书分上下两卷，即上卷《中华人民
共和国刑法的孕育和诞生》，下卷《中华
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发展和完善》。上卷
的核心内容是对1979年刑法典内容的解

读，下卷介绍了1997年修订的刑法典。
这部有特点的刑法著作对普通读者和青
少年有很好的可读性，因为作者的写作
在很大程度上运用了法律史的方法，即
详细说明1979年刑法典诞生的来龙去脉
以及立法过程中的多次争议和讨论，也
对1997年刑法典的修订进程做了类似的
历史研究和叙述。这样的写法就使得通
常容易枯燥的法学著作变得生动起来，
使本书成为一部适合民众阅读的普法著
作。譬如下卷由讨论1979年刑法典关于

“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法条开始，追溯了
对这些法条长期不断的修订，说明了
1997 年刑法典中新的、更有利于打击
犯罪的法条是如何形成的。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
彭小瑜）

1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
1949—2019

这本书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而编写的，被列入2019年国家主题出
版重点图书和对外推广图书。作为有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简明读本，其编
写的目的是使读者能够准确而精要地了
解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情况。该书的
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的时序，将新中国的
历史分为六个篇章，具体展示了中国人
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步步走向富强
的光辉历程。该书的特点是既全面、完
整地记述了新中国70年来的发展脉络，
又简明、概要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各个领域取得的重要成就。可以说，
这是一本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普
及性读物，既有权威性，又有可读性；既
有系统性，又重点突出；其内容充实，且
要言不烦，十分适于广大读者阅读。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叶小兵）

116.红军长征史

80多年前的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
史上的伟大壮举，是令世人惊叹的英雄业
绩。长征的事迹永载史册，长征的精神永
放光芒。《红军长征史》这本书，全面、系
统地记述了长征的整个过程，是研究红军
长征历史的权威性著作。这本书的内
容充实，史实准确，资料翔实，具体记录
了长征过程中每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
包括重要的决策、重要的战役和战斗、
重要的会议等，全景式地展现了红军长
征的历史。在书中的最后，还对红军长
征胜利的伟大意义及影响、红军长征胜利
的原因及经验等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与总
结。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深入了解红军
长征的历史，真实感受到长征精神的内
涵，进一步加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
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的信念。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叶小兵）

117.星火燎原精选本

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书名，由朱德作书
序，作者包括上百位开国将帅，这样的书可
以说是绝无仅有的，这就是《星火燎原》。
这套丛书自1958年问世以来，多次再版，
影响甚广，堪称红色经典之作。《星火燎原
精选本》通过一个个生动的革命斗争故事，
讲述了革命先辈的亲身经历，具体展示了
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艰苦卓绝、勇往直前的
斗争历史。这是用鲜血和生命、理想和信
念写就的故事书，传递着我党我军的革命
精神、革命传统、革命业绩。对于广大
的青少年来说，读这套书能够使我们认识
到中国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革命先辈的
业绩感天动地，从中受到真切的革命教育。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叶小兵）

118.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本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赢得了近代以
来中国反抗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
利，这一伟大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近
代以来陷入沉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
历史转折点。《中国抗日战争史简明读
本》是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而推出
的重要读物，也是一本有关抗日战争
史的普及性读物。该书完整地记述了
14 年抗战的全过程，对重要的战场、
战役作了具体叙述，重点描写了中国
人民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
概，突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
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中国战场是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作为
中华儿女，应了解并铭记这段历史，
而读这本书，能使我们回望抗日战争
的艰难历程，勿忘国耻；能使我们铭
记为抗战胜利而英勇牺牲的所有先
烈，进一步坚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奋斗的信念。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
导 叶小兵）

119.重读抗战家书

国与家的关系，是每一位中国人
都必须思考的问题。《重读抗战家书》
给我们的答案是“救国才能顾家，国
亡家何在”（《高捷成致叔父书》），
是“勿忘国难，努力学习，强我中
华”（《傅常致妻儿书》）。在那样一
个国难之际，我们在这本书中不仅感
受到勇士们对于国家的大爱，同时也

看到了他们对父母、对妻儿、对战友
等至亲的挂念、感恩，当然也包含了
不得不离别的遗憾。每一封家书都不
长，写这些家书的前辈们当时也都很
年轻，但是字字句句都让人潸然，因
为他们“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
致妻书》），并“以殉道者的精神为革
命、为国家民族服务”（《袁国平致侄
书》）。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中大数据实
验室主任、博导 蒋承）

120.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 是一部文笔优
美、内容丰富的纪实性作品。我们一
方面对斯诺先生的职业精神或勇气感
到钦佩——在书中详细记叙了他的曲
折西行之旅，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他在
历史趋势的准确认知方面所表现出来
的杰出能力，以至于在阅读中时常
让人错觉是当今的作品。作为中学
同学的阅读材料，可以去感受革命
者 的 精 神 境 界 或 使 命 追 求 ， 比 如

“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
民工作”（第三篇第五节 《红军剧
社》），而“真正的生命只是在成为共
产党人以后才开始的”（第四篇第三
节《革命的前奏》）。无论在艰苦的革
命斗争中，还是今天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进程中，甚至是每天的学习工
作中，这种高尚而顽强的精神都是
不可或缺的。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中大数据实
验室主任、博导 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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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的小豆豆》（华中师范大学
出版社）是班级里的50名学生与教
师、家长共同书写的一本“日记
书”。在小学六年的时光中，我们一
起用日记记录下生活、学习中的点点
滴滴。该书出版以来被很多读者喜
欢，经常有人问我，平时是如何指导
学生读书的。我会告诉他们，我所教
的班级是“兴发教育”实验班，兴发
教育主张教师成为一名激励者、引导
者，教师的责任在于兴起和引发学生
主动阅读、主动写作的激情。按照兴
发教育的思路，我带着孩子们经历了
三个阶段。

爱与美的兴发：阅读的
起始阶段

作为教师，我看重用爱心和爱意
感化学生。当学生们感受到老师的爱
心与爱意之后，他们会愿意追随老
师、会喜爱老师提出的倡议。我相信

“亲其师，信其道”的古训，我愿意
把师生之间的亲密关系和彼此信任的
关系作为教育的一个目的。实现了这
个目的，阅读以及其他美好的教育就
会悄然发生。

与爱心和爱意相关，我重视学校

和教室的美感对孩子们的兴发效果。
如果学生们在学校和教室里过一种审
美的生活，如果学校和教室的环境能
够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有美感，如
果审美化生存已经成为他们的生活常
态，那么，他们会不知不觉地愿意从阅
读那里寻找和延续这种审美的喜悦。

几年前的一个秋天，我把在山东
学习时捡到的银杏叶送给了学生们。
没想到，这几片银杏叶比以往任何礼
物都更受欢迎。在学生们好奇和欢呼
的背后，是城市孩子内心深处对自然
的探寻和渴望，也让我惊喜地看到，一
直以来，我渴望在孩子们心中埋下“审
美”的种子，已经开始悄然萌芽。于
是，我尝试着把大自然带进教室，让学
生们在一个四季更替、流转，充满着自
然情趣的环境里学习和成长。易添同
学的这篇日记就记录了教室的变化：

秋天的杏园
9月25日 星期三

“多带点儿黄颜料，肯定用得上。”
“别忘了带上方希蓓主编的‘青

青杏园’秋季刊，这期的封面设计很
有秋意，待会儿摆在最显眼的位置。”

枫叶、针线、胶水、树枝、鸟
窝、松果、颜料……这都是同学们准
备的。看来，这定是一场酣畅淋漓的

大变装。秋天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把枫叶缝在窗纱上可好？”

提议一出，大家纷纷赞同。针线活还
得靠妈妈团出手，妈妈们四下一分散，
一人一扇窗，一个个好似武林高手，针
线在她们手里好像华山舞剑一般上下
穿梭，只见枫叶好像变戏法一样，一
片、两片、三片地缀在杏色的窗纱上，
阵阵秋风掠过教室，枫叶随着纱窗轻
轻摆动，真的像极了片片秋叶落下一
般，杏园里的秋味一下子浓郁起来。

同学们在一边也没闲着，你来装
点板报，我来整理书架……教室墙壁
上那棵手绘的、一直延伸到墙顶的大
树，在秋天应该怎样变化？两侧的书
架上添置些什么书呢？

爱与美的教育是中国古典教育的
基本传统。孔子的说法是：“兴于诗，
立于礼，成于乐。”这里的“诗”既指《诗
经》之“诗”，也指与诗相关的情感与审
美。所谓“兴于诗”，就是通过诗歌以
及与之相关的爱与美的教育，为学生
的学习提供原发的情感动力。

我有过十年参编教材的经历，便
自己动手开始为学生们编写。于是，

“青青杏园”的书架出现了一套属于我
们自己的诗文读本《睁开诗的眼睛》。
这套书以朋友交流的方式，将藏在诗
文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并告诉孩子
们美好的生活不仅用眼睛去看、用耳
朵去听，还要用心灵去感受。

写对读的兴发：阅读的
积累阶段

除了爱与美，兴发教育特别看重
思对学的兴发、写对读的兴发。我们
重视阅读，更重视以写带读。通过写
作，孩子们会将他们在阅读中捡拾到
的知识，用来表达情感、解决问题。
由于在写作中尝到了阅读的甜头，他
们的写作反过来又激发了阅读的激
情。邓博为同学在珠海遭强台风“天
鸽”侵袭之后，模仿扎西拉姆·多多
的《见与不见》写下了这首《不论你
来，还是不来》：

你把高大的树木连根拔起，/可曾
看见，/片片凋零的落叶，是它们的泪
滴。/你把楼房的玻璃整片整片吹落/
可曾听见，/那破碎时刺耳的声音，是
它们最后的哀鸣。/你让海水倒灌，/
淹没了街道、车库与小灌木林，/可曾
想到，/这侵蚀的一点一滴，都牵挂着
我们的心。/总有一天，/我们会有自
己的“防风岭”，/不论你来，还是不
来，/我们再也不怕你。

班里一个孩子与英语老师发生了
冲突之后，回家查阅了不少史实，写
下了《为正义发声》的日记：

第一节是英语课，充满期待的我
眼睁睁看着肖老师走进教室，留了一
大堆无法完成的作业。

肖老师这次的举动，激怒了我们
几个“江湖好汉”，好汉们凑在一起，大
家一嘀咕，竟然诞生了“反肖组织”。
对，我们要为绝大多数同学争取学习
的权益，为一批无辜受害者打抱不平、
鸣冤叫屈，要与肖老师抗争到底。

此时，被推选为“起义首领”的
我有满腹的委屈涌动，我要担当此大
任为大家发声！对，没错！我要效仿
古代“贤良”：杨涟弹劾严嵩十四大
罪状、海瑞弹劾万历皇帝、国子监监
生弹劾魏忠贤……历史的画面骤然浮
现，让我异常激动、心潮澎湃。历史
的车轮在滚动前行，今天，我也要来
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革命，以进步
学生身份“弹劾”老师！

按照兴发教育的思路，我将学生
的阅读活动作为学生知行互动、学思
互动、读写互动的一部分。阅读成全
了孩子们的写作生活，反过来，写作
推动了孩子们的进一步阅读。

行动与发表的兴发：阅
读的应用阶段

平时我喜欢和学生们一起读读写
写、写写读读，我们没有规范的时
间，也没有内容的限制，他们喜欢这
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

《身边的小豆豆》中提到那天的
语文课上，班里一个曾经结巴的孩子
特别流利地朗读了一篇课文，课堂上
我打趣了他以前的样子。当天晚上，
陈佳澜同学的日记《我没有教过你们
这样做》描述了课堂情景，打动了很
多读者：

整整六年了，直到快毕业的今
天，直到他变成了比我们说话还要流
利的翩翩少年，杏子老师才第一次说
起了这个话题。

“六年来，从来没有一个同学像
我今天这样模仿过他，没有一个同学
因为他说话结巴嘲笑过他，我没有教
你们这样做，是大家的理解和善良让
彼此之间有了这样一份默契。是你们
让梁甘达拥有了今天这份从容和自
信，谢谢同学们！”杏子老师的一番
话让教室里出奇地寂静。我看到梁甘
达的眼睛，不，还有好多同学的眼睛
里都闪着泪光。

是啊，梁甘达现在一点儿都不结
巴了。作为他的好邻居、好朋友，我
可是最熟悉他的。梁甘达从小就有结
巴的毛病，他在要上小学的前一天还
不停地“控制”自己，试图让自己说
话流畅一点儿。为了“隐藏”自己的
小毛病，上学的第一周梁甘达几乎没
有开口讲过话，同学们和老师都没注
意到，直到这件事发生——

“接下来，我想请一位没有举手
的同学为我们解释一下这首古诗的意
思，梁甘达小朋友，你来说说好吗？”

“我觉得这这这首——古诗的
意意意思是一眼看去有有有二三里
远……”梁甘达急红了脸。在一旁的
我也为他捏了把汗，等着下一秒同学
们的哄笑。

“宝贝，不着急，我们一起慢慢
说——”杏子老师温柔的目光和话语
让教室里十分安静，大家都和杏子老
师等着他慢慢地把这句话说完。而在
这之后杏子老师总是会找到梁甘达的
可爱之处，同学们也都喜欢找他一起
玩。他听到课间音乐时，还会乐颠颠
地跑上讲台和同学一起舞蹈。六年的
时间，那个说话结巴的小男孩就这样
不见了。

“我没有教过你们这样做。”这是我
听到过的老师对学生最高的赞美。可
是杏子老师，你果真没有教过我们吗？

身为教师，学生们每天都在阅读
你，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他们写进
故事里。也许不少教师会觉得训练作
文技巧很重要，但我更看重的是孩子
做人。写作在我看来就是写做人的故
事，因此无论是阅读还是写作，我们
把人格教育作为第一教育，让他们在
阅读中成就自我。

在《身边的小豆豆》里，不时可以
看到学生们对自己职业梦想的表达：

课堂上，黄老师推算出我们高考
的那天是2025年6月7日，随后跟我
们讨论未来的职业梦想。

黄老师问：“你们大学毕业以后
打算在哪里等你的朋友？”

坐在我后面的“威廉”立马举起
手说：“老师，我要在工地里等他。”
于是，同学们不再那么拘束，更多新
奇的说法出现了：“我要在太空等
你。”“我要在南极等你。”“我要在森
林等你。”“我要在联合国等你……”

我想有些美好的事，虽然可能一
辈子都无法实现，但是我们可以让自
己生活在梦想之中。

兴发教育倡导的生涯教育，不仅
让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现阶段的兴趣，
尝试阅读相关书籍、了解和接触相关
职业，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从小建立

“长大之后我想做……”的职业意识
和人生志向，让他们带着信念和一份
使命感“生活在自己的梦想中”。在
六年的读写生活中，我的“小豆豆”
们为自己打开了一扇扇梦想的窗。

随着《身边的小豆豆》的出版，
不少学生已经拥有了自己的“粉
丝”，有的学生已经独立出书。更重
要的是，兴发教育推动了他们自信、
自学和自食其力的激情。兴发教育的
终极目标是自我兴发，我能想象到的
最美的画面是，孩子们不由自主地捧
起书本，享受爱、享受美、享受阅读
的流动与宁静。

（作者系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景
园小学教师）

让阅读让阅读““不由自主不由自主””
严杏

叶圣陶说，国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就
是阅读和写作的训练。对语文教师而
言，阅读与写作自然是必备的看家本
领。作为未来教师的培养单位，北京联
合大学师范学院一直在努力探索提高
语文教师培养质量的有效途径。10月
25日，由该校中文系主办的第二届语文
教育论坛暨“新课标与新教材背景下的
语文教师培养”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
会专家、教师、教研员围绕“准教师”的
培育，探讨新课程背景下汉语言文学专
业师范生培养的问题与对策、小学语文
教师的文化素养及其建构等问题。

“大学期间，62.86%的学生阅读量
在10本以下，阅读量在30本以上的仅
占7.72%，这远远落后于义务教育所要
求的初中生的阅读量。”北京联合大学
师范学院教师韩卫娟曾对北师大文学
院、首师大文学院、北京联合大学师
范学院816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
显示，94%以上的师范生认同阅读的重
要性及其对教师职业发展的影响，但
阅读量、阅读方法等方面问题较多。
基于此，她以《师范生“有指导的阅
读”课程体系建构路径分析》为题展
开研究，在研讨会上与线下线上的400
余位教师进行了分享。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国龙从统编
版语文教科书编撰的两大主线——文
体和主题出发，引入对儿童诗这一文体
的解读，并以自己教孩子学习古诗的经
验为案例，阐释了儿童与古典诗歌亲密
接触的方法。看似讲家庭教育，却为小
学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开展儿童诗、古诗
教学提供了思路。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
长林秀艳以《素养导向的语文教学设
计、实施与评价》为题，提出核心素养的
培育需要整合课程内容、契合学习活
动、融合课程评价，并以“防疫有道”的
项目式学习活动设计，说明如何整合课
程视域下的教学设计，契合活动视域下
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实施，以及
教师如何进行表现性评价的设计，让评
价融入、伴随学生的学习过程，促进学
习的真正发生。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特级教师连
中国、副研究员韩宝江、北京教育学院
朝阳分院教研员马妍等，分别从语文教
师自身素养的建构、语文教学活动的设
计、师范生培养等角度探讨了新课程与
新教材背景下语文教师的素养与能力、
存在的问题与出路，为职前、职后教师
教育的开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主
任王德领表示，如果能够在语文教师
职前教育阶段让学生打好语言文学及
教育教学的良好基础，将会大大助益
语文教师职后的专业成长与发展，这
也是本次会议举办的初衷。

“准教师”：从阅读
着手提高素养
——第二届语文教育论坛研讨

语文教师培养

本报记者 王珺

封面·案例

教室里的“大树”下有学生们阅读和交流的身影。 姚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