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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赵树理选集

《赵树理选集》选录了现代小说家
赵树理解放区文学的代表作《李有才
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具有鲜明的
时代特征和地域文化风味。正如赵树
理自己所说，他的作品创作没有写作
经验可谈，有的只有生活经验，因为
生活在群众中，工作在群众中，所以
才会“拾起”解放区文学的生活素
材。这些素材“想不拾也躲不开”，
让他拿起笔写下来，写下解放区新一
代的农民，写他们不同以往的新生
活。《小二黑结婚》 中敢于反对封建
婚姻、自由恋爱，为自己争取自由的
小二黑与小芹，《李有才板话》 中幽
默、乐观的天才农民歌手李有才等，
这些人物形象用他们的真实语言，由
心而发的行动能力，让广大读者看到
了解放区新一代农民思想的进步与变
化。

（首都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育研究
基地主任、副教授 王蕾）

152.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从20世纪80年代出
版至今，魅力一直不减，其中必有缘
故。这是一部书信集，收录了我国著
名翻译家傅雷及其夫人与当时在欧洲
学琴、后来成为世界级钢琴家的儿子
傅聪的书信。傅雷父子的名家身份和
坎坷经历，使这本书兼有历史的和艺
术的神圣色彩。书中主要谈的是如何
理解音乐作品，但因作者对中外文化
有深厚的学养，故往往在很多方面有
独到见解，因此许多人把它作为艺术

鉴赏的入门读物；还谈到了学习态
度、为人处世甚至恋爱婚姻的观念等
问题，堪称家长与子女有效沟通、实
施成长教育的优秀范本。全书透过琐
细日常的生活小事讲述深刻的人生哲
理，在朴素平易的语言中寄寓深厚的
人伦情感，有助于青少年滋养精神世
界、获得心灵成长。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
导 郑桂华）

153.孔子的故事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政治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
人。《孔子的故事》是现代著名学者、
作家李长之的著作，其撰写从酝酿到
完成，曾四易其稿，后又不断修改润
色，凝聚了他长期的心血。全书构思
精巧，从《引子》到《后记》共分31
个部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孔子
一生的各种经历都描述得绘声绘色。
这就像将一颗颗珍珠连缀成项链一
样，使得孔子的生平生动形象、光彩
照人。作者撰写中还穿插了对相关人
物和历史文化知识的介绍，将孔子的
事迹和思想放置在一个波澜壮阔的历
史画卷中展开，凸显了孔子的真实和
伟大。全书语言流畅，感情真挚，娓
娓道来，自然亲切，很好地将学术
性、文学性、趣味性融合为一。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杨新勋）

154.艾青诗选

艾青的诗歌全面、真实地反映了
中国社会的变迁，再现了时代的惊涛
骇浪、岁月的悲欢苦乐，体现出一种
特别的历史感。艾青有的诗作抒发了
对于被侵占国土深沉的爱，有的诗作

表达了对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普通农
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也有的诗作抒写
了对于光明、美好生活的热切追求。
诗人始终以其激情和生命拥抱时代，
心系民族命运，其诗作主题深刻，情
感真挚，意蕴丰厚，整体风格深沉雄
浑、清新隽永兼备。艾青有着对自由
体诗歌自觉的美学追求，诗作体现了
其主张的“散文美”，实现了口语化的
自由表达，促进了我国新诗的现代化
进程，将自由体诗带入了新的领域和
境界。阅读艾青的诗，可以感受现代
诗歌的魅力，浸润自己的心田。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
员 叶丽新）

155.红日

吴强所著的《红日》是一部解放
战争题材的长篇小说，讲述了1947 年
发生在涟水、莱芜、孟良崮的三次
战役。作品从国民党王牌军整编第
七十四师对涟水的第二次疯狂袭击
开始，清楚地交代了敌我军事力量
的悬殊。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军的激
昂斗志，正是这样的精神，使我军
在一次次的跌倒、爬起、再跌倒、
再爬起中终于歼灭了敌方的王牌军
队，取得了来之不易的绝对胜利。
这部长篇小说以翔实的历史素材、
真实的战争语境，将读者带入了解
放战争的硝烟战场，具有很强的纪
实性。作品以宏大的结构和全景式的
描写展示出现代战争的独特魅力，体
现出对于战争小说“史诗性”的艺术
追求，同时在战争环境中成功塑造出
了较为丰满的人物形象。

（首都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育研究
基地主任、副教授 王蕾）

156.白洋淀纪事

《白洋淀纪事》是现代作家孙犁的
小说、散文选集，包括作者从20世纪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所写的短篇小
说、散文、特写、通讯等，主要反映
了抗日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冀中
平原和冀西山区人民的斗争和生活。
书中的 《荷花淀》《芦花荡》《嘱咐》
等名篇佳作通过描写平凡生活中的平
凡人物，表现了根据地人民坚韧执着
和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充满了浪漫
主义气息。孙犁的“荷花淀派”小说
情节生动，语言清新、朴素，富有节
奏感，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
情意味浓厚，富有诗情画意，素有

“诗体小说”之称。阅读孙犁的作品，
有助于学生体会运用自然洗练的文
字，创造情景交融的隽永意境的艺术
魅力。
（北京市第八十中学特级教师 王岱）

157.青春之歌

当代作家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以20世纪30年代“九一
八事变”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和“一
二·九”爱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为背
景，讲述了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故
事。林道静先是不满其所处的生活环
境，与封建家庭决裂；后在与革命青
年接触的过程中有所觉悟，与个人主
义小家庭决裂；最后在党的思想启迪
下突破“旧我”，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共
产主义战士，全身心地投入到了革命
斗争中去。作品成功塑造了林道静这
一重要、典型的“革命青年”文学形
象，通过其成长历程反映了特定历史
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成长史。整部作

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丰
满，语言简练而又具有浓郁的抒情色
彩，是一部引人入胜的“红色经典”。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
员 叶丽新）

158.红旗谱

当代作家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
谱》，以朱、严两家三代农民同地主冯
老兰父子两代的矛盾斗争为主线，描
写了冀中地区“反割头税”斗争和保
定二师的学生爱国运动，真实反映了
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到“九一
八”事变时期北方社会错综复杂的阶
级关系。小说成功塑造了朱老忠、严
志和等农民英雄群像，揭示了他们疾恶
如仇的英勇反抗性格，以及在时代变迁
当中思想变化的过程。作品叙事简洁
流畅，细节精彩传神，风格雄浑朴实，语
言生动有力，洋溢着浓郁的泥土气息，
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有
助于学生了解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
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价值观。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
导 高峰）

159.创业史

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中
国十七年文学时期农村题材的代表
作。作品共分两部，描写蛤蟆滩农民
梁生宝响应党的政策号召，带头进行
互助合作，虽然遇到群众的不理解和
只顾自己利益的领导的阻挠，他依然

本着为集体做实事的初心，用自己的
厚道、仗义、真诚，攻克了一个个难
关，最终逐渐在蛤蟆滩上发生了影响
力，掌握了话语权，他和他所代表的
互助合作新思路成为帮助农民们过上
真正幸福生活的来源。作品以梁生宝
互助组的发展为线索，表现了中国农
业社会主义改造进程中的历史风貌和
农民思想情感的转变，具有思想的

“深刻性”和矛盾冲突的“尖锐性”，
被誉为“经典性的史诗之作”。

（首都师范大学儿童文学教育研
究基地主任、副教授 王蕾）

160.艺海拾贝

《艺海拾贝》是当代文学家秦牧以
谈天说地、漫话随笔的方式写成的一
部文艺理论著作。全书以普及文艺理
论知识为目的，深入浅出地阐发了作
者在文艺理论与创作上的诸多重要见
解：谈艺术表现手法如何“博采众
长”；谈状物写人如何生动传神；谈遣
词造句如何取舍；谈布局谋篇如何剪
裁……书中篇目既相对独立又有深刻
的内在联系；既有系统理论的阐述，
又有具体事物的记叙和描写、生动有趣
的譬喻，寓知识性、科学性与趣味性于
一体，读来引人入胜。全书文笔轻松
平实又活泼生动，令青少年读者在美
的享受中，领略到文艺创作的真谛，获
得人生与文学艺术的诸多教益。

（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
教授 刘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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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张君劢认为，“在当代
哲学家中，能把上自柏拉图，下至
爱因斯坦相对论与普朗克量子论原
理融会于一个系统而自成一家言
者，只有怀特海”。近代教育家瞿世
英也曾提出“怀特海是为哲学开辟
新路的人，一百年以后看他，就像我
们现在看康德一样”。怀特海这样
的大哲，平凡如我，也只能隔着时空
远远睎其精深博大，虚心涵泳。与
怀特海结缘，唯幸运和沉潜研读，
除其二者我多言一分也只是矫饰。

偶然初见
2014年，35岁的我考取了哈

尔滨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
硕士研究生。成绩公布不久，我就
接到了导师杨丽的电话，邀我每周
二下午一起，师门共读怀特海《教
育的目的》。我就这样蒙昧地走向
了怀特海研究之路。当时的我，已

经有一定的读书章法，也有教学多
年的阅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
之后会用那么多的时间来渡这片

“怀特海”。
那年暑假，我跟随师门一起参

加中美建设性后现代过程哲学的暑
期研修班，跟着老师们上课的日子
只有短短几天，但是收获非常大。
我的学历是专科起点，英语很差。
在课下，我没有办法说生活化的英
语，但是在讨论教育主题时，我却
很敢于手舞足蹈地说英语。说英语
这种事，或许有点儿像喝酒耍酒疯，
一旦开始了也没有什么顾忌了。在
暑期班发生了一件特别值得一提的
事。有一次大组讨论时，一位来自
美国的Kevin老师在讲话，我其
实完全都没有听懂英语，但是我
心里觉得我明白了他的意思。然
后我用中文说出来，那位老师肯
定我说得对，其实他也几乎不懂
中文。然后既懂中文又懂英文的
樊老师来确认，是的，我们互相
明白了对方。我这段奇妙的经
历，打消了我的英语顾虑。表
达，是以情感烘托的，哪怕语言
不通，也会有神奇的领会。

暑期班后，学员们要写一篇英
语论文提交给老师，我得到了老师
们的帮助，这些帮助有的是一张小
纸条，有的是长途电话，有的则是
电子邮件。老师们有信必复。大概
是因为我不懈的沟通和努力修改，
我以那蹩脚的英语在暑期班的英语
论文评比中荣获了三等奖。

以为命业
如果只读怀特海一本《教育的

目的》，我根本没有办法说清楚，

因为缺乏一种整体性的认识和有机
联系的视角。我的目标不是泛泛地
读一本怀特海的教育书，而是研究
怀特海的有机教育思想，因此我要
研究怀特海的每一本书，包括他最
艰深的著述。

《过程与实在》，其难度堪比康
德的三大批判，对于我来说更是高
不可攀。我选择了罗伯特·梅斯勒
教授的《过程-关系哲学：浅释怀
特海》来作为入门书，拉上我的几
个同学成立索菲亚读书会，中英文
对照来精读。我们一边跟老师读
《教育的目的》，一边读这本入门
书。这本现在看来流畅而轻松的
书，曾几何时也是艰涩观感的书。
我们用了半年多时间，读完了这本
书，为更好地理解怀特海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回头看看这一段路，
当时很难很苦，但是很美很好。

我们的读书得到了杨丽老师的
支持，活动地点改在了老师办公
室，宽敞、明亮、温暖。读书会成
员也有了扩充，读书内容也有了相
应的调整。当时读泰勒，我们也用
的是中英双语的版本。也不知道哪
里来的自信，读书会成员各个都只
能说土味中国式英语，尤其我是一
个连英语四级证都没有的人，但是
我们确实坚持下来了。读完泰勒，
我们又读了杜威。

我读这些书，主线还是在怀特
海这里，这些阅读都变成了我比对
之后更坚定怀特海研究的原因。只
有在这样的对比阅读里，我才真正
领略到怀特海的好，就像是千帆过
尽找到属于自己的帆。如果说，最
开始我读怀特海是懵懵懂懂、随波
逐流地读，时间行至此处，我是主

动地积极投入怀特海阅读之中了。
怀特海思想点燃了我的心灵之火。
在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研究怀特
海的使命感在召唤我。

有一些老师同学质疑我们“不
务正业”，他们觉得怀特海跟我们
的专业（课程与教学论）没关系。
我大概就在这一时期明确了，怀特
海研究不仅跟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有
关系，而且有非常直接、深切的关
系。我要向人证明课程论史上该有
怀特海的一席之地。这就是我做怀
特海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

道在其中
像勤劳的农夫耕犁土地，夜以

继日，我读了能拿到的每一本怀特
海的书，一字一句地啃，一遍一遍
地读。出门远行，也总像古代书生
那样，带上一箱“怀特海”。读研
一那一年，我做好了16万字的基
础性写作，几乎做出了毕业论文的
雏形。

读书最不骗人，你读过就是读
过，没读只翻翻看就是翻翻看，你
读得多深就反映出多深。哪怕看了
导读的文本、别人的二手资料，别
人的就是别人的，只有自己读到的
才属于自己。与其说，我对《教育
的目的》的理解有底气，大概是因
为我这不算笨的人，读的时间足够
长，读的遍数也足够多。读书关乎
个性化的审美体验，我初读《教育
的目的》时就曾想要去翻译，而在
经典阅读群共读期间，这种心念变
得更为炽烈。

2018年，偶然机会我跟凌宗
伟老师谈起我想翻译《教育的目
的》，担心没有出版社肯用我这名
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就帮我推荐
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
分社社长彭呈军让我翻译一章看
看，随后就跟我签了出版合同。于
是，这种想都不敢想的梦想，一夕
之间就变成了现实。此后，我就在
一个又一个日夜里，为了这梦想劳
作。翻译的进度有时负增长，进进
退退，到了2019年才草成。

我也发过几篇跟怀特海有关的
小文章，一来自己的火候还不到，
二来需要围绕选题，有字数限制，
并不是特别理想。后来就不再发
表，只默默地写，或者默默地打着
腹稿，静心等待它们瓜熟蒂落的时
节。我不急于求成，因为我想如怀
特海一样的思维和生活。怀特海
也是甘于大器晚成的人，他二十
几岁已经讨论得差不多的内容，
六十多岁才写出来，这样才是怀
特海。生命流转，写得晚一点
儿，期盼就会久一点儿，得偿所
愿时也会更美一点儿。

我，一个渺小的人，因为亲近
怀特海这样的伟大哲学家，好像找
到了生命的重心，如同浮船满载不
会被风浪吹倒那样，有了君子如山
的静定。生命如此，道在其中。

（作者系厦门市海沧区教师进
修学校附属学校物理教师，《教育
的目的》译者）

我
和
怀
特
海
的
不
解
之
缘

我
和
怀
特
海
的
不
解
之
缘

严
中
慧

最新书事最新书事

新
书
故
事

在日前举办的“中国阅读三十人论坛”秘
书处揭牌仪式上，国家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
朱永新建议：“在继续做好农村中小学免费营
养午餐工程的同时，及时推出农村中小学‘精
神正餐’工程，大力推进农村学校书香校园建
设，加强农村中小学图书馆建设，为乡村中小
学配备最好的图书，培训乡村阅读推广人，让
农村孩子的精神世界得到滋养。”

近年来，朱永新在走访许多农村学校后
欣喜地看到，绝大多数农村学校的学生营养
午餐得到了较好解决，有力保障了中小学生
的健康成长。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
些中小学的图书馆建设与学生的阅读状况堪
忧。首先是图书配备品质较低。大部分农村
中小学图书馆的图书或由各种渠道捐赠而
来，或通过招标而来，其中相当多的图书不
符合中小学生的阅读要求，真正的经典作品
很少。其次，图书馆利用率极低，管理水平
较差。大部分学校没有专门的图书管理人
员，大多由科任老师临时兼职，谈不上有效
指导学生阅读。再其次，中小学校长和老师
对阅读的重视程度普遍不够。有的乡村学校
拥有大量图书，却没有人编目，成包成捆的
图书躺在库房“睡觉”；有的学校因为翻建
教学楼，把所有图书打包送到食堂的仓库。
朱永新对在校师生调查时发现，大部分学校
没有阅读指导课程，很多学生在回答“你印
象最深的一本书”时，竟无言以对。

朱永新认为，农村中小学的营养午餐与
“精神正餐”同等重要。为此他建议推出农
村中小学图书馆标准化建设工程。邀请专家
参考已有的成熟书目，作为中小学图书馆的
基本书目，把好乡村学校的图书“进口
关”，规范农村中小学图书馆图书配备，确
保好书进入农村学校；同时建立乡村学校的
藏书透明制度，让公众了解每所学校的藏书
情况，有针对性地补充和捐赠图书；组织专
项行动，检查剔除劣质图书；根据不同学校

的规模，设置专兼职结合的图书管理员岗
位，积极推进相关培训，加强对农村中小学
师生的阅读指导；鼓励社会公益组织和民间
团体支持农村中小学的阅读工程建设，在捐
赠优秀图书、培训阅读推广人、开展各种阅
读活动等方面给予帮助。

本次论坛聚焦“阅读推进社会公平”，
与会的12位论坛成员围绕这一主题从不同
角度展开研讨。曾经一度放弃童书创作、对
阅读推进社会公平深信不疑、疯狂投入阅读
推广公益活动的儿童文学作家童喜喜以“公
平读出好孩子”为题展开讨论。她曾只身一
人利用一年时间开展“新孩子”乡村阅读公
益行，走进了中国内地所有省份的100所乡
村学校，为这些学校免费作了196场讲座，
送去赞助方二十一世纪出版社捐赠的1000
万元图书。当她为这些学校开展三年免费跟
进工作，培养当地的阅读推广人时，才感到推
广阅读远没有她想象的那样简单。中国新闻
出版研究院院长魏玉山在发言中提供的一组
数据表明，尽管我国全民阅读已经开展了很
多年，但是城乡之间的阅读差距依然十分明
显，全民阅读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仍然在乡
村。据调查，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图书
阅读率在67.9%，而乡村居民的图书阅读率
只有 49.8%；城镇居民人均图书阅读量为
5.48本，农村居民人均仅有3.37本，因此加
强农村阅读推广工作，依然十分紧迫。

据了解“中国阅读三十人论坛”是一个
跨领域的高端学术团体，由中国出版协会常
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国家全民阅读形象代言
人朱永新等人共同发起，致力于推动中国全
民阅读深入开展。据“中国阅读三十人论
坛”秘书处介绍，今后“论坛”每年将组织

“跨界阅读对话”，邀请社会各界、各学科著
名人士与论坛成员进行对话，根据推动全民
阅读的需要，自立研究课题，撰写研究报
告，向社会发布阅读研究成果。

朱永新呼吁：

推进农村中小学“精神正餐”工程
本报记者 梁杰

本报讯（记者 王珺）劳动教育是新时
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是全面发展教育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前劳动教育研究还
相对薄弱，劳动教育的理论解释力和指引力
亟待加强。基于此，教育科学出版社最新推
出由曾天山、顾建军主编的《劳动教育论》
一书，并于日前在中国劳动关系学院举行了
新书首发式暨“新时代的劳动教育”研讨
会。

据介绍，《劳动教育论》以劳动素养培
养为核心，基于系统思维和问题导向，进行
了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整体建构。编写者广
泛比较了世界上主要国家和地区劳动教育的
先进理念、保障制度、有效模式、评价方
法，总结了可供我国借鉴的有益做法，强化
理论研究，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该

书重点关注了智能时代的劳动形态以及劳动
教育迭代发展的状况，凸显劳动教育的时代
特点。

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认为，
《劳动教育论》非常厚重，具有较强的理论
性、时代性、操作性，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
一本全面、系统的劳动教育理论著作，填补
了教育科学体系的空白。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党委书记刘向兵提出，研究劳动教育既可以
从劳动科学的角度入手，也可以从教育科学
的角度入手；劳动教育研究要有正确的精神
指引、深厚的理论基础以及扎实的行动建
构。教育科学出版社社长李东表示，未来将
围绕劳动教育，在学术研究、课程开发、教
材建设等方面加强与学者和相关机构的合
作，共同促进新时代劳动教育发展。

《劳动教育论》在京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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