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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重读了陈雨亭博士的专
著 《陈雨亭与学校整体改革》，感觉
又有新的启发和收获。这是一本在学
校教育改革的田野里写就、带着泥土
芬芳的书，为教师、校长在教育工作
的情境中认识自我、理解自我、选择
突破的维度、进行整体改革提供了理
论和实践的双重视角。

改“模式”思维为“助推”
思维

我认识雨亭博士是在 2015 年。
当时我在大连一所普通高中担任校长
五六年了，正在焦急地寻找学校课堂
教学改革的出路。那时我校已经使用
全校构建、推行高效教学模式的改革
方式几年时间了，尽管干部和教师们
都很努力，但是效果不明显。教师们
觉得把学校模式运用到自己学科各种
课型的教学中太难，就以“环节”和“导
学案”的模式上相似来应对。在时任
山东济南章丘四中刘金水校长的推荐
下，我加入了雨亭博士任理论指导的
一个高中发展联盟。雨亭博士建议我
们尊重教师的教学主张，相信教师的
职业责任感和使命感，采用“助推”的
理念，而不是迎合模式来带领教师走
进研究状态。只要他们能意识到自己
的问题就一定会干劲十足，主动求
变。怎样能让教师换个角度看自己的
课堂教学？她建议并示范多维度立体
化调研，根据调研结果，选取教师课堂
教学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把问题变成
几个研究维度，然后我们几所不同学
校在校本教研中共同研究，以此把教
师们逐渐带入到自身教学问题解决的
情境中。这就是“六校联盟”研究的

“三个维度”（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教
学目标清晰明确并且有落实、设计学
生主动加工知识的学习工具）的由来。

雨亭博士用行动研究法把我们探
索的过程描述、论述得清晰易懂，即
便我这个亲身参与者重读也特别受
益，进一步提升了我的课程领导力。
在她带领我们做的行动研究聚焦学习
方式变革中，问题解决只是一个个载

体，在反复强调目的性、证据性、整
体性的过程中改变着我们的学习观、
教学观，这对教师专业能力提升和学
生思维能力培养是至关重要的。在

“案例研究”部分，她用传记研究的
方法研究了三位资深校长一段时间的
学校改革，对校长来说，用这样的研
究方式写出来的同行案例很有启发，
让我们看到了在怎样的情境中，基于
怎样的考量，案例校长采用了怎样的
改革路径。这样的论文让我们看到的
不是经验介绍，而是能够让人产生深
入思考的案例。

自传研究视角强调教师
自我建构

本书还有一个独特视角值得关
注，那就是雨亭博士把自传研究的视
角带入到她对学校改革的研究中。她
认为，校长在发动教育改革的时候，
不能忽视教师内在自我的建构，漠视
教师内在自我的激发与建构的校本改
革或者区域教育政策，会误导教师进
行外部自我认同。她提出：“内在自
我是教师发展的发起者、维持者和加
速者。”校长在领导学校改革的时
候，由于课程领导力的制约以及对学
校既有发展方式的路径依赖，往往忽
视教师的内在自我，基本标志就是忽
视教师的既有经验，忽视给教师搭建
足够密集的脚手架。雨亭博士提出的

“教育改革需要个体从内部入手，从
改变自己的内在经验入手”可谓纠偏
之言。她提出解决策略是重视“关系
的重构”：改变教师与自我的关系；
确立师生之间的“帮学”关系；重建
师生与教学内容的关系；重塑学生与
环境的关系；创造个体与领域之间的
积极互动关系。这些策略方向明确，
可操作。

两 年 多 前 ， 在 高 中 新 课 标
（2017） 和新高考改革的背景下，我
校开始艰难地探索基于理解的大单元
教学设计，我们试图把教师教学设计
能力的提升作为抓手，来改变教师习
惯于使用“灌输”的方法教“双基”

的现状。基于对教师自我的尊重，我们
采取了分步骤、自愿先行的方式，号召
成立了部分教师自愿报名参加的“理解
力教学研究小组”，先从集体共读针对性
的理论著作开始。这个小组的加入和退
出都是自由的。有一位青年教师，先是
积极参加了这个研究小组，过了一段时
间就申请退出了，理由是她更喜欢以自
己的节奏读书和研究。过了两个月，她
又申请回来了。在后面两年的探索中，
这些先锋教师发挥了吸引和带动的作
用，使全员学习、使用大单元设计时平
稳有序。团队中的很多成员在成长中获
得了满满的职业幸福感，有的成为省级
骨干教师、省级学科带头人，有的走上
副校级领导岗位，客观上也为整个教师
队伍主动发展赋能。

把校本教研的重构作为校
本改革重点

这本专著还有一个亮点，那就是雨
亭博士特别强调校本教研在学校整体改
革中的核心地位。校长一旦决定进行课
堂教学改革，往往从规范教师的教学行
为入手，例如构建一个模式或者一种教
学方法，我自己就曾经在全校推行过小
组合作学习模式以及几步几环节之类的
教学模式。尝试了几年，我们发现效果
不好。

雨亭博士倡导重构校本教研的组织
方式。她认为改革可以从先锋教师入手，
但是最终一定要走向全校教师共同研究
的道路上来，因为育人是一项集体的事
业，所有教师必须有机合作，才能营造良
好的育人氛围。因此，学校在谋划教师专
业发展策略时，一定要致力于让所有教师
都受到启发，以便每一位教师都能够做出
自己的专业判断，形成自己关于什么是好
的教学、什么是好的师生关系、教师应该
怎样帮助学生学习等观念。

本书的核心概念是“整体改革”。作
者认为，不论是校长领导学校进行校本
改革，还是教研组长领导本组教师进行
学科教学探索，都要有整体改革的意识
和格局。“整体改革”不是宏大叙事，不
是大尺度全方位规划，而是一种进入改
革的方式。她主张，改革的领导者要重
视多维度现状调研，选定核心任务，再
匹配相应的资源全方位促成核心任务的
推进。在改革的过程中，最容易被忽视
的是注意力资源。改革的领导者要分配
足够多的注意力在核心改革任务上。这
些主张对校长领导力提升是有效的。在
学校资源配置上，过去我更多关注的是
人、财、物，现在把时间这个维度放在首要
位置，有了时间这个优先级考虑，人、财、
物发挥了更高的效能。比如项目制管理，
减少管理流程、环节，节约时间和人力，系
统因灵活而高效。

教育是安静的事业，雨亭博士用她
自己的成长经历，用跟她长期合作进行
行动研究的校长的改革经历，让我们理
解学校改革如何能够静悄悄地发生。

（作者系辽宁省大连市第四十八中学
校长）

学校改革如何静悄悄地发生
——读《陈雨亭与学校整体改革》

刘长存

天仪再始，岁律更新，又到盘点
读书时节。

大疫之年，巨大的阴影笼罩着整
个世界。伴随着嘈杂和喧闹，感觉心
灵无处安放，但又必须安放。最终，
还是在传统阅读中获得了某种持久的
力量，抗衡难挨的时光。

立春日，徐辉教授朋友圈里连发
了两条关于梁漱溟的纪念文章。梁先
生的书籍我收藏了几本，可是遍查书
柜只有曾经读过的 《东西方文化及其
哲学》。

旧书重看，会有新的理解和体
悟；旧友相见，会有新的认知和感
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是梁漱
溟代表作之一，虽说是他二十多岁为
抗衡当时西化之说而开的系列讲演
稿，但个中真义我“知天命”后才咀
嚼吃透。

面对西学的冲击，在中国文化价
值系统崩坏的时代，重建儒学的本体
论，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国文
化的主体性，并且践履笃实。梁先生
求真、忌俗，鞭笞奴隶性格，主张不
集一途、不尚众宠、空诸依傍、独立
不苟。

梁先生把理性视为一种心思作
用、情感、认知的方式、行为的方
向、人的本质、生命努力奋斗的目标
等。理性是人们的一种平静通达的心
理状态，在梁先生心目中，就今天世
界范围内的文化而言，真正体现人类
理性精神的，只能是代表中国文化的
儒家道德哲学。理性就是一种向上
心，一种不断求取、奋进、超越的精
神。向上之心，即中华民族生命赖以
开拓的一种精神。

书中藏着知己，书中有忠义故
事、士子文人的渴求。无须说，人格
之美是美的灵魂。说实话，单单以学
问做标尺，梁先生并非同时代学人中
出类拔萃的，他所为人推崇，较之他
的学问，显然由于他的人格，还有他
的思想魅力。梁先生摘取“温柔的时
代断片”，这盛世学界、市井街头，
关乎个人声望、奢华、梦想与野心，
也关乎经济发展与国计民生的能量气

运。在他看来，西洋长处在“人对
物”，中国长处在“人对人”。而在通
过发展科学技术基本解决了“人对
物”即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后，“人
对人”即人与人如何相处势必成为主
要问题。

抚今追昔，我们不能不仰视梁漱
溟这位文化先哲的远见卓识。

梁先生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
方文化之精粹，学养深厚，气韵独
特。他的语言老辣而含蓄，流畅而有
余韵，眼光专业独到，思考出入古
今，字里行间，草蛇灰线，拨云见
日，有着本色的绚烂华丽。无论命运
加之何样的风霜雨雪，梁先生泰然处
之，不怒不怨，不改清白之心。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听“传统”而心
动，认为世风日下，其实，以梁先生
观之，人心似还“古”得很。

阅读给人两种收获：一种是通过
读书，知道自己原来不知道的东西；
另一种是通过读书触发反思，知道自
己本来就有的东西，并激活它。高洪
波先生推荐的 《金蔷薇》 是一本文学
爱好者不可或缺的书籍。

《金蔷薇》 是俄国文学万神殿上
的一株仙草，字里行间洋溢着爱与
美，堂奥深邃，变幻无穷。把 《金蔷
薇》 放于枕边，夜晚来临时，似乎能
嗅到一股奇妙的花香。作者帕乌斯托
夫斯基用十几个诗化小说或散文探讨
了文艺的奥妙、人生的哲思。画龙点
睛，识见不凡。

掀开这本书，森林、草原、湖泊
的气息扑面而来，那样新鲜、强烈和
浓郁，仿佛重返童年。从书中，我了
解了什么是对文学事业最深刻的理
解，对作家劳动最诚实的忠告。那是
注入了作家切身体验的最宝贵的经
验。这一切首先都是通过一种充满诗
意的语言呈现的，犹如碧绿的荷叶上
滚动的露珠，摇曳生姿，流露出作者

“锲而不舍地追求美”的气息。
《金蔷薇》 中有个叫约翰·沙梅

的首饰作坊清扫工，他每天都把地上
的尘土集中起来，细心地筛出金粉的
微粒，日积月累，制作出一朵美丽的

金蔷薇，献给挚爱的苏珊娜。寻索起
来，从这本书中我得到的最大收获，
是学到了一种感受事物的方式。世界
内在的丰富、生动和神秘性因为这本
书而对我洞开，对感受的捕捉、分辨
和吟味，成为一种自觉的、微妙的、
乐趣无穷的行为。生活的尘土中同样
有太多闪亮的金粉，只待我们睁大眼
睛去寻找、搜集，制作出一朵朵“金
蔷薇”，献给我们心中的读者。

“三更有梦书当枕”，人生因阅读
而气象万千。夜晚是阅读的好时光，
仿佛在聆听一个个人类久远而又睿智
的灵魂在吟唱歌谣，也为自己的思想、
言行找到了方向。从而，一颗心，变得
轻盈，可飞于天之涯，可行于海之角。
雅文深境，幽思明悟，当现实与文字发
生碰撞、互为印证，无论是“心有戚戚
焉”，还是“与有荣焉”，以前人为榜
样，邈处欿视，踏平人间沟坎，可安
抚自己，得到慰藉。

（作者系湖北省英山县实验中学
教师）

﹃
书
﹄
度
又
一
年

段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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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李 周 翰 说 ，“ 序 者 ， 述 集 所
由。”无论是出于一个教师的责任，还
是源于同是教育工作者的义务，与准
胜相识多年，我愿意向读者朋友推荐

《文学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这本
书。该书是赵准胜在完成博士论文之
后，又用十多年的时间潜心一线去践
行自己学术理想的成果。

从学术研究来看，一直以来，我
们都强调文学代表一个民族的文明高
度，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就是一个民
族心灵世界的反映，那些辞丰意雄的
云水华章，那些高文大册的鸿篇巨
著，都曾挺括地构建起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文明的高地。在这一视角下，
对文学素养的研究，自然有着极其重
要的社会意义。

从教育实践而言，许久以来，我
们的一些专家学者都曾呼吁中国有语
文教育而没有文学教育，在学校语文
教学中，教师更多地关注字词、读音
和语句结构，而忽视了文学修养和审
美取向的教育。在这一客观需要下，
如何将文学素养教育落到实处，也是
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在我看来，所有关于文学理论的
研究与语文教学的实践中，儿童文学
素养教育永远是这一宏大叙事的主
体，一种具体而微的现实观照。无论
是学界还是一线教育，能真正重视儿
童文学素养并在语文教育实践中成功
的经验目前还很少。作者从对“儿童

教育”“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素养”
的研究，再到“语文教育”“文学素
养”的实践升华，其间做了很多研究
和探索，这些做法和经验，我觉得正
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准胜大学毕业后就从事少儿报纸
的编辑工作，整整 16 年在这一岗位履
职。这一宝贵的工作经历，让他始终
置身于儿童文学的现场，从编辑到主
编，从来稿的编排出版，到报纸的市
场定位，都需要他更多地关注当代儿
童文学的创作和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现
状。读博士期间，他又用三年半时间
对中国儿童文学和小学语文教育进行
了系统的研究与专业的梳理。前五
章，作者以“儿童观”作为切入点，
围绕儿童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作为
突破口，深入探讨了一系列问题。其
中，“文学”和“教育”作为两个关键
词贯穿始终。从文学到教育，从历史
到现实，正如作者前言所说：“我坚
信，对二者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会
对小学语文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改
革产生深远的影响，同时，对儿童文
学的研究将在动态的参考和本质的探
讨中实现新的突破。”

从第六章开始，作者由对儿童文
学的思考与忧虑转为更有现实观照意
义的“儿童文学素养”的研究，并且
就“构建文学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体系”与“文学素养教育的实践策
略”做了大量的、非常有实践价值的

探索。在我看来，文学素养重点是强
调对阅读者养成目标的引导上，更多
的是强调文本的审美性、阅读对象的
针对性；而“文学素养教育”则更多
侧重教育者的主导性、教育方法的多
样性以及与被教育者的互动性上，既
要有策略，还需有办法，是一个由单
向目标向双向目标的转变过程，“教
育”在这里理应得到更多的重视。

事实上，在“文学素养教育的实
践策略”中，作者也正是进行了这
样的尝试，并为这一教育理念的实
践提供了多种可能。就文学素养的
教育实践而言，作者的探索和思考
都是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的，正如作
者在后记中所说：“一直坚持初心的理
由是：直面中小学生文学素养教育的
紧迫性、重要性、复杂性，通过深入
研究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的关
系，进而探讨文学素养教育的理论
与实践模式，供基础教育工作者和
家长们借鉴、参考，从而有效提高
文学素养教育质量，提升中小学生
的文学素养。”

“活水源流随处满，东风花柳逐时
新。”如果非要对作者今后的研究方向
提点儿建议的话，我觉得媒体素养在
今后文学素养教育中的地位应给予更
多的重视，这是教育技术的呼唤，也
是时代需求的必然。

（作者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
资深教授）

对文学素养教育的真诚探索
——评《文学素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张福贵

一部用心书写的教育学术著作既
能描述和诠释时代的教育变迁图景，
揭示发展中问题并分析如何建构更好
的发展路径，也能勾勒出作者的学术
成长史，让读者默会其心生而言立、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思想表达。齐
学红教授的新作 《结构与行动：基础
教育改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便让笔
者生发此种阅读感受。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成为人文社会学科回顾和总
结学科发展历程并且展望和规划学科
发展愿景的重要时间节点，齐教授正
是在这样的时代和学科发展背景下，
将 70 年基础教育改革史研究与当下
课程改革的学校实地研究相结合，连
续 7 年扎根青岛两所学校开展合作行
动研究，从旁观基础教育实践的研究
者转变为亲历和促进教育实践和改革
的行动研究者，角色的变化也让她的
研究视域、学术旨趣发生了变化。

本书依旧保持着齐教授的学术风
格：平和淡定、开放包容、自若自
新。正因心有宽裕，所以思想的空间
开阔富有张力。这部著作的学科视角

“历史社会学”体现出了思想的容融
之力：一方面具有历史学的连续性
特征，又不局限于史实及其规律的
呈现，而是立足当下，极具批判性
特征；另一方面，具有社会学的现
实敏感性和理论诉求，但不囿于现
实，而是超越现实，实现历史与当
下结合。该书运用社会学多个流派
理论和分支学科的方法论来展开基础
教育改革研究。“结构”“行动”“体
制”“权力”“场域”“惯习”“话语”
等都是社会学洞察社会问题、剖析社
会现象的常用术语，如果追溯其理论
根源，我们可以发现其各有自己的学
术主张。

该书强调教育改革的过程也是一
个利益再分配的过程，改革方案体现

了国家行政主体、社会主体和专业主
体等不同利益主体的价值诉求。多主
体的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资料：
政策文本的深度比较、研究文献的梳
理述评、田野观察的白描和深描、访
谈数据的类属和情境化分析，这些都
让书中建构、解释和论述的观点更富
有说服力和启示性。每个主题的研究
都是史论结合。如此书写格局需要观
照教育问题的大视野和不避重就轻、
不畏难取巧的学术勇气。

高校教师走进中小学教育田野开
展合作行动研究，不同于采集数据来
完成一个课题，也不同于应景的交流
或指导，说些想法和办法就行。如果
是想法，还得要努力让“我”的想法
成为“我们”共同的想法；如果是办
法，得要让实践者们愿做、能做；做
了，还要接受学校、家长和政府的检
验和评价。仅仅作为一名旁观的基础
教育研究者，或许也可以看得透彻，
评得犀利，但不经此事的言说总是少
了些让人安心、放心和耐心行动的召
唤力。“躬行此事”虽然未必能“绝
知此事”，但能让这份“知”带有共
忧乐的同理心和共进退的责任心。

齐教授在青岛两所学校连续 7 年
的合作行动研究，让她对教育改革中
的学校和学校中的教育改革有了更深
层次的认识。在书中，作者对学校办
学自主权和校长负责制背后的制度设
计、运行困境、制约因素和优化路
径、方法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她的发
问启人深思：“为什么在社会民主化
进程不断推进，人们对于校长负责制
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认识程度不断提
高的今天，学校办学自主权却是有名
无实？”

和总把教育中问题归咎于教师的
观点不同，作者认为在复杂的利益网
和权力结构中，不能让教师成为“替

罪羊”，教育改革不是发生在真空，
教师要面对不同力量的较量。改革只
有与教师切身利益建立起联系，解决
其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才能激发
他们参与改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酝酿文思，贵在虚静。该作研
究方法多样、研究内容丰富、表达
方式多元，整本书行文给人一种沉
静的力量。我想这种贯穿始终的话
语 风 格 源 于 齐 教 授 团 队 的 学 术 共
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应成为教育
改革的建设性力量，在发现改革、
记录改革中，主动寻求教育变革之
路，协同教育内部和外部因素、构
建基础教育改革的支持系统，充分
发挥不同主体在改革进程中的积极
作用，让结构更能生发出教育的正
向行动，让积极有为的教育行动逐
渐创建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有
质量的教育的社会结构。

本书内蕴的使人沉静、助人望远
的力量也是齐教授团队特别想和耕耘
在中小学一线的校长、教师所共享
的。在这样一个以改革促发展的时
代，工作重、变化多、要求高、压力
大基本是一种常态。恰恰就是这种环
境，更需要实践者具有“历史社会
学”的眼光，把当下具体事件放在历
史的坐标中，洞察知识和权力、结构
与行动的内在逻辑和转化规律，方能
更好地理解我们的基础教育改革缘何
如此、有何诉求，也才能更好地理解
和规划自己为何而改、为何而忙，改
什么、忙什么，如何改、如何忙，从
而不畏惧眼前的困难、不停留于形式
上的变化、不止于权宜应景的成绩。
教育实践的可改造性必须抱持“十年
磨一剑”的耐心和定力，方能见到成
效。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课程
与教学研究所）

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远望与近观
——读《结构与行动：基础教育改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吴晓玲

《陈雨亭与学校整体改革》
陈雨亭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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