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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任何一个人若要系统学习或者掌
握专门性的知识，通读该领域的优秀
教材 （教科书） 必须得到应有的重
视，这是全面掌握一门知识的快捷方
式。尤其对于人文社科类专业的大学
生而言，深入阅读公认的优秀教材和
经典教材，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一些被业内公认的经典教材，往
往由权威专家学者领衔编写，这些教
材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针对出现的问
题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不断再版，
成为专门知识领域公认的权威。

换言之，一部优秀的人文社科类
教材，凝聚着一批优秀学者几年乃至
几十年的努力，诸如袁行霈主编的

《中国文学史》、张岱年等主编的 《中
国文化概论》、朱绍侯等主编的 《中
国古代史》、童庆炳主编的 《文学理
论教程》、叶朗著的 《中国美学史大
纲》 等，在各自的学科专业领域，影
响了一拨又一拨的青年学子。

优秀教材何以具有魅力？教材的
主编是名家学者是一个原因，其中最
关键的，就是这些教材的视野宏阔、
知识体系严谨，内容叙述详略得当、
重点突出。此外，优秀的教材不仅仅
是流于一般知识内容的泛泛介绍，同
样有其鲜明的专业立场、观点和结

论。再则，优秀教材兼顾了专业性和
普及性，读起来朗朗上口。优秀的教
材和学者的学术著作存在区别，教材
突出的是专业的宽口径、通识性、基
础性，是大学生步入专业之门的“敲
门砖”。而学术著作主要是专家学者
对某一领域知识的专门问题“挖深
井”，进行深入研究，具有一定的探
索性。

在大学生日常的学习中，尽管教
师总是鼓励学生们要认真通读优秀教
材，强调整体性地了解学科专业“全
景图”，可惜有些学生并不以为然。
平时只是随手翻一翻，或者选择几页
读一读，碎片化的阅读现象较为突
出。笔者通过微信软件，设置教材阅
读的随机调查问卷。100 多名受访大
学生中，其中三个数据值得重视：82%
的大学生没有通读过本学科专业的优
秀教材，有的认为以后也不会通读；
75%的大学生对优秀教材的阅读提不
起兴趣；85%的大学生认为通读教材花
费时间，考试也考不了那么多，只要把
教师划的考点范围搞定就可以了。这
表明，对于有的学生来讲，那些优秀的
教材只是应付考试的参考书，根本就
没有用心去体会优秀教材好在哪儿、
为什么好。另外，现在电子课件大行

其道，电子课件把教材中的重要内
容、考点均进行归纳和提炼。如此一
来，优秀教材最终沦为考试的一种辅
助资料。诚然，教材与考试不可分割，
但是完全服务于考试，就值得深思。

当前，高校大力推进教材建设，
投入大量资金，组织教授专家进行编
写。但是少数教授专家为了完成教材
编写任务，在教材的结构、体例、内
容等方面，都和同类教材“撞车”，
没有其自身特色。这样的教材匆忙出
版，漏洞百出，学界不认可，学生也
不买账，注定和优秀存在差距。编写
并出版优秀教材，一方面考验编写者
的学识和修养，另一方面也检验编写
者对于学科知识的全局驾驭能力。比
如张岱年是著名的文化学者，本世纪
初期，为了强化大学生的综合文化素
养，他和方克立教授主编 《中国文化
概论》。该教材一经出版，就受到全
国文科师生的追捧，且很快纳入普通
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近20年来，该教材数次修订，成为大
学通识课的经典教材。

不得不说，优秀教材对于学科专
业强基固本，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
用。活跃在当代文学研究界的一批学
者，在上世纪80年代上大学时，无不

反复阅读游国恩主编的 《中国文学
史》、唐弢主编的 《中国现代文学
史》、王朝闻主编的 《美学概论》 等
教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不仅熟读这
些教材，还进行摘抄、写读书体会，
深刻影响了后来的文学研究。

也许有人会说，学者的优秀专著
更有看点读。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
是对于刚刚步入学科专业之门的大学
生来说，其知识体系正处于构建之
中，通读教材能够在宏观层面对专业
学科把握得更到位。那么，该如何通
读优秀教材？每个人的学习方法和习
惯不同，其答案也不会相同。总体上
讲，就是精读与通读相结合、读与思
交融并进。笔者认为，为了提高教材
的阅读和学习效率，核心是要树立问
题意识，多问自己“为什么”。

这里还是以 《中国文化概论》 为
例。首先，在阅读该教材之前，要自
问同类教材有哪些？不同教材的特点
是什么？学习中国文化，不能随便挑
选一本教材仓促学起来，要慎重挑选
教材。有的授课教师从个人利益出
发，强烈推荐自己编写的教材，这到
底是对是错，其实只要全然从人才培
养的角度考量，一切不言自明。教材
选准了、选对了，才能确保学生后期

的学习效果，否则，一本平庸的教材
会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其次，阅
读教材时要善于思考：中国文化是什
么？中国文化精神有哪些？这些问题
虽然宽泛，但是疑问在脑海中时常浮
现，在教材阅读与学习中就不会被书
本牵着走，学起来能够做到收放自
如。再其次是要清楚教材中知识体系
的重点和难点，重点何以成为重点，
难点究竟难在何处？往往教材中指出
的疑难问题，正是学生深入钻研的新
起点。最后，要重视教材每一章节中
总结性的文字，这些总结性文字往往
代表着教材编写者的学术主张和观
点，是教材中的精华所在，也是每一
章节中的“点睛之笔”。

我们现在处于信息化高速发展的
时代，对学科专业知识的获取越来越
便利。作为大学生而言，为了奠定扎
实的学科专业基础，要重视学科专业
领域优秀教材的深入阅读，只要静下
心来，掌握正确的阅读方法，与优秀
教材对话“共舞”，不但能激发对学
科专业的热情和兴趣，还能培养独立
思考的能力。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
将来，对于优秀的、经典教材的学习
和阅读，永不过时。

［作者单位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优秀教科书的阅读何以重要
陈华文

很多中小学校长、教师听说我是
教育学教授后，常常满怀希望地请我
能提供一份供一线教师阅读、进修的
书目。多数情况下我都惶惶然不敢多
言，原因是：这看似简单的任务，要
完成好，其实并不容易。

我曾应约写过一篇短文《“好教
师”应有的三种修炼》（《北京教育》
2020 年第 12 期），主要观点是：所谓

“好教师”，一定要在学科专业上不断
提高，更要在教育专业上不断精进；好
教师不仅应该“专业”，还必须成为一
个全面发展或者“不那么专业”的“通
才”，成为一个能够展现世界和人的完
整性、承担起培育自由而全面发展的
一代新人这一神圣责任的伟大智者。
故努力追求广博的知识结构、良好的
学科专业素养、完善的教育专业素养，
是“好教师”应有的三种修炼。此三种
修炼中，仅仅“广博的知识结构、良好
的学科专业素养”所应涉猎的书目，恐
怕就已经是海洋一样的存在了。若加
上每位教育工作者应有的个性追求，
所谓的“教师阅读书目”基本上就是只
有神仙才能开列的了。

当然，我既然在教育学领域长久
任教，在“完善的教育专业素养”一
维，总有些个人体会，可以抛砖引
玉。而以我之见，若限定在教育学领
域，教师可以循序渐进地开展如下三
种类型的阅读。

第一种：经验的教育学阅读

对于许多刚刚进入教育学学习领
域的教师来说，最为亲切的往往是那
些感性、优美、深入浅出的教育思想
的言说，故“经验的教育学阅读”应
当是教育学学习的初阶。

经验的教育学，并非“低级”的
教育学。从孔子、苏格拉底、洛克、
卢梭一直到今天，人类许多伟大的教
育思想都蕴藏在经验的教育学论述之
中。现当代，这一类经典作品更不少
见。比如：苏霍姆林斯基的 《帕夫雷
什中学》、A.S. 尼尔的 《夏山学校》、
小 原 国 芳 的 《小 原 国 芳 教 育 论 著
选》、黑柳彻子的 《窗边的小豆豆》
等。国内教育名家中，魏书生、李镇
西、李吉林等人的作品也深受广大一
线教育工作者的追捧。

经验的教育学著作多出自有丰富
教育实践经验的教育家，这类作品最
突出的长处有二：一是教育智慧与教
育生活的日常水乳交融；二是表达方
式上常常一针见血、酣畅淋漓，不故作
高深、忸怩作态。比如：“有经验的低
年级的教师总是力求使儿童从他入学
的初级阶段起就成为知识掌握过程的
积极参与者，力求使世界的揭示过程
给孩子们带来深切的、无与伦比的快
乐、兴奋⋯⋯”（苏霍姆林斯基，《帕夫
雷什中学》）又比如：“一个真诚的教育
者同时必定是一位真诚的人道主义
者。一个受孩子衷心爱戴的老师，一
定是一位最富有人情味的老师。只有
童心能够唤醒爱心，只有爱心能够滋
润童心。”（李镇西，《爱心与教育》）

这些优美而深刻的文字，当然最
能打动深爱教育的同行。但是经验教
育学在情感宣泄的同时，也可能有某

些从事严谨学术研究的人所无法接受
的东西，散文笔法往往在逻辑上存在
漏洞。比如“如果将一个孩子所受的
道德教育去掉，他就会变成一个好孩
子”的本意是批评“坏的”道德教
育，但在逻辑上却将所有形式的道德
教育（包括尼尔自己的自由主义道德
教育范式）都一概否定了，肯定是太过
偏激的表述。当然，熊掌与鱼不能兼
得，经验教育学阅读能够引领大家进
入教育学作品的阅读，激起大家对教
育活动反思、探究、建构的兴趣，就已
经是大功告成了。不过教育同仁应当
注意的是，既然这些感性、优美的文字
可能有思考不周全的地方，你就不能
只有这一类的阅读，你就得超越感性、
经验走向相对理性、逻辑，也可能相对
枯燥的学科的、学术的教育学阅读。

第二种：学科的教育学阅读

所谓“学科的教育学”，其实就
是“教材”意义上的教育学。教科书
的一大好处，是能将某一个学科领域
较为稳定的经验、思想、研究成果以

“基础知识”的方式汇集起来，极为
方便读者形成该学科较为全面的“思
想地图”。不过教育学是一级学科，单
教育学本科专业课程就有好几十门。
若要求一线教师将这几十门教育学科
的教科书都通看一遍，显然是一个太
过艰巨也未必有必要完成的任务。好
在教师的日常工作需要决定教师的阅
读，若从这个线索去开列教育学教科
书的阅读书目，就会相对简单起来。
一个在中小学从教的教师，主要的工
作可以归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教书”，

也就是教学；另外一个是“育人”，
核心是德育。故“学科的教育学”阅
读，不妨先从这两个领域开始。

在课程与教学领域，有两类教科
书是教师必读的。一类是有关课程
论、教学论的著作。我个人过去阅读
体验比较好的，有施良方的 《课程理
论：课程的基础、原理与问题》、王
策三的 《教学论稿》、陈佑清的 《教
学论新编》 等。另外一类是与课程和
教学活动直接关联的心理学教材，如
谢弗 （David Shaffer） 的 《发展心
理学》、皮连生主编的 《学与教的心
理学》、刘儒德主编的 《教育中的心
理效应》 等。21 世纪以来，课程、
教学改革风起云涌，一线教师们疲于
应付的任务之一就是无休止的教改培
训。须知课程、教学改革的许多“时
代要求”对于教育学科来说，只不过
是教育学基本原理或者教育学专业常
识的应用。与其反复参与一些使人昏
昏的专家讲座，不如静下心来系统阅
读一些教育学教科书。倘使我们能够
从课程、教学的原理上明白更多，我
们对新课改任务的理解、反思、创造
性实践，当然就会容易很多。

关于德育，记得曾经有一线教师
问我：“在学科教学里，我到底应该
如何做德育？”因为当时时间太紧、
一两句话作答太过敷衍，我只好笑笑
对他说：“你先看我那本 《德育原
理》 试试？”因为关于德育在课程里
存在的一些基本问题，在 《德育原
理》 教科书里已经有初步的建议，只
是因为我们过去只是中文系、数学系
毕业的，只学习过学科教学法而对教
育学的其他基础知识如德育原理没有

涉猎过而已。除了 《德育原理》，哈
什 （R. H. Hersh） 等著的 《德育模
式》、杨韶刚的《西方道德心理学的新
发展》等也都是不错的著作。但鉴于
立德树人的工作最为复杂，德育是一
个需要跨学科研究的领域，若希望对
德育有更深、更广的理解，教育界的同
行可能还要跨学科阅读品德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个性心理学以及伦理学、
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教科书。

除了课程教学、德育原理，教师
还应当加强教育思想史、教育哲学、
比较教育以及教育伦理学、教育法学
等方面的阅读，而这一阅读也应当从
教科书开始。

教科书是基础，是已知世界。而
作为人类最为复杂也最为高级的实践
活动，教育生活势必会面临许多未知
世界的挑战。教育工作者对于自己的
工作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更
要探索美好事业的无限可能性。因此
教育学不仅应该成为广大教师的学习
领域，更应该成为我们探索、创新的研
究领域。故在“经验的教育学阅读”

“学科的教育学阅读”的基础之上，有
更高追求的教育家就应当有第三种阅
读——“学术的教育学阅读”。

第三种：学术的教育学阅读

倘若“学科的教育学阅读”可以因
工作任务的标准简化为教学、德育两大
类，有一些最基本的书目可列，则“学术
的教育学阅读”可能就没有开列普适书
目的可能了。因为进入“学术”或者研
究层次后，读者的课题是具体的、兴趣
是个性的。唯一可以一说的，就是研究
兴趣与阅读兴趣的统一性了。

譬如，如果你对教育的敏感性有
兴趣，你就必须阅读马克斯·范梅南

（Max Van Manen） 的 《教育的情
调》。在这本著作里，范梅南指出：

“一位机智的教育管理人员应该知道
该说什么和不该说什么，什么该提什
么不该提。教育的敏感性和教育机智
是一个教育管理人员进入孩子的体验
世界的能力。”须知“知道该说什么
和不该说什么，什么该提什么不该
提”的“教育的敏感性和教育机智”，
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而言都是确保对
于孩子的“教育爱”之有效实现以及教
育独特性的不二法门——“教师应该
是一个懂得孩子的体验，懂得如何运
用知识，懂得如何教会孩子去学习、去
生活的成年人。这样的教师应该具备
一种临场的机智和多谋善断，能够就
地行动，积极地分辨对某一个具体的
孩子什么合适，什么不合适。”

不过，《教育的情调》 是一种现
象学写作，若要深入理解这些看起来
十分感性、类似于经验教育学的学术
作品，你就应该去追问什么是现象学
教育学。而除了 《教育的情调》，范
梅南的作品还有 《教学机智——教育
智慧的意蕴》《生活体验研究——人
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 和 《儿童的
秘密——秘密、隐私和自我的重新认
识》（与巴斯·莱维林合著） 等，可
供我们进一步阅读。

自然，研究兴趣与阅读兴趣的统
一性及其所决定的书目不可能是一成

不变的。随着阅读、思考、研究的逐步
深入，我们的阅读书目就会自动“滚雪
球”。但无论阅读的雪球滚多大，书目
的开列者都只能是读者自己——一个
真正的研究型、专家型的教师了。

以上是我个人关于教师阅读的一
孔之见，具有强烈的个人主观性。不
过谁都是个人主观性地推荐阅读书目
的。北京大学陈洪捷教授曾经告诉我
说，美国、德国教育学界都曾列举过
20世纪 （一百年） 100本教育学经典
著作，结果是 99 本都不一样、只有
一本著作相同——那就是杜威的 《民
主主义与教育》。

索性彻底贯彻这一“强烈的个人
主观性”，我在这里也邀请有缘的教
师同行阅读我个人的学术作品如 《德
育美学观》《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

《公民教育引论》《劳动教育论要》 及
我主编的 《教育思想的花园》。《德育
美学观》 等作品虽然有些学究气，但
是都讨论了教育领域一些深层次的理
论问题，也有属于自己的学术主张。
而 《教育思想的花园》 则是我主持的
博士生课程的“教学”成果——陈桂
生、陈洪捷、郑新蓉、石中英、金生
鈜教授等 20 多位国内教育理论大家
和中青年研究者在北京师范大学讲堂
上给博士生开讲的讲稿或相关文稿的
汇集。所有文稿均按照研究问题的逻
辑编排，在结构上分为“教育学与教
育的元研究”“教育的现实问题与时
代课题”“教育学的历史、文化与比
较思维”上中下三篇。先有教育学及
教育问题的元研究，再有对于若干重
要教育问题的理论分析，最后再回到
教育研究之历史、文化、比较的视
角，实际上意味着对教育理论研究的
回望、鸟瞰与反思。所以我在该书的
序言里由衷地说：“由于思想云集、
精彩纷呈，我相信说本书是一座‘教
育思想的花园’绝非虚言，我非常乐
意邀请所有对教育理论有兴趣的读者
尽情徜徉其间。”

最后，我特别想说的是：我本人
大学毕业后在老家一所完全中学工作
过 8 年，教过初一到高三，做过 5 年
高三班主任，也曾经是一位小有成就
的中学“一线教师”。后来硕士、博
士、博士后、留校工作，又在大学做

“一线教育工作者”逾 25 年。因此，
由衷希望以上关于教育学阅读书目的
讨论，是一次教师对教师的同行间最
美好的学习心得的交流。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
育学部学术委员会主席）

教育学书籍阅读的“三重门”
檀传宝

名师在读

《世说新语》 里说得好：“从山阴
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魏晋人物
对于自然山水之美的发现真是神奇。
这句话，妙在“映发”两个字上。

“映”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发”
是开扬，洋溢，你生发我，我亦生发
你。山阴道上，春山如笑，春水明
漪，春水是山的一台妆镜，春山是水
的一件披风⋯⋯水中有山的形影，山
上满是水摇曳的波痕。山姿水态，在
生意勃发的天地间，经纬交织，你我
互见。有一种阅读的状态，也堪称

“山阴道上行”，人与书亦可相互“映
发”。相互“映发”的阅读，人在书
中发现了更真实的自己，一本书也会
在一个人的生命深处得到验证与获得
再发展，由此人书漫成一体。

日常阅读中，常见的类型是：
“人”在书外。“人”与书之间只存在表
面上的阅读关系。知识性、情节性、既
定的题旨理解会构成我们与书之间的
联系，“人”看似是“书”充分的接受者，
但极有可能“人”与“书”的隔膜很深。
远在“人在书外”层次之上的是：书感
召人。这是阅读很高级的层次了。但
这种状况美中不足的“书”是主导，

“人”是受影响者，阅读的过程是“书”
向“人”施加力量的过程。当然，此种
阅读状态在现实中已是难能可贵，很
美好也很美妙。

结合自身阅读经历，我想向朋友
们推介另外一种阅读状态：书与人相
映发。书与人相映发，关键在“映
发”上。“映”里面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书中有我，即我在书中发现了
更真实、更内在的自己。日本著名服
装设计师山本耀司说：“‘自己’这
个东西是看不见的,撞上一些别的什
么反弹回来，才会了解‘自己’。所
以跟很强的东西、可怕的东西、水准
很高的东西相碰撞,然后才知道‘自
己’是什么。”特别是内在世界中的
那个自己，很多时候并不为我们所查
知。在书中别人的世界里才更容易发
现自己。其二，我中有书，即自我生
命中很重要的某个部分与书中内容高
度契合，书与人产生了紧密而内在的
关联。“发”也是两方面的。首先是

“书”发“我”，即随着书的起落开
扬，自我生命特质会伴随着书中内容
得到进一步开扬彰显，自我生命获得
前所未有的发展；也因了这种开扬，
自我在阅读中的贯注力、深透力、创
造力都会得到大大的强化。其次是

“我”发“书”。即在自我的生命场，
书中的价值与力量会经由“我”得到
内在验证，并获得大大的开掘与发
扬。“书”开扬“我”的同时，“我”
也 在 进 一 步 开 扬 “ 书 ”。“ 书 ” 与

“我”之间构成了相互“映发”的深
度交融状态。

近日，在重读并细读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老人在与大马林鱼的周
旋与对抗中，不时地表达出对大鱼的
欣赏及出自肺腑的敬意。尽管早知道
故事的结局，但我还是一次次在这样
的情节与描绘中，深陷其间，如临其
境，如遇其事。我进入书中，书中的
血液也在我的周身弥漫。大鱼是老人
抗争的对象、捕捉的对象，但大鱼何
尝不是成就与塑造老人精神与魂魄最
重要和伟大的力量。大鱼和老人既对
抗又统一，是在对抗中最终完成了统
一。每个人在他的一生中是不是都应
该有他自己的“大马林鱼”呢——在
战胜与对抗中，这个“大马林鱼”最
终与你的生命所指融为一体。你与大
鱼搏斗，渴望战胜大鱼；大鱼也在时
刻雕刻着你，创造着你！我的“大马
林鱼”，就是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从
容驾驭自由把握的——我的课堂。我
们既对抗又统一，在我与心中所待的
课堂搏斗、企图战胜它的过程中，我
给它注入我的内容，它也深刻地给我
注入了内容。“我不知道：是它在带
我回家，还是我在带它回家呢？”我
不知道是我给了课堂力量，还是课堂
给了我力量——最终“我们像亲兄弟
一样航行着”。

真正对自己有意义的阅读，在于
自己能够在生命深处确定与某本书的
关系。在这样一种关系的确定中，人
与书才能相互交织，彼此显现。一本
书与一个人内在生命成长的价值才能
充分构建出来。在完成自我生命成长
的过程中，我们才有可能把一本书也
带到更远和更开阔的地方。

许多时候我们强调书之于人的影
响。这诚然是很好的，但书成就人，
人又何尝不在成就书呢——就像我们
和自己的课堂一样——人与书之间一
旦产生生命的交织交融，彼此映发，
这才是阅读莫大的兴味，这也是阅读
莫大的成就。

（作者系语文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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