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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作为“世界读书日”线上共读直播的
热身，4 月 15 日晚上，华东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副主任李政涛就作了在线领读。李
政涛老师用三句话谈“整体感受”：“这是
只有成尚荣老师才能写出的一本书”，这
是“一本与众不同的大书”，这是“一本献
给所有教师的书”。随后，他从三个方面
切入，领读、“三读”了这本书：读作者、读
书本、读自我。

读作者，李政涛老师读到了作者的
倾听能力和倾听之后的融合、编织、回
应的能力。读书本，他读到了书中“有
种子”，有种子的故事和理想；“有榜
样”，有作为教师成长、发展的标杆和参
照系的榜样；“有儿童”，有作为教育理
论研究和实践活动的基石、核心的儿

童；“有教育学”，有体现了国家意识、
民族自信的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内涵的中
国特色教育学。读自我，他读到了“一
面反观自我的镜子”，读到了自己在立德
树人的道路上应该怎么走的答案，读到
了如何通过个人践行而将立德树人理念
转化为个人经验、个人智慧。

当晚还有三位领读嘉宾——蔡成
德、孙玥、程志，另有全国各地 15000
多位教师、校长、教研员同时在线。无
锡市广瑞实验小学、凤翔实验学校等学
校都把组织全体教师参与线上共读，作
为“人间四月美，共读一本书”系列活
动的重要内容，他们和李政涛老师一起
探寻切合立德树人理念的教书育人之路
径和方法。

李政涛老师的“三读”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
雨》《野火春风斗古城》《东方》 ⋯⋯
还记得这些耳熟能详的红色文学经典
作品吗？6 月 19 日，“重温红色经
典 致敬建党百年——人民文学出版
社成立 70 周年主题出版诵读会”在
北京举行。

参加本次诵读会的作家、作家后
代阵容十分强大，包括 《太阳照在桑
干河上》 作者丁玲之子蒋祖林、《浴血
罗霄》作者萧克之孙萧云志、《暴风骤

雨》作者周立波之子周小仪、《野火春
风斗古城》作者李英儒之女李小龙、

《东方》作者魏巍之子魏猛、《敌后武工
队》作者冯志之子冯刚、《突出重围》

《英雄时代》作者柳建伟、《红色的起
点》作者叶永烈之子叶舟等来到现场，
讲述了作家们创作这些伟大作品背后
的故事，并带来了一篇篇精彩朗诵。

《平原烈火》 的作者徐光耀老先
生特意发来祝福视频，他说：“‘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

国的野心昭然若揭，党领导下的抗日战
争也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个过程中，
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
事迹。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被深
深感动，于是就有了 《平原烈火》《小
兵张嘎》 以及一系列短篇作品的创作。
红色经典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是我们回望历史的重要凭借，希望朋友
们都能喜欢它们！”

在诵读会上，李野墨、晏积瑄、王
明军等演播艺术家朗诵了人民文学出版

社主题出版代表作品的精彩片段，现场
掌声雷动，大家都被艺术家们精湛的表
演深深感染。

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志
坚朗诵了 《陈辉诗选》 中非常有代表性
的 一 首 诗 作 《献 诗 —— 为 伊 甸 园 而
歌》，他表示：“这些红色经典代表着那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我们至今还能从中
汲取精神力量，我们所有的出版社至今
还在从中不断挖掘、出版那些反映我们
民族精神的一些东西。”

用声音演绎红色文学经典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对于这位曾经的江苏省教科所
所长，人们至今仍然习惯称之为“成
所”，这可以理解为是对其学术成就
和为学、为人的敬崇。犹记得 2016
年炎夏的一个午后，为着《成尚荣教
育文丛》的出版一事，我和几位同事
到南京拜访成老师，约在傅厚岗他
的寓所附近的一家麦当劳见面。我
知道成老师心有江河，口含锦绣，所
以暗地里准备了几个话题。事情很
快谈完，我紧接着作临时采访。

这是我至今唯一一次在麦当劳
餐厅完成的采访，像炎炎夏日之中注
入一大杯冰可乐那般畅快，“从枝头
到心头”（成尚荣语），群鸟奔走相
告。我们邀成老师一起吃晚饭，他
说，“家中老岳母卧病在床，得赶快回
去料理”。是年，成老师七十有五。

今年“4·23 世界读书日”当晚，
《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的出版方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为这本书作了
一场线上共读直播。作为成老师的
老朋友和直播活动的领读人，江苏
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分享了
他的“动情一刻”：“许许多多的时
候，我和成所的交往是在他给老师

们答疑解惑或者参加研讨、论证的
现场。好不容易坐下来，大家准备
吃顿饭了，如果不是在外地的话，他
会起身告辞，说得回家去给老岳母
烧饭，‘烧完饭之后，再来参加你们
的讨论’。”唐江澎说：“我是不容易
落泪的一个人，但每每那个时候都
会背过身去擦拭自己的眼泪。”

或许，正是这种善心、善行，作
为一种重要支撑，架起了成老师的
整个教育人格。唐江澎老师认为，
思维品质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不
管是发言还是写作，成老师都能做
到“在高站位上引领”“在宽视野中
拓展”“在深层次中掘进”，然后以精
确的语言和丰富的修辞，紧贴着“我
们的具体经验”进行表达。

唐江澎老师还特别谈道，“有一
批年轻人以‘成所’为旗帜聚集在他
的周围，从他的身上获取成长的力
量；他的所在便是我们成长的所在，
便是对人的成全所在。‘成所’，即
成人之所”。也正因此，这个写了

《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 一书的
人，本身就是能够匹配“中国”一
词的“立德树人好教师”。

“成人之所”

最近，无意中得知高尔泰先生三
部作品面世，分别是 《艺术的觉醒》

《回归，还是出发？》《美是自由的象
征》，赶紧订购，孰料赶上假期，邮
路极慢，直到近日才陆续收到。

三本书多是高先生旧日文字，
《艺术的觉醒》 谈哲学，《回归，还是
出发？》 落脚在文学与艺术，《美是自
由的象征》 讲的是美学。此三册学术
与评论面世之时，我年纪尚小未能读
到，隔了这么久，能有一套定本重
版，雅洁的文字，智性的逻辑追求，
热情的现世关注，实在不错。

先挑了 《回归，还是出发？》 一
册 ， 开 篇 《屈 子 何 由 泽 畔 来 ？》

（1986 年） 虽是近四十年前的文字，
读来仍感慷慨、浩荡，能引发很多现
实思考。前一篇，高先生联系屈原的
作品，讲华夏文化与楚国固有民族文
化之异同，由此把握不同文化之下形
成的个体人格与思维方式，往下就分
析这样的异同带来对诗歌和文学的影
响，并且，先生之文并未停留在文学
与艺术，更由屈子之自沉，分析民族
情感与爱国主义，回应前人诸多论
辩，又在此生发开来，谈论诗人的命
运与表现、诗歌的不同价值追求。在
这样一篇又似评论又似随笔的长篇文
字里，能看到一个极其鲜明的屈子形
象及其源头，用高先生自己的话：

“若问那株悬崖上的树的形式是谁造
成的，那就应当说是树木本身的生命
力、悬崖的压力和狂风暴雨的摧残共
同造成的。”

哪怕是写评论，高尔泰先生文
字，多的是壮怀激烈，多的是现实思
考，笔力雄健，不拘于时，书中 《文
学可以是商品吗？》《话到沧桑句便
工》《文学与启蒙》，都是多年前的对
话、访谈与论说，但放在今天毫无过
时之感。先生总是从切身感受出发，
人性相通，扎根于大地的感受，是任
何人都能感应的，于是这样的文字最
终能立于时间之河，历久弥新、熠熠
生辉。

高先生在 《文学与启蒙》 结尾有
一段精彩答辩，“能不能是一个问
题，想不想是另一个问题”，他是讲
作家要有同情心，要有自我意识。联
想到自身教育教学也是这个道理，工
作之中，做多做少是一回事，愿不愿
做、有没有做是另一回事——对学生
好的事情，做，总比不做好。由此想
到手头正在翻阅的徐莉老师 《童书里
的教育学》 一书，这本书可以看作徐
莉 老 师 对 儿 童 教 育 的 “ 想 ” 与

“做”，对儿童的同情心。
简单说，这本书就是借着童书故

事讲教育，“故事知道怎么办”，徐老
师在书里给曾经的孩子、如今的大人
讲故事，帮助大人与孩子建立相互信
任、相互支持的关系。她用 《尼尔森
老师不见了！》 来讲“大人要为关系
质量承担全部责任”，也提出了建立
良好关系的策略；用 《图书馆狮子》
来讲“与孩子共建规则”；用 《幸福
来临时》 分析儿童的问题行为背后，

也有着隐藏的“积极的力量”；等
等。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故事并不仅
仅是徐老师的分析工具，只是为了提
出一个结论，而是借着故事，提出了
一种教育框架，借着故事情节的展
开，对可能的教育过程进行了探讨，
这些方面是最为精彩的。

很多老师都熟知绘本 《大卫，不
可以》，在徐老师眼里，这部经典正
是提示“大人要无条件接受孩子当下
的一切”，问题是，这句话讲出来简
直令人生畏，是这样吗？做得到吗？
徐老师用故事里大卫的表现，回答了
这些问题，“无条件”“接受”“孩
子”“当下”，这些关键词就是密钥一
把，她一一分析，将结论化作思考过
程，让大人明白，“教育从业者即使
看不到成果，也要做出最大的努力，
并从中感受喜悦和生命的价值”。这
样的觉醒与领悟，应该是那些经典童
书，带给教育人的最澄澈的教育学
吧？

阅读带来思考，思考引发行动，手
边正读的这两本，一文学一教育，一深
沉一灵动，一远一近，一旧一新，作为
同一种意义的追寻，却又无分今古，无
分学科，“回归，还是出发”？或许，对
教育而言，回归，就是出发，向着自身，
向着未来，想可想之事，行可为之举；
出发，亦须回归，回到教育的初心，回
到学习的原点，回到儿童的成长。

（作者系深圳市龙华区和平实验
小学语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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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常常喜欢问妈妈，书里的
故事是真实发生的吗？当我读‘中华
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的时候，不
用问妈妈，我也知道了这些都是真实
的故事，而且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故
事。”许多小读者都和四年级小学生朱
丽萌一样，在这些讲述航天员、医生、
运动员等不同行业的中华先锋人物故
事里，感受到了什么是坚韧不拔、什么
是热爱祖国、勇于奉献。

由党建读物出版社、接力出版社
联合出版的“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
第一辑、第二辑出版以来，受到读者
的欢迎，并获得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
奖等多种奖项，6 月 19 日，丛书第
三辑首发式在京举办。据介绍，第三
辑继续秉持“让英雄伴随孩子成长”
的理念，邀请国内著名儿童文学作家
用充满浓郁童趣的美文，描述中华先
锋人物成长过程中的感人细节、丰富
的心灵世界及其在共和国发展历程中
闪光的足迹。第三辑包括：《林俊
德：铸造“核盾”的马兰英雄》《李
培斌：贴心的亲人“李司法”》《王
有德：治沙“魔法师”》《吴大观：
给战鹰安上“中国心”》 等30种。

崇拜英雄、向英雄看齐是人在青
少年时期的心理特点，“中华先锋人
物故事汇”中不同领域、不同战线英
雄模范人物的故事契合了当代青少年
读者的心理需求。中国出版协会常务
副理事长邬书林认为这套书选取各行
各业为中华民族增光添彩、作出重大
贡献的先锋人物，体现了“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中国新闻出版传
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马国仓评价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是一套礼赞
时代精神、讴歌先锋人物的精品献礼
图书，具有“小册子，大事迹”的特
点，是为青少年读者量身定制的主题
读物。

儿童文学作家通过实地采访取得
大量第一手资料，并用讲故事的方式
将先锋人物的事迹娓娓道来，拉近了
读者与先锋人物的距离。在第三辑
中，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创作了 《邰
丽华——无声之舞》 一书，为了写
好、写活、写真聋人舞蹈家邰丽华的
人生故事，她亲赴邰丽华出生和成长
的地方——湖北宜昌，采访邰丽华的
父母、姐姐、老师，走她曾经走过的
上学路，采访她就读过的特殊教育学
校。殷健灵说：“这个过程，是我一
次一次重返邰丽华童年的过程，也是
探求邰丽华何以成为独一无二的邰丽
华的过程。”在这本书中，作家尝试
用多声道的方式，将今天和昨天连
接。“我想通过这样的形式来展现邰
丽华的故事。感谢邰丽华，她对我敞
开心扉，往事在她的回忆当中一一呈
现，那些触动心弦的瞬间和片段，那
些伤心的过往，那些让她成长起来的
坎坷和挫折，不仅是邰丽华个人的财
富，当它们化为文字，我想它们也能
够成为今天每一个成长中的孩子的人
生财富。”

作为被书写的人物，邰丽华自己
也 受 到 鼓 舞 与 精 神 感 召 ， 她 说 ：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
把每一个人物的精神、成长故事和他
们所经历的困难展现出来，是对包括
我在内的每一位读者的激励。”

礼赞时代精神 讴歌先锋人物
——“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引导青少年做“大写”的人

本报记者 王珺

书海观潮

3.

从 3 月开始，南通市崇川区就
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新时代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根本任务，利用各种
平台，采取多种形式，持续推进

《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 一书走
进教师精神生活，融入教师职业生
涯。崇川区教育体育局局长陆红兵
也是“世界读书日”当晚这场线上
共读的领读人，他聚焦书中教育家

（教师） 的“青春性”这一核心课
题，条分缕析，勾连今古，层层深
入，从外显特征和内在机理两个维
度，分享了“青春性为什么应该成
为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的精神特
质”：青春性意味着“激情洋溢”

“学而不厌”“勇于创造”“好问勤
思”“执着追求”，青春性特质的教
师饱含“对祖国之爱”“对教育之
爱”“对儿童之爱”“对自身之爱”。

陆红兵老师的意思很明确：好
教师离不开两个词——专业与爱。
在不同的语境中，也可以这样描
述：智慧与爱。诚然，“没有爱就
没有教育”，然而，唯有爱也没有
教 育 。 爱 是 人 类 的 普 遍 情 感 ，

“爱”必须加上“专业”，“爱”必

须融合了“智慧”，教育才可能发
生，教师的职业生命也才可能是完
整的。由此，专业与爱支撑起教师
的“青春性”。

如何让爱“保鲜”，如何让专业
（专业智慧）按着专业规律、顺着专
业轨道持续运行，并积极作用于学
生的学习与成长？或者说，如何让
教师的“青春性”长在？无数事实证
明，阅读以及由阅读带来的对话、
分享、自我反思、自我更新，是最
优选项。张家港市实验小学有一个

“青年教师夜读团队”，多年来一直
坚持“夜学”。4 月期间，他们围
绕“立德树人，助力童年拔节”这一
主题，在张家港市文化中心“艺书
房”，连续三期（第 60、61、62 期）共
读《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他们
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青春说”，
寓意为“当思考遇到阅读：我们说，
请你听”。“我们”是我们每一个人，

“你”也是我们每一个人。
教师的“青春性”，关涉教师

自身的专业成长与生活品质，必然
会在共读与分享中，不断延展、提
升、强化。

教师的“青春性”

1.

2.

一场跨越时空的共读
林茶居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已有江
苏、浙江、江西、重庆、新疆等地的 24
个设区市和县市级的教育部门，发动教
师共读 《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并开
展线下研讨、读书征文、师德演讲、专
题培训等活动。

杭州市上城区教育局在 4 月 26 日举
行的第十三届教师读书节上，把“做新
时代立德树人好教师”作为读书节主
题，主要内容就是共读 《做中国立德树
人好教师》。

像以往一样，上城区的教师读书节
结合了某一所学校的读书展示活动，这
次选择在杭州中学。作为操办者，杭州
中学精心设计了这样的活动流程：其
一，“共读一本幸福之书”，由共读者代
表 沈 云 老 师 、 罗 学 平 老 师 作 TED 演
讲：《立足儿童立场，聚焦立德树人》

《沐浴书香，润泽幸福》。其二，“走近
一群可爱之人”，先是主题为“智慧如
他 （他） ⋯⋯”的诗歌朗诵，再由杭州
中学校长杨昕珠作主题发言，她以本校
优秀教师的成长故事为例，从确立价值
坐标、建构理念体系、完善运行机制、
落实行动研究四个方面，探讨一所学校
如何助力“立德树人好教师”成长的可
能性路径。其三，“汲取一份成长之
力”，邀请了学生家长、杭州市作家协
会副主席、诗人泉子作专家讲座。其
四，“引领一条精神之路”，主要为相关
领导的教育寄语、阅读寄语、成长寄
语。

活动还专门邀请成尚荣老师参与现
场交流。从交流现场生发出来的问题中
可以感受到，“立德树人”已经成为大家

思考教育教学的重要场域和主要方向，
尤其像“在立德树人理念下，如何创新
性地开展校本研修工作”这样的问题，
引发了更多的讨论。成老师通过不断的
追问，引导大家挖掘自身力量，拓展认
知视野，激发“教学勇气”，强化专业思
维。

3 月 5 日，《做中国立德树人好教
师》 摆上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华山
中学及其 9 所对口帮扶学校 2000 多位教
师的案头。教师们在个人通读、团队研
读的基础上，以阅读打卡，分享交流，
与作者、名师超时空对话等形式，探讨
何为“中国立德树人好教师”，并通过撰
写育人案例，联系实际，加深理解，逐
步转化为实践智慧、实践方法。

在 3 月 30 日晚的“ 《做中国立德树
人好教师》 名师线上分享会”上，邱
磊、冷玉斌等老师基于各自的阅读视角
和价值立场，深入书中相关细部，探摸
成尚荣老师的以“立德树人”为总轴的
教育学、“教师学”。就是在这个节点
上，华山中学的教师们迎来了第一波共
读高潮，他们还专门制作了“领读音
频”，以便于业余时间继续学习。

华山中学校长邱成国、副校长张文
志全程参与，靠前领读，以“如何做道
德教师”“教师如何坚持并落实儿童立
场”等为聚焦点，推动共读活动不断深
入。他们期盼着，和全国各地的教育同
行一起，共同建设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

“中国特色教育学”，让立德树人之花一
朵朵盛开，美化南疆的风景，滋养南疆
的孩子。

（作者系《教师月刊》主编）

共建“中国特色教育学”4.

今年 1 月，成尚荣老师出版了新著《做中国立德树
人好教师》，很快就备受关注。

多年来，成尚荣老师一直深耕于课程教学、儿童研
究、教师发展等学术领域，以宏阔的全球眼光和纵深的
历史视野，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提炼适合于当下的有
益元素，从世界先进文化当中萃取适合于本土的价值
因子，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做中国立德树
人好教师”的理论诉求和意义框架，正是其中的核心构
成，它既有宏观的朝向未来的架梁立柱，可以“把人带
向远方”，又有细部的指向当下的抉隐索微，可以启发、
引导、带动你走出自身成长、自我改变的困境。

底图/视觉中国

教师参加线上共读 大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