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周刊 教师书房 主编：王珺 编辑：梁杰 设计：王星舟 聂磊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31 邮箱：1365664999@qq.com· 2021年9月29日 星期三10

一本书的诞生一定有其自身的轨
迹。聂震宁《阅读力决定学习力》（现代教
育出版社）的诞生一方面是他《阅读力》的
自然延伸，因为很多未及展开的话题，未
及回应的读者反馈，需要一本新书来深入
集中讨论，另一方面也是当代教育变革的
大语境使然，或者说恰恰在这个时候将话
题从单纯的阅读力指向了学习力，有其时
代的逻辑性。从素质教育变革的角度来
看，这体现对中小学生人文素养的越发重
视。从语文教育变革的角度来看，这是对
新课程标准，对新时代语文学习力的直接
呼应。

一般关于阅读的书籍，容易走向单一
的教辅或者单一的教育理论，这本书显示
出了第三种可能。作者在出版行业耕耘
多年，对阅读的主要载体——书籍非常了
解，带来了新的角度；同时作者的作家身
份则带来了敏锐的讨论角度。

这本书的写作对象包含教师、家长
和学生三种不同的读者身份。所谓众口
难调，但作者做到了，教师和家长需要的
实用，学生需要的好玩有趣都顾及了。
这本书将阅读的相关问题用理论的思维
并以雅俗共赏的笔法表达了出来，“七年
级以上的学生大体都能读得懂，甚至是
一些具有一定阅读能力的五六级学生读
起来也不会觉得太困难的”。本书在文
体上是一种学术化的随笔体，颇具特色。

中国文脉中的阅读力养成

贯穿中西文明史，无不强调阅读的
重要性。但是阅读力究竟如何养成，则
有中西之别。在书中作者虽然引用了一
些国外阅读的例子，但归根结底都落实
在中国文脉中。亲子阅读是当下家庭教
育中非常热门的话题，作者对此做了专
门讨论，认为家长的陪伴并且与孩子对
话，准备好孩子的提问，耐心诚恳地回
答等都是家庭阅读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而不是一种哄睡阅读、催眠阅读。
当然作者也对当下一些亲子阅读的问题
和现象进行把脉，养儿育女就要担当责
任，抱怨无奈不足为虑。亲子阅读父亲
和母亲都不能缺位。做到了这些，孩子
在起步阶段的阅读力才能有潜移默化的
累积，才能有后面进入中小学阶段阅读

力规范化养成的不紧不慢。
如果按照作者的思路更进一步生发

开，亲子阅读在孩子成人之前的各阶段
都非常重要。中国许多教育话题都指向
家庭是有其文明脉络可寻的，按照费孝
通的观点，家庭是中国文化的基础之
一。家庭阅读中包含了传统诗书传家理
念的润物细无声，包含了诗教传统的

“养德”功能。这些是西方所没有的，
即使是读一本国外的儿童读物，家长也
会不知不觉将之在中国家庭氛围里进行
中国化。

家庭阅读不是单向的，而往往是双
向的。有些书其实是跨越年龄段的，其
中有一些是出版社特意开发塑造和细分
出的品类，有一些则是经过时间淘洗之
后从小读到大的经典。例如桑达克的
书、《市场街最后一站》 这样的书，大
人孩子都读得兴味盎然，例如赵元任晚
年依然在床头放着 《唐诗三百首》。作
者提到了五年级时哥哥借来的 《渡江侦
察记》，提到了五年级和母亲一起读的

《寒夜》《林海雪原》《水浒传》 等。通
过作者的回忆描述，家庭阅读不仅仅养
成了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而且具有了
亲情的纵深度，透过六十年的艰辛岁月
看过去其意义远远超过了阅读。

提升阅读力需要锦囊妙计

在教育实践层面，阅读力的提升恐
怕离不开一些方法和技巧的训练。作者
在书里给中小学教师和家长，甚至是小
读者本人准备了许多提高阅读力的锦囊
妙计。作者谈到了仿作，这种方法在中
国传统诗词教育方法中很管用，而且形
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作者加以改造，
加入了现代元素，认真阐述了这个方法
通过联系书外书内，加深阅读感受，从
而提升写作能力的重要性。

当然，锦囊妙计也不是拿来就用，
一用学习力提升就立竿见影的灵丹妙
药。这里面还是透露着作者的一种期
待。因为阅读兴趣始终是根基，不能因
为现实各种功利主义的需要而破坏了阅
读的兴致。

新课标对学生的阅读速度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如何应对？作者详细阐述了
快速阅读的方法，例如看书扫视法、看
书搜索法和提炼梗概法等。不过，再好
的锦囊妙计也要有计划地落实和训练。
计策要实用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当代中
小学生的阅读结构和阅读时间的分配。
这里面需要处理流行阅读与经典阅读的

关系，需要处理学校时间与学校之外时
间的分配。

结合当下社会的发展和阅读的实
际，如何处理流行阅读例如二次元阅读
与经典阅读的关系，是需要深入探讨
的，这样才能将课堂内外的阅读有机结
合，才能取得相应的阅读效果和阅读收
获。在网络时代，纸质阅读究竟如何从
电子阅读和各种其他影视视频里面夺取
时间，是否需要夺取？这些是作者的讨
论所引发的思考。

“整本书阅读”应该是一
种思辨阅读

对整本书的阅读要求，是新课标为
了提升语文学习力的一个重要特色。怎
样理解整本书阅读？又怎样让整本书阅
读具有现实的教学意义？作者将之放在
思辨阅读的框架下思考，这样的思考一开
始就体现了对于某些简单粗糙的实用主
义的拒绝。有些学校语文课堂的整本书
阅读变成了整本书的知识百科大全。或
许这样做的初衷是好的，例如从课堂教学
效果上来说，一些有趣的知识可以加强相
应年龄段的学生阅读兴趣，同时也透露出
将整本书阅读落实到硬碰硬、实打实的考
试上的无奈。怎么考又如何标准化，的确
是整本书阅读在教学全过程中需要守正
创新的地方。作者认为比考试命题更难
的是如何引导学生的阅读与思辨。

作为一种阅读能力的养成，作者认
为思辨阅读其实贯穿学前教育和之后的
教育各阶段。到了高中阶段如何培养思
辨阅读的能力？作者以四大名著的阅读
为例来阐述思辨阅读的问题。这里面不
仅课堂问题是多元化的，而且课堂讨论
的形式也是多元化的。在这个过程中既
可以对之前各阶段的思辨训练“查漏补
缺”，也可以激发学生出乎意料之外的
思辨能力。作者同时强调了思辨阅读是
一种严肃阅读，不能将网络上的“戏
说”风带入到严谨的思辨阅读中来。

在当代教育变革的大背景下，阅读
力一定关联着学习力。不仅“阅读力决
定学习力”，作者同时也告诉我们，阅
读力就是学习力。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教师）

教育变革背景下的阅读修炼
——读《阅读力决定学习力》

张耀宗

“这是最好的时间，清澈又深
邃，我们承接它沐浴它呼吸它，
让我们的诗歌和人生都充满了这
种诗意和气息。”在诸多的诗歌评
论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诗人
李犁的这句话。此刻，合上陶继
新与王崧舟对话而成的新著 《读
写丰盈诗意人生》，随之而来的恰
是这样一种感觉。

清澈又深邃，深情而温暖。
翻开的书页，渐次延绵成了一趟
长满了诗意的旅程，沿途是看不
尽的美好：在或灵动或厚重的文
字筑成的世界里，有高山流水，
星空浩瀚，有芳草离离，鲜花盛
开——而最妙的是，走着走着，
因为某个词，某个句子，面前的
风景倏然跳了起来，活了起来，
并在你猝不及防的时候攫住了你
的心。于是，整个世界静了下
来，你沉在了某种气息里，然
后，心灵和思绪随着某个词某句
话不由自主地飞了起来⋯⋯

这样的一种阅读体验，正如
陶继新老师在书中所言：“我们在
阅读中外经典之时，在向先贤至
圣们学习之时，所读所学绝不应
是表象的东西，而应是心灵、精
神层次的提升和拓展。真正的学
是生命之学，是心性之学，是一
种不断拓展、不断超越之学，是
昨日之我已死去，今日之我又新
生，并最终达致心灵的自由，一
切似乎都完全地包容与接纳，并
完美地融合在一起，相生相长。”

又像王崧舟老师所语：“书是
活的，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生命，
当你读他时，他就活了，就和你
对话。和你对话的不是文字，是
书中的那个灵魂。这是两个生命
的一段奇遇，这里有生命无聊时
的倾诉和倾听，有生命提振时的
感激和感恩，有生命与生命在会
心出的共鸣和共享，有一个生命
静观另一个生命时的感动和感
慨，更有两个生命在相互欣赏的
那一刻深深溢出的欢喜。”

什么是真正的对话？或许，
从陶继新与王崧舟老师的这场对
话中，我们可以寻到一个答案：
真正的对话，是生命对生命的打
开，是心灵对心灵的呼唤，是思
想与思想的相遇，是灵魂与灵魂
的交流，是一场美好与美好彼此
相认的对话。

在杭州韵和书院，在“暮春
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
莺乱飞”的美好时节，围绕读书
与写作，教育与文化，生命与成
长，两位虽身份不同经历相异但
志趣相投灵魂相近的学者之间，
展开了一场促膝长谈——

谈读书的文化价值，谈语文
教师的文化自觉和传承道义，谈
诗意语文的文化使命，随着话题
的展开，交谈的深入，在碰撞
中，在讨论中，访者与被访者的
界限模糊了，于是，忽而是一个
个令人茅塞顿开的故事娓娓道
来，忽而是一句句鞭辟入里的真
知灼见随手拈来，最后的成文，
完全是随着彼此对话内容的自然
切换而水到渠成。流淌其中的，
有“话逢知己”的酣畅，有惺惺
相惜的真情，有琴瑟和鸣的愉
悦，所以，如此洋洋洒洒的对
话，读来竟丝毫未觉其冗长，而
是一种享受。

有人说，在好的诗歌面前你
只能默默地感受和体悟，仿佛一
说出口诗味就荡然无存。那么，
对“诗意语文”的阐释和解读，
是否也会陷入这样的境地？

王崧舟老师认为，事实上，
如果把诗意语文只当作一种流派
来看的话，可能会扼杀诗意语
文，因为诗意是高于风格、超越
风格的存在。而语文如果只有功
利的取向、科学的取向而没有审
美的取向介入，是走不远、走不长
的，有了审美的取向，功利才不会
被异化，科学才不会变成一种理性
的机械的操练，课堂才会有真实活
泼的生命状态。所以，诗意不是外
在于语文的东西，而是语文固有的
属性，是语文的内在精神。诗意语
文就是让语文更美，更重视言语感
受和言语想象，更加彰显语文的情
感熏陶、人文关怀。

阅读，是一个永远说不尽的

话题。有限的时间，应该读什么
书？怎样读书？书读进去以后，
能不能打通？这也是很多教师在
阅读中遇到的困惑。王崧舟老师
以切身经历总结出了一条宝贵的
经验：能不能跟自己的生命联
结，跟原有的认知结构联结，这
是关键。联结越多越丰富，就记
得越牢。他还打了一个生动的比
方：就像我们身体上已经有各种
各样的插座，一本书来了，这里
可以插通，那里可以插通，这个
联结就强了。

教师读书，除了丰厚积淀提
升自我之外，对于教学又有何影
响？在 《为何阅读》 一章里，谈
到阅读之于“丰富语言”的作用
时，陶继新老师指出：教师之
教，很多时候是以语言为载体
的，其语感的优劣，会让教师出
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师者形象，也

“于无声处”影响着学生的生命扬
升。所以教师读书，不但关乎到
自己的生命成长，也重塑着学生
的语言系统。

这是一场智慧与智慧相互启
迪的对话。在这场对话中，两位
学者谈语文，但不限于语文学科
本身，而是着眼于整个的教育生
态；谈读书与写作，但不囿于经
验或是技术层面，而是力求关照
教师整个的生命与行走状态。于
是，透过这样的对话，给予读者
更多的是一种“跳脱”的眼光和
超越性的思考。这当然需要对话
者必须具有“一览众山小”的眼
界和“会当凌绝顶”的格局，更
需要对教育有清醒而通透的认识
和理解。这其中，还有他们对万
物的同情和怜悯，对整个世界对

“天地人”充盈着的一种爱，一种
深沉的潜入血脉的感恩和热爱。
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其对话和思
维的原点。所以，你会感到，这
不只是两个人的交谈，而是一种
开启，为让读者开启一场教育真
谛的探讨与教育理想的追寻之
旅，一步一步，去“见教育，见
生命，见自我”。

“写作肯定不是为了重现记忆
中的往事，而是为了发现生命根
本的处境，发现生命的种种状
态，发现历史所不曾显现的奇异
或者神秘的联系，从而，去看一个
亘古不变的题目：我们的心灵和前
途，和我们生命的价值，终归是什
么？”这是作家史铁生对写作的阐
释，也道出了本书带给我的一个思
考。在写作中省察人生，我们就会
不断发现，生命永远值得，以最高
的礼赞去称颂它的美好。

这场对话道出的绝不仅仅是
这些。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借这
样一场对话带来的思想飓风，将
思维的风筝放得更高一些，更远
一些，在学习中，在读写中，在
行走中，努力活出丰盈的诗意，
或许这正是对生命的最高礼赞。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张
店区教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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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玲

《给儿子的信》（华中师范大学出
版社） 的作者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
奇 · 苏 霍 姆 林 斯 基 （1918—1970），
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苏联卓越的教育
家、思想家和作家。苏氏 1918 年生于
乌克兰赫尔松欣纳市瓦西里耶夫卡村
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并在此度过了
童年和少年时期。1933 年到克列缅丘
克进入工农系学习，毕业后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函授中学教师，同时转入波
尔塔瓦师范学院函授部学习。1939 年
毕业后，成为莫斯科州奥努弗里耶沃
镇中学的教师。1941 年志愿上前线，
1942 年在莫斯科城下负伤，伤愈被任
命为乌法市中学校长。随后返回故
乡，从 1948 年起一直领导帕夫雷什中
学，度过了 23 年不平凡的教育生活,
写就了 48 本著作、600 篇文章、1500
篇童话和故事，创立了一个以人文主
义为原则的全新的教育体系，即人本
教育学。他的文集被翻译为 53 种文
字，其著作荣获了许多奖项，包括苏
联的最高奖。1957 年当选为苏联教育
科学院通讯院士，荣获乌克兰功勋教
师称号。

《给儿子的信》 一书是苏氏晚期的
重要作品，是一个现代人文主义的教
育纲领。它是以父亲书信的形式进行
的心灵对话，对象是刚刚进入大学校
园的大学生。全书由 30 封信组成。重
点关注年轻人的人格培养和道德美学
的建立，包括基于社会性、使命感和
精神价值的自我教育，基于爱情、友
谊、审美、义务、责任、尊严、理想
等的公民意识。苏氏认为，大学时代
是一个人成人和成才的关键时期，必
须牢记这样的三个核心词：面包、人
民、劳动。这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
之要。劳动是生活的根基，应该把劳
动视作人类本质上的王冠和光环，人
类的智慧、良心和尊严都建立在他获
取面包时脸上滴落的汗水。这汗水是
勤劳的象征，是生命的意义，让人在
劳动的挫折体验和教育中感受到人类
衣食住行的艰难，获得快乐、荣誉和
成就感，同时在劳动中培养对他人、
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体验

一个公民的尊严。
苏氏以帕夫雷什中学为教育实践

基地和试验田，在苏联教育学里，率
先提出了人本教育学理念，通过劳动
教育和美感培育，把关爱、尊重、个
性自由、关心学生个性特征和内心世
界作为教育的首要任务，以培养学生
的自我教育能力、克服困难和懒惰的
能力、在集体中的义务感和责任感。
他的这种关注学生个性的新集体理念
极大地影响了 20 世纪 60—80 年代的
苏联学校教育。这些思想和观念也集
中而精练地反映在 《给儿子的信》 一
书里。

国家的前途和时代的发展对我们
大学生和当代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提出了殷切的希
望，“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
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
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
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做好老师，
是每一个老师应该认真思考和探索的
问题，也是每一个老师的理想和追
求”。《给儿子的信》 也在思考这些问
题。每一封信里都会提出一个新的年
轻人和教师所难以回答又必须回答的
问题。在第 30 封信里，苏氏集中回答
了这样几个问题：共产主义社会的人
将会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特征我认
为是未来的人类身上最为重要的？什
么样的道德缺陷我认为是目前最危险
的、最不能容忍的？依我看来，在教
育青年一代的工作中，最严重的不足
是什么？《给儿子的信》 给我们描绘了
一个理想社会对待儿童、对待劳动、
对待国家、对待世界、对待友谊、对
待责任等的美好蓝图。它告诉我们，
人是最宝贵的，人的精神是不朽的，
一个人一生所追求的目标是建立在他
的壮丽、完美和道德财富之上的。只
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党和人民满意
的好老师，成为一个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
的“四有”大国良师。

刘永红教授等翻译的这版 《给儿
子的信》 的创新之处，在于利用翻译

的归化原则和书信的风格特点，在
“ 信 ” 的 基 础 上 ， 追 求 “ 达 ” 和
“雅”，很好地把握了原作的思想深
度、书信风格的独特语气和基本特
色，把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拳拳之心，
一个教师对学生的殷殷之意，一个长
者对后学的期期之望都传达得很到
位，尽可能将作品原汁原味地呈现给
读者，同时在关键术语的翻译上采取
了更为灵活的处理方式，增加了译文
的可读性。比如第 22 封信在谈到女性
美时有一段论美与人的关系的文字，
深刻而美丽，多姿而纷繁，但是经过
翻译处理，读起来，流畅自然，亲切
而华美，清新而隽永，动人心弦。

我 郑 重 推 荐 这 本 书 ， 是 因 为 自
1982 年大学毕业后参加 《陶行知全
集》 的编纂起，我一直从事教育研
究，深受陶行知“生活教育学说”的
影响，十分关注生活与教育、社会与
学校、教学中教学做的关系，关注学
生健全人格的培养，关注教师的引领
作用。这些在 《给儿子的信》 中都能
够找到精辟的论述。陶行知的教育思
想是以“生活”为逻辑起点，而苏氏

《给儿子的信》 是以“劳动”为中轴，
两者殊途而同归。比如第 27 封信在讨
论 “ 如 何 让 儿 童 体 验 劳 动 的 快 乐 ”
时，苏氏说：“让孩子在花园里，或者
在菜园里的某个地方拥有自己的一个
美丽的小角落吧。”“愿你的幼小的孩
子的生活充满对鲜活的和美好的事
物、绽放的和盛开的事物的操劳和担
忧吧。⋯⋯愿你的小孩子在黎明时分
走入花园，触摸着小苹果树的细细的
树干，为它裹上干草。愿你的孩子的
心会为下面的状况而疼痛：春天的寒
冻损害了桃树上的花朵，或者风暴肆
虐时雏鸟掉出了巢穴。”

我认为，《给儿子的信》 立意高
远，内容丰富，思想深刻，文字优
美，是有志于从教并成为教育家的年
轻人的必读之书，是有志于成为一个
高尚、高雅和高贵的年轻人的人生指
南。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
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苏霍姆林斯基写给年轻人的人生指南
周洪宇

本书以 960 页的超大体量，介绍了
1001 部值得阅读的精彩佳作。主编带领
由158位作家、评论家、学者组成的国际团
队精心撰稿，对近12个世纪以来的文学作
品进行挑选与评析，精选 715 位作家的
1001 部作品，涵盖 68 个国家 42 种语言，
涉及不同国别、体裁、题材和写作方法。
全书篇章依照作品出版时间顺序编排，以
公元 9 世纪的《一千零一夜》开篇，作品更
新至 21 世纪当代文学佳作。权威解读搭
配海量美图，确保了极佳的成书品质和阅
读体验。

本书自 2006 年出版英文版（首版）以
来，在英美世界产生了极大反响。历经多
次修订，本次中文版根据英文第 6 版翻译
制作。这本书既为我们提供了阅读文学
经典的参考，又可以作为了解当代文学热
点的指南。对所有热爱阅读的人来说，这
本书无疑是一份爱书人的藏书指南，也是
一部图文并茂的世界文学编年史。

本书为著名作家王蒙精选散文集，由
“生活的艺术”“最好的人际关系”“我的处
世哲学”“读书又解人”“遐思”五个篇章组
成，精选了王蒙谈人生哲理、处世哲学的散
文篇目和文学评论、妙语短文，将“人民艺
术家”王蒙幽默的智慧经验、思辨的世事体
悟和深刻的人文思想，呈现给读者。

本书的一大亮点还在于创意人物水墨
画家彭长征根据王蒙著作和演讲中的箴言
金句，所创作的 40 多幅水墨漫画，每幅作
品都源于王蒙的妙语金句，文字与漫画虚
实相形，妙趣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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