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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周刊

在课堂教学和教育管理中，经常会遇到
这样或者那样的难题，但每一次我都能够比
较自如地应对。因为教育中的大多数问题
都不是自己首次遇到的，在此之前已经有人
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找到了破解的路径
和方法。我因为有阅读的良好习惯，此前已
经在各种文本资料中了解到了相关的教育
问题以及破解的策略，所以当我直面这些问
题的时候，在处置上就会从容很多。

我平时就喜欢阅读，在教育生涯的不
同阶段阅读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刚参加
工作的那些年，我将阅读的重点放在学科
教学方面，大学一毕业我就订阅了当时所
有与中学物理相关的杂志，同时购买了不
少物理学方面的书籍，并努力将自身的学
习和课堂教学实践融会贯通。大量的阅读
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也让我能够较为
清晰地把握学科教学改革的最新动态，并
积极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加以实践和探
索，很快，我的课堂教学在当地有了小小的
影响。而参加全国和省级的学术会议、选
聘为省学业水平考试的命题教师、举办各
类公开课等，又让我在不同的平台上深入
学习和持续历练，进一步助推了我学科专
业素养的提升。

我调动到上海工作时，正赶上上海市
启动“二期课改”。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
程、研究型课程这三类课程架构的提出，让
我眼睛一亮，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学
习仅仅聚焦在课堂教学这个狭窄的领域，
缺少课程意识，更缺乏课程建设方面的思
考。于是，我主动投入到学校研究型课程
的建设之中，积极承担学校研究型课程的
整体方案设计、课程建设和实施评价等任
务。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我添置了大量相
关书籍，狂补自己知识结构中的短板。一
段时间的阅读让我思路打开，不仅设计的
学校课程方案得以顺利通过，学校的实践
案例还作为上海市研究型课程的经典案

例，在全市加以推广，我自己也成为市研究
型课程项目的核心成员，参与了全市课程
指南的研制以及实践案例的选编等工作。

很多人都是因为在教学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就，被选派到教育管理岗位上，我自
己也是如此。要想担负起教育管理的职责，
就必须养成终身学习的习惯，通过广泛的阅
读，积极主动地汲取前人的教育智慧，把握
当下教育发展的大势，洞悉课程教学改革的
内在逻辑。我给自己确定了“每周读一本
书，并写一篇读后感”的阅读目标，开始了一
场重新塑造自我的阅读革命，到现在已经持
续了 16 个年头。在这段时间里，经历过各
种各样的考验，但我始终目标明确，每周按
时将每一篇写好的读后感发布在博客中。
这也是我对自己发起的一个挑战，看看是否
能够坚持下去，能够坚持多长时间。现在看
来，读书已经成为我的生活习惯，阅读不再
需要“坚持”就能够自发进行了。

刚开始的时候，阅读时实用主义的思
想还是比较明显的，主要就是选择与当时
的工作内容相关的书籍来阅读。慢慢地，
开始定期选择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选
购一批书籍进行集中式的主题阅读，从不
同视角对某一领域的问题进行多样化的了
解，力求在脑海中构建起关于这一问题较
为丰满的立体图样。这样的阅读还是很有
价值的，在扩展自己知识视野的同时，还能
培养自己辩证地看问题的习惯，减少轻信
一家之言而带来的认知误区。随着阅读的
持续推进，我逐渐进入到了建构属于自己
的阅读体系的阶段。我所建构的阅读体系
是由七个知识板块构建而成的“七巧板”。

第一个板块是学科的本体知识。学科
的知识体系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
不断丰富的，学科的很多概念和教学内容
也会随之有所变化，甚至出现颠覆性的变
革。就拿“质量”这一概念来说，长期以来，
大家都以为它是物体的一种基本属性，但

随着我们对基本粒子的深入研究，科学家
们发现质量并不是物质的一种基本属性，
它起源于基本粒子之间的相互作用。教师
对学科本体知识的把握越是全面深入，讲
述给学生的时候就越能做到举重若轻。

第二个板块是教育管理的知识。无论
是学校的管理者还是教师，都要承担几十
个人甚至成百上千人的管理职责，都需要
熟悉教育管理的基本知识和理论。在这方
面，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对
团队管理、班级管理、学校管理都有非常好
的指导意义。学习是学生个体的行为，如
果学生自己的内驱力不能激发出来，要想
取得好的成效是很难的；教师也是如此，采
用威权式的管理来逼迫教师“就范”基本上
是不可能的，让教师在学校里找到自身的
价值，主动承担教育教学甚至课程教学改
革的重任，是管理的艺术所在。

第三个板块是课程建设的知识。从教
学目标的提出，到课堂教学的设计，再到教
学成效的评估，这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可分
割的内在联系。依据学生的基础、学校的
教学资源状况和教师的现实能力，在遵循
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对课程进行校本化的处
置，做出高质量的教学设计，是减负增效的
应有之义。

第四个板块是脑科学与学习心理的知
识。进入新世纪以来，脑科学的研究突飞猛
进，对学习机制的了解和认识也日益丰富，
学习科学、认知心理学等也随之有了诸多的
理论创新，对指导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有着
重要的价值。对该领域相关书籍的广泛阅
读，有助于教师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力，实现轻负担、高质量的教学。

第五个板块是资源整合的知识。布鲁
纳的认知主义教育思想对当今的世界教育
影响深远，它所提出的知识的结构、螺旋式
的课程体系、思维的价值以及内在动机的
激发，至今仍然被学校教育所推崇。但他

在即将进入新世纪的时候，对自己的教育
思想进行了颠覆，倡导要建立文化主义
教育观，提醒人们不要将学校变成一
座孤岛，要关注孩子所处的文化环
境，并将文化、心灵和教育作为新的
教育观的三个主要概念。家庭、学
校、社会给孩子所营造的成长环
境，所提供的教育资源，对孩子的
成长有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第六个板块是教育哲学的知
识。哲学总是不断地把终极性问
题放到人的面前，引发深入的
思考。时常读一些哲学著作，
会让教师在司空见惯的教育行
为之中发现颠覆原有观念的问
题，走向“原创”之路，引领
学科甚至教育的发展。

第七个板块是“五育并举”
的知识。在过分强调学科知识
的背景下，一些学校很容易将

“五育并举”变成五育的“拼盘”，
动用了很多的力量，花费了很大
的精力，但相互之间内耗很大，
劳民伤财。叶圣陶先生说，空无
依傍的德育似乎是没有的。将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并非要在现有的课程之外再去
建设新的课程，而是要将“五育”
融入现有的课程教材之中，发掘
现有课程的潜能，让学生获得全
面的教育和成长。

有了这样的阅读体系，我的
阅读就有了依循。我会经常检视
自己一个阶段的阅读状况，并不断
加以调整，以便让这“七巧板”都活
跃、丰满起来。

（作者系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副
院长、中国教育报 2012 年度推动读
书十大人物）

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
常生龙

“中国教育报教师喜爱的100本书”2021秋季书单（按音序排列）

教育类

6. 《情感学习：儿童文学如何教
我们感受情绪》

1.《蔡元培的留欧时代》

叶隽 著
湖南教育出版
社

2.《读写丰盈诗意人生》

陶继新
王崧舟 著
齐鲁书社

3. 《课程与知识的专门化：教
育社会学研究》

[德]乌特·弗雷弗
特 等著
黄怀庆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8. 《〈乡土中国〉 整本书阅读
与研讨》

7.《现象式学习》

[芬]科丝婷·罗
卡 著
葛昀 译
中信出版集团

少儿类 人文社科类

1.《1分钟数学》

超模君
方运加 著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爸爸的菜谱》

张吉宙 著
安徽少年儿童
出版社

3.《大风》

6.《三颗豆粒一块田》

贾为 著
于鹤忱 绘
中国少年儿
童新闻出版
总社

7.《汤里的秘密》

[ 爱 尔 兰] 亨
特·利果 著
张 文 绮 绘
梅静 译
江苏凤凰科学
技术出版社

8.“甜心小米”丛书 （名师导
读彩绘版）（套装6册）

1.《北纬四十度》

陈福民 著
上海文艺出版
社

2.《陈寅恪和他的世界》

刘克敌 著
河北教育出版
社

3. 《儿童图画书创作指南：
视觉叙事的艺术》

6.《契诃夫的玫瑰》（全彩典藏本）

顾春芳 著
译林出版社

7.《野地灵光》

李兰妮 著
人民文学出版
社

8.《意象的帝国：诗的写作课》

[ 英] 麦 克·扬
[南非]约翰·穆
勒 著
许甜 译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4.《〈论语〉里孔子的教育智慧》

何伟俊 著
广西教育出版
社

5. 《每朵乌云背后都有阳光：
朱永新自选集》

朱永新 著
人民文学出版
社

吴泓 主编
南银妮
曾冠霖 编著
商务印书馆

10. 《学习力就是生存力——百
岁教师的人生寄语》

[日]桥本武 著
王军 译
教育科学出版
社

莫言 原著
筱箫 改编
朱成梁 绘画
二十一世纪
出版社集团

4.《多年蚁后》

孙惠芬 著
接力出版社

5. 《儿童大学：科学家讲给
孩子的启蒙课》（全三册）

[德]乌尔里
希 · 扬 森
等编著
[ 德] 克 劳
斯·恩西卡
特 绘
王萍 等译
晨光出版社

殷健灵 著
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

9. 《我和你：甲骨文创意故事
立体书》

萧袤 文
[意]克里斯蒂
娜·斯帕诺 图
[西]耶赖·佩雷
斯·巴列霍 纸
艺设计
乐 乐 趣/未 来
出版社

10.《艺术家的大创造》

张博力
刘祉君 等著
卫敏 绘
北京科学技术
出版社

[英]马丁·萨利
斯伯瑞
[英]莫拉格·斯
特尔斯 著
温艾凝 译
北京美术摄影
出版社

4.《故宫里的中国》

李少白
杨春燕 著
北京大学出
版社

5.“美学大师系列”

梁启超 朱
光潜 宗白
华 等著
中国画报出
版社

黄梵 著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9.《纸上》

苏沧桑 著
北京十月文
艺出版社

10．《中国的人文信仰》

楼宇烈 著
中国大百科
全书出版社

封面·态度

9.《薛法根与组块教学》

薛法根 著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