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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从网上买到《人是如何学习的
Ⅱ：学习者、境脉与文化》这本书，这
要感谢华东师范大学郑太年教授提供的
信息。

2006年初读《人是如何学习的：大
脑、心理、经验及学校》这本书，才知
道这是学习科学研究团队所发布的一个
报告。主要内容是：专家和新手之间有
什么不同；学习何以在不同的情境之间
迁移；儿童的学习与成人之间有什么相
同和不同等。虽然书中很多专业名词理
解起来非常困难，但随着阅读的深入，
书中结论颠覆了我以往对学习特征的认
知。教学中所遇到的与学习有关的行为
和现象也逐渐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逐
渐改变了我以往的一些不科学的教学行
为。2012年这本书再版，加入了很多新
的研究成果，我又对此书进行了深入学
习，渐渐地对书中的观点和结论有了更

深入的理解，且能融入到教学行为中，
教学质量得到显著提高。

对于新课程改革，从学理上总有一
些疑惑。我对为何要进行课程改革，为

何要进行探究式、合作性、参与式及浸
润式的学习等，总是心存疑惑。通过对
这本书的学习才知道，学习科学提供了
新的知识观，进而产生新的学生观、学
习观、教学观等，这是课程改革的底层
原因。

每个人都处于复杂的社会文化之
中。学习者的大脑结构基本相似，所处
的社会文化是一样的，但每个人的学习
却不同，这是为何？学习科学研究认
为，学习并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发生在每
一个人的身上。即使他们处于相同的环
境之中，就算是遗传都考虑在内也是如
此。理解人是如何学习的，其核心在于
理解学习者在其文化、境脉和历史上的
多样性。

2018年，研究学习科学专家又发布
了新的报告，即《人是如何学习的Ⅱ：学习
者、境脉与文化》，是过往十多年学习科学

研究者们辛勤研究的结果。此书在
“拓展版”基础上报告了对个体学
习产生影响的系列因素，提出了
21条主要结论，即文化的复杂影
响、学习的类型与过程、对学校
学习的启示、学习技术、贯穿一
生的学习等。其中着重强调
了文化境脉对学习重要而复
杂的影响。书中分析了学习
的动态发展本质，阐述了学
习类型的多样性、过程的复
杂性及主动学习的重要
性。对广大一线教师，尤其
是从事基础教育工作的教
师来说，这是一本难得的汇
集了影响学习者诸多因素的
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

（作者系大连市第三十
六中学校长）

革新教与学思想的利器
孟繁伟

“每一节课，每一个学生，不管愿不
愿意，不管对讲课内容熟悉不熟悉，都
要循规蹈矩地坐在教室里，一憋就是整
整40分钟。下课后，急吼吼地上个厕
所，短短10分钟，接着又是一节课，周
而复始……”这不正是我们一线教师熟
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课堂样貌吗？曾几何
时，我也这样认为：课堂不就是那样的
一个架构……但当我一口气读完丁道勇
教授翻译的菲利普·W.杰克逊的《课堂
生活》后，我看到了未曾意识到的课堂
的另一面。书中的许多描述陌生又熟
悉，普遍存在但隐含的日常才是课堂的
真实，但常常被身为教师的我轻松地放
过了。

1968年，杰克逊在《课堂生活》一
书中首次提出“隐形课程”的概念。该书
甫一问世，就成为教育界里程碑式的作
品。作者原本是一个教育心理学者，他不
满教育心理学者日常专注于收集实验数据

的方法，尝试用人类学的方法进入课堂现
场、研究课堂生活的细节。我喜欢他把课
堂作为一个“生活”的概念，它让我意识
到课堂不是僵硬的流程和教案，而是教师
和学生共在的一个场景，是鲜活、流动、
富有情感的，更是文化性和体制性的。

作为基层教师，我一直把课堂视为
自己传道授业、和学生交流的空间，它
由教师、学生、课程和教育活动构成。
在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课
堂到底是什么，又在发生什么。我们和学
生的每一次互动，我们在教室所站立的位
置……这个熟悉的空间充满了众多的琐
碎场景，教师往往习以为常地忽视这些
细节。杰克逊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观察课
堂的视角。

因为教师喜欢安静、有序，孩子们就
慢慢学会了隐忍和沉默。而我过去一直以
为安静、有序，都是单纯在为孩子们着
想。《课堂生活》对于课堂本质的解释唤
醒了我对于自己和学校生活的重新审视。
课堂生活中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学生
的一个眼神、一个笑容，都传达着怎样的
想法和需求，背后是什么？作为教师，我
是否把一些例行公事的日常当作习惯，在
师生关系上无意识地赋予自己一些权力？

课堂生活的所有那些看得到、听得到的东
西背后，孩子们还能看到、听到更多教师
们从来不会说出来的东西。就像书里写的
那样，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每一个司空
见惯的小事情，往往都会在他的学生时代
里重复成千上万次。

正如书中所言，微不足道的生活细节
恰恰可以揭示举足轻重的主题。当我开始
拥有了这样的观察视角，课堂在我面前变
成了一幅不同的图景，我更加体认到教育
是什么。课堂作为教师的田野，每一个教
师都是这片田野的人类学家，我们躬身参
与其中，经历、发现、成长和改变。我也
认识到教育是复杂的，“教育进步的路径
更像是蝴蝶的飞行轨迹，而不是子弹的路
径，教师需要拥有清明的心灵，看见自
己，看见学生，看见我们之间的关系，以
及什么塑造了我们”。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育鹰小学教
师）

课堂是教师的田野
赵林林

45.《深度学习》
钟启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6.《诗来见我》
李修文/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47.《世界国家公园》
[波]亚历山德拉·米热林斯卡 [波]丹

尼尔·米热林斯基/著 邓鹤翔 郝菲菲/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48.“世界自然文学获奖作品”系列（3册）
[俄]斯坦尼斯拉夫·沃斯托科夫/著
[俄]玛丽亚·沃龙佐娃/绘 解秋菊 王

炳基 石雨晴/译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49.《手绘中国历史大画卷》
一米阳光童书馆/著 臾知文化手绘组/绘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50.《手绘紫禁城：遗失在日本的北京

皇城建筑艺术》
[日]伊东忠太等/著 郑颖 孙淑亭/译

现代出版社
51.《童年的价值》
严开宏/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52.“万物有化学”系列
胡杨 刘圆圆 吴丹 王凯/著
接力出版社
53.《为什么？100位哲学家的哲思故事》
[意]翁贝托·加林贝蒂 [意]伊雷妮·梅

利尼 [意]马里亚·路易莎·彼得鲁切利/著
潘源文/译 中信出版集团

54.《未来阅读》
王金涛/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55.《文学的品位》
[英]阿诺德·本涅特/著 姜忠伟/译

古吴轩出版社
56.《问道教育》
张志勇/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57.《我的几何人生——丘成桐自传》
[美]丘成桐 [美] 史蒂夫·纳迪斯/著

夏木清/译 译林出版社
58.《我和毛毛》
蓝蓝/著 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59.《我和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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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出版社
60.《夏天的故事》
魏捷/文 李小光/图 新世界出版社
61.《现象式学习》
[芬]科丝婷·罗卡/著 葛昀/译
中信出版集团
62.《小孩哲学·我与社会》
[日]河野哲也/著 [日]滨野祐佳/绘

[日]千叶万希子/译 晨光出版社
63.“新母语”系列
亲近母语/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64.《新中国70年语文教育回顾与展望》
任翔/著 济南出版社
65.“行读中西的人文课”系列
樊阳/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66.《熊猫勇士》（全3册）
[英]艾琳·亨特/著 刘莹 沙立 王会元/译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67.《学校教育的戏剧性》
[美]罗伯特·J.斯特兰特/著 胡晓岚/译

商务印书馆
68.《学校制度改进》
李希贵/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69.《寻蜀记》
萧易/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0.“寻找中国好课堂”丛书（10册）
中国教育报刊社人民教育家研究院
未来教育家研究院/组编
开明出版社
71.《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语文教育名

篇精选》
顾之川/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72.《疫苗简史》
张文宏 王新宇/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73.《意象的帝国》
黄梵/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74.《影响人生的书单：来自百位北大

教授的推荐》
任羽中 李喆/主编 北京大学党委宣

传部 北京大学招生办公室/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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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如
何避免“享受了物质，丢掉了精神”“征
服了自然，丢失了自信”的困境？如何理
解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在这
本《中国的人文信仰》中，楼宇烈先生用
通俗的语言阐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信仰的
根本特征，强调要让世界人民看到中国文
化的特征和优点。细细品读，该书对很多
时代性问题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第一是立足中国文化，运用中国方
法、中国逻辑，循序渐进地阐明中国人文
信仰的核心要义。

全书共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以中国
文化的基本要义为出发点，在厘清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信仰”“鬼神”“宗教”等概
念的基础上，阐述中国人文信仰的内涵、
特征。其后四章则结合当下人们所面临的
时代发展、文化碰撞、科学技术飞速发展
对人类带来的影响和冲击，秉持以人为本
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解决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和谐发展的
中国智慧。

第二是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从中寻找
并提炼有关人文精神方面的理论论述和实

践经验，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探索，为解
除当代人的困惑，给予思想的引领和方法
的借鉴。

楼宇烈在书中所提出的“信仰”，并
非依靠外力、拜倒在神佛脚下的信仰。这
里所提倡的人文信仰，是在把握中国传统
文化基本要义基础上，提出的符合中国文
化和精神特质的“人文信仰”：“上薄拜神
教，下防拜物教”，以人为本，人文化成

的人文信仰。这其中，既强调“为仁由
己”“崇礼明伦”的自我自觉的道德提升
和精神追求，亦包含“自利利他”“上学
下达”的为众生服务、为社会奉献的责任
和担当。

第三，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直面科学
与信仰的当代矛盾，探索中国人的根本精
神和价值追求。

儒、释、道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
成，其中蕴含的哲理、思想和思维，正可
为当今的矛盾和困惑，当代的自我认识、
群体发展和社会构建，提供多元的视角和
思维方法。例如在“人文信仰的价值关
怀”中，面对人生的起伏跌宕、悲欢离
合、曲折坎坷，运用佛教提出的“缘起
论”“一切有为法，尽是因缘和合”，以及
道家提倡的“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等观
念和思维，可以帮助我们正确面对世事的

“无常”，以平和积极的心态，屹立于广阔
天地。

第四，在知行合一认识论和实践论
思想的引导下，提倡以“诗书礼乐”作
为实现“化成天下”“移风易俗”的实践
论方法和途径。倡导我们以艺术的践行

作为方便法门，体悟人文信仰，践行人
文精神。

古人讲“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以“诗
书礼乐”艺术的方式实现“人文化成”在中
国有着良好的传统，也是中国人文精神的重
要组成部分。楼宇烈先生提出，“传统中国
艺术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在陶冶性情、潜移默
化之中以助理想人格的完成”，就是强调艺
术欣赏、艺术教育、艺术实践要发挥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的美育功能，让艺术的修养同
道德境界的提升密切联系。“以道统艺，由艺
臻道”，既为道德境界的提升寻到以艺术来践
行的路径，又为艺术精神的充实寻到以道德
品性为旨归的目标。由此，在艺术实践中陶
养性情、安顿生命，构建人伦有序、和谐安
宁的良好社会秩序，是对“中国的人文
信仰”最好的实践和体悟。

可以说，《中国的人文信仰》是
真正意义上以中国文化为出发点，
用中国观念、中国思想、中国方
法构建当代中国道德伦理和精
神内涵的一本好书。

（作者系北京舞蹈学院
教师）

树立中国人的人文信仰
杜乐

《
中
国
的
人
文
信
仰
》

楼
宇
烈/

著

中
国
大
百
科
全
书
出
版
社

·广告·

生活在偏远山区抱山坞的女

孩林九月，在她十二岁生日那天

穿上了常年在外工作的爸爸送给

她的新裙子上学，那天她别提有

多开心了。可是下午放学后，林

九月在过河的时候不小心摔倒

了，她的新裙子也就这样被洪水

冲走了……林九月怎样度过这个

可怕的危机呢？

一朵云玩累了，肚子咕噜咕噜

地叫着，于是它躺在大山顶上睡

觉。睡醒后，它变出一个美味的冰

激凌送给大山。月亮闻到冰激凌的

香味，把冰激凌都吃光了，肚子开

始咕噜咕噜叫。后来，大山把香喷

喷的月亮吃了。咕噜咕噜，一件可

怕的事情发生了……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我”发现了

一个秘密——在一座人来人往的混凝土

桥下，一对天鹅在那里筑巢。“我”想

尽办法以免天鹅的窝巢被不怀好意的人

发现。然而，这对天鹅最终还是死于坏

人的圈套。“我”拼尽全力留住了天鹅

蛋，想尽办法孵化出八只小天鹅。小天

鹅们慢慢长大，却在一次突如其来的意

外中，失去了生命……

一本展现中国文化
底蕴的桥梁书

小女孩出生时，妈妈为她种

了一棵栀子花。女孩长大了，栀

子花为了帮助她实现愿望，不惜

舍弃自己美丽的花朵和翠绿的叶

子为小女孩换来了漂亮的裙子与

美丽的花船。

感悟爱和温馨，
懂得感恩和分享

有一天，爸爸带回来两瓶“可口

可乐”，却被妈妈收了起来。“我”等

啊等，终于将它灌进“我”的大象水

壶带去学校。那一天，小男生、小女

生们排着队，每人都吮了一下大象鼻

子——和大家分享这份味道，真是既

可口又可乐。

辫子姐姐轻轻盈盈的文字
和故事里，有着暖暖的爱和轻
轻的疼，她会一直陪伴你做奇
奇怪怪的梦。

——刘海栖

农家少年梁满仓追随着红军，从儿童团团

员成长为光荣的小战士，朝着革命召唤的地方奔

去……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跨过鸭绿江出国作战，他一直默默资助着龙港镇

的孤儿夏湖生。进入新时代，他隐姓埋名回到家

乡，亲手创建“红娃书屋”，帮助和影响了一代代

山村孩子。在梁爷爷身边长大的少年魏书槐，

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把奋斗的汗水洒在脱贫

攻坚的田野上。

这是一部培植红色基因的“教
育小说”，堪称少年朋友学史立
志、学史力行的一个好教材。

——朱永新

少年孙大水在大水即将破圩之时，

和一只河龙（扬子鳄）历经艰险，漂到

被大水淹没的古镇。他们与离家出走的

女孩夏雨桐不期而遇，被当地抗洪英雄

老雷爷爷收留，加入了防洪巡堤小组。

一天巡堤，大坝发生管涌，为了保护大

堤安全，老雷爷爷不顾自身安危潜水堵

洞，不幸牺牲。天晴后，洪水终于退

去。两个在大堤上坚守了十天的少年，

告别了大堤，也告别了这个夏天。

一部以抗洪救灾为主题
的现实主义长篇儿童小说

上海少年谷应、童小铁跟随支

援小三线建设的父母来到皖南山区

一个叫云坑的军工厂，开启了艰苦

而又快乐的新生活。在这里，他们

认识了本地少年山呼和他的小伙伴

们，从起初的排斥到最后的接纳，

结下了纯真的友谊。

一群少年的成长史，
一代人的时代影像

“我”叫白小飞——一个不起眼的男

孩，是青森小学六（1）班的普通学生。和

许多人一样，“我”的生活就是每天上学、

放学，规律而平淡。

直到有一天，一封神秘的信件，让

“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

致神秘的八音盒子、险象环生的船王拍卖

会、与世隔绝的古代城池、危机重重的华

丽古堡……一处又一处陷阱、一个又一个

圈套、一次又一次阴谋……从此，“我”和

“我”的小伙伴们，踏上了未知的冒险旅

程。

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幻想世界

故事发生在远古的南极洲，此时

的南极洲正在发生巨变，处于即将冰

封的阶段。在这片奇异的大陆上，流

传着许多神奇的传说，其中之一就是

常年阳光明媚、植被茂盛的“永夏福

地”。面对日渐恶化的生存环境，一群

土生土长的智慧生物“袋人”决心踏

上寻找“永夏福地”的探险之旅。

一部以南极洲板块演
化为题材的科幻小说

真挚动人的情感，
温暖的师生情谊

一本脑洞大开的书，
但读罢还不得不承认：其实
是蛮有智慧的一本书。

——阿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