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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眼”观中国教育百年

封面·聚焦

顾明远

本报记者 王珺

7 月 3 日，星期日，清晨 6 点，深圳市龙华
区第二实验学校教师潘唯女在中国教育报读书
会常生龙老师的两个读书群发布了第五天的阅
读任务。【任务一】 阅读第一章三、四节：《以
“应对”为中心的学习和教学》《“应对”的教
师的身体和言语》，写写自己的收获或感悟，完
成打卡。【任务二】 听常老师“每日分享”音频
《细解“主体性”》，将收获、感悟用自己的方
式留痕。【任务三】 阅读研伴整理的成员第四天

中国教育报推出“给老师的读书会”，邀请中国
教育报领读者推荐好书、领读好书，分享自己对阅
读的思考和建议。

打卡内容汇编。
作为读书积极分子，潘唯女承担了读书群
“小助理”的角色：每晚对教师们的打卡数据进
行下载和整理，并进行优选汇编，再把第二天
的阅读任务制作成图片。早上 6 点，这些内容
和“常老师每日分享”的音频准时在近 500 人
的两个读书群发布并置顶。潘唯女置顶的群信
息如清晨第一声鸟鸣，唤醒了读书群教师们与
书为伴的新的一天。

1 领读：为教师带去阅读勇气
“喜欢阅读的教师很多，喜欢买书的教师也
维度，阐明自己的阅读主张——教师要在教育实
不少，但将一本书认真读完对一些教师来说并不
践中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
容易。有相当多的教师在开始阅读教育专业书籍
2003 年，常生龙在顾泠沅教授领衔的上海市
时，常会遇到读不懂的地方，这个时候往往会失 “行动教育”高级研修班与日本学者佐藤学所著
去读下去的信心。”基于这一观察，中国教育报
《静悄悄的革命》相遇。
“到现在还能回想起当年读
2012 年度推动读书十大人物、上海市教育考试
这本书时的激动，佐藤学对学校、教师、课程的深
院副院长常生龙欣然接受了中国教育报的邀请，
刻阐述，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与反思。”他说。他还
成为“给老师的读书会”的第一位领读者，他希
记得阅读时曾用不同颜色的水笔对书中精彩的语
望通过自己的带动，给教师们带去阅读的勇气。
句进行了勾画，
还旁注了一些自己的感受，
并向不
6 月 28 日 ， 中 国 教 育 报 “ 给 老 师 的 读 书
少朋友、同事推荐此书。在做校长期间，
他也曾为
会”在常生龙老师 《构建自己的阅读体系》 主题
教师们集体购买过这本书，希望大家通过阅读，
能
讲座中拉开帷幕。常老师通过自己的经历说明阅
够对今天的教育改革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读对个人成长的意义；从围绕学科本体知识进行
将近二十年之后，作为“给老师的读书会”
的阅读，围绕提升教育管理能力进行的阅读，围
的第一位领读者，常生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本并
绕设计课程、组织教学、实施评价进行的阅读，
不厚重的 《静悄悄的革命》。“你一旦开始阅读，
围绕脑科学与学习科学的相关知识进行的阅读，
就会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感觉。”他希望把这种
围绕教育观念和教育哲学进行的阅读，围绕学习
畅快的阅读体验传递给更多的教师，也想让这本
中国优秀文化、世界先进文化而开展的阅读，围 “用平实的语言讲述着教育真理”的教育专业书
绕“五育”的整合和协调一致而进行的阅读 7 个
籍带领更多教师走进阅读的美丽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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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读：
如切如磋 相互砥砺

“给老师的读书会”第一期共读从 6 月 29 日
老师今天的音频分享中也讲到了对主体性的理
开始。此前，常生龙在潘唯女的协助下，制订了
解。我认为，‘主体性’是要进入老师意识里
《静悄悄的革命》21 天阅读计划，建了两个线上领
的，但是不能把主体性看作神话，不可以偏概
读群。潘唯女说：
“为了寻找真正爱阅读、想阅读
全，不能用形式上的主体性代替真正体现学生、
的志同道合者，
营造社群深度交流的阅读氛围，
我
教师、教材、学习环境四大要素为一体的‘润泽
们还设置了入群的
‘小门槛’。”
的教室’。这里‘润泽的教室’是抛弃了主体性
“中国教育报读书会常生龙老师领读群”
很快
束缚，是指以可被称作‘被动的能动性’的‘应
就吸引了几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
“群满了，
对’为基础而开展的教室里的活动。”晚上，成
通过二维码扫描无法入群，怎么办？”有的教师不
都的熊燕芳老师在读书群分享了一篇文章，并留
得不到中国教育报微信公众号评论区留言求助。
言：“如果还有老师读不懂‘被动的能动性’可
“每天早上被潘老师的小打卡任务唤醒，睁
以看看这篇。
”
眼的一瞬间感觉无比美好。”读书群教师的一天
读书群是安静的，读书群也是热烈的。研读
真正是从阅读开始的。
伙伴们相互讨论，彼此激励。
7 月 3 日是“给老师的读书会”开启后的第
22 点 30 分过后，群信息更新的提示频频闪
五天。这天常生龙老师分享的音频主题是 《细解
动：23 点 30 分，“小小完成了每日任务”“时光
“主体性”》。上午，有一位甘肃的教师在群里发
里 的 一 条 鱼 完 成 了 每 日 任 务 ”； 23 点 41 分 ，
问：“如何理解‘被动的能动性’？”下午，长沙 “WW 完成了每日任务”“子非我完成了每日任
的杨剑兵老师贴出了自己的读书笔记：“在第一
务”……阅读的一天伴随着教师们的阅读打卡结
二节中，作者给我们打破了‘主体性’神话，常
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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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成为推动阅读的种子

“读书很多年，只是在书林中漫步，随意、单
一、散乱。现在跟书友们一起在常老师的带领下，
有程序，有体系，
有输入，
有输出，
希望通过这样的
深度阅读，使自己的思维和教学都得到跃升。
“
”看
到老师们苦于感悟文字功底浅薄、困于思想深度
不足，其实我也有这种力不从心，
但坚持阅读坚持
思考坚持练笔，相信一定会获得‘静悄悄的革命’
的力量。个人觉得：
三言两语写收获，
只言片语书
感悟，肺腑之言为最真。加油友友们！“
”和全国各
地的老师一起读书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静悄悄
地聆听，静悄悄地思考，静悄悄地学习，让我们内
心发生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特别感谢平台的组织
者，感谢各位积极撰写读书笔记的老师们，
给大家
营造了一个温馨的学习氛围。”……共读第六天，
教师们纷纷在群里写下自己的感想。
常生龙注意到，一些教师原本只是作为旁观
者，不太愿意发言和交流，几天之后也按捺不住
自己激动的心情，一上来就是一篇长长的感悟。
面对教师们越来越“燃”的读书热情，常生龙老师
也颇有感触：
“从这一周的情况看，
要做好领读者，
一是需要开展破冰行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师
们敞开心扉，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和教育教学的
各种困惑倾诉出来；
二是要营造一个互相支持、平
等对话的交流环境，让大家可以互相借鉴各自的
经验和想法，在交流反思中获得教育的智慧；
三是
要抓住大家在共读相关篇章中普遍忽略的问题或
关键点，引导大家重新思考，不断品味，产生新的

顿悟。
”
作为专业的主流教育媒体，中国教育报经过
近二十年的挖掘与发现，会聚了上百位“年度推
动读书人物”。中国教育报“给老师的读书会”
迈出了打造教师共读 IP 的第一步。
“每一本好书都是宝藏，带动更多老师、学
生走进阅读的世界是一件值得做的事情。”当我
们发出这样的邀请，致力于在师生中推动读书的
数十位教师欣然接受了领读者的任务。
“你是不是明明想要阅读却不能开始？你是
不是买了很多书但都堆在角落里一次也没有翻
开？你是不是读了很多书却不知道怎么转化为成
长的养分？加入中国教育报‘给老师的读书会’
吧！”当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有成长意愿的教
师们纷纷响应。
中国教育报“给老师的读书会”还是培育“阅
读种子教师”的平台，领读者除了深度领读一本
书，还肩负推荐种子领读人的责任。读书社群中
表现优异者将有机会成为“阅读种子教师”，中国
教育报将为这些教师提供分享展示的平台。
7 月 5 日，第二位领读者袁卫星登场，开启
了第二场“给老师的读书会”。
用阅读引领教师成长，用思考破解教育教学
中的困惑。中国教育报总编辑周飞表示，中国教
育报“给老师的读书会”将利用丰富的领读者资
源，探索社群共读模式，让更多的教师“卷入”
这场读书的大潮中来。

翟博
中国教育的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

跟喜欢的老师读想读的书

《

中国教育报打造公益教师共读 IP
IP，
，
“给老师的读书会
给老师的读书会”
”闪亮登场
闪亮登场——

2021 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
际，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
成了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
征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一个
充斥着文盲的国家已成为全面普及教育的大
国。截至 2020 年底，我国义务教育的巩固率
已 达 到 95.2% ， 高 中 阶 段 毛 入 学 率 达 到
91.2%，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54.4%。教育
的普及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大量人力资源
的支撑。在一个有 14 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
短短几十年取得这样大的教育成就，真是一
件了不起的事情。
中国教育的发展是怎样走过来的？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创造出来的。这其中既有
中央的顶层设计，又有全国人民对教育的热
诚。中国是一个崇尚文化、崇尚教育的国家，
但在清朝末年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压
迫，广大民众连温饱都难保，更得不到享受教
育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广大民众爆发了
接受教育的热情。自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
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颁布，提出普及九年义
务教育以后，全国各地掀起了办学的热潮。党
中央确立了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我国的教育
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记住这段历史，可以使
我们更加满怀信心地奔向新时代，开启新征
程，谱写教育的新篇章。
翟博博士担任过 《中国教育报》 记者、总
编辑，现任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社长，
他多年来奔波于教育第一线，以记者的敏锐眼
光，记录了我国教育发生的变化，报道了我国
教育发展的重大事件。他既熟悉教育的方针政

策，又了解教育发展的实际情况。现在他把多
年来撰写的教育报告汇集成册，内容分为决策
篇、攻坚篇、发展篇、求实篇。本书阐发了党
和国家对教育发展的顶层设计，报道了各级政
府和广大学校、教师和人民大众对教育事业的
热情，以及大中小学的教育改革经验，展望了
未来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全面展现了我国义务
教育、高等教育发展的百年历程，还记述了教
育在扶智扶贫中所起到的作用。可以说，本书
是关于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部报告文学，
能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
亦可以向世界展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故事
和经验。本书内容既具有政策性、思想性、历史
性，又具有故事性、艺术性、时代性，是一份重要
的国家记忆、教育记忆。
（本文系 《中国教育的百年记忆》 序言，
标题为编者所加）

深度解读

散发儿童文学的特异光芒
姚苏平
儿童文学是成人与儿童进行“对话”的重要
载体，它的发展状况预示着国家民族文化传承
与发展的可能性。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彰显了
人类“儿童观”的变迁与选择，民族与时代“童年
志”的温度和深度。但是“优秀作品”如何定
义？成人与儿童的交流并不畅通，彼此的选择
常有出入，会双向陷入“失语”窘境。这都不利
于儿童文学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儿童与成人
凝聚共识、双向成长。儿童文学专业素养的缺
失，限制了成人的判断力和指导力，也容易造成
当下儿童文学传播与接受的公信力危机。由
此，提升儿童文学素养日益成为国民素养的重
要内容，
对于中小学教师而言更是如此。
朱 自 强 所 著 《儿 童 文 学 概 论》 初 版 于
2009 年，时隔十几年后，于 2021 年由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再版。作为儿童文学基础理论研
究的扛鼎之作，它的再版是儿童文学专业影响
力和传播力“增值”的重要标志。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怎样研究？
儿童文学研究什么？早在 1923 年，魏寿
镛、周侯予合著的《儿童文学概论》就回答了这
个问题。蒋风 1982 年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
以“儿童文学的基本概念”
“ 儿童文学的意义和
作用”两章开篇，涉及“文学性”
“特殊性”
“教育
性”等的质性探究。蒋风的“概论”揭开了中国
儿童文学学科建设自觉的序幕，此后黄云生、浦
漫汀、张美妮、王泉根、方卫平、朱自强等学人以
“概论”
“教程”等不同表述方式对儿童文学的基
础理论建设作了大量的努力。
朱自强 《儿童文学概论》（以下简称 《概
论》） 围绕对“儿童观”的思辨，展现出多学
科交叉融合中的儿童文学理论自觉。朱自强首
先指向了“儿童是什么”的追问，出入于儿童
历史、儿童研究、儿童观等多个语境中，力图
在文化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
学、伦理学、传播学、哲学等多学科的交叉融
合中构建“儿童”的现代性，由此生发出“儿
童文学”的学科意义和价值属性。这样一种逻
辑设计源于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依附于“成人文
学”或“儿童教育”的高度警惕，对儿童文学
学科地位与定位的忧思和深思。
基于对儿童文学独立性、独特性的建构，
朱自强用三分之二的篇幅 （共七章） 论述儿童
文学的文体，尤其是“韵语儿童文学”对童
谣、童诗的解读，“幻想儿童文学”对民间童
话、创作童话、幻想小说的追溯与展望，“科
学文艺”“动物文学”“图画书”等文体的独树
一帜，都在有意识地区别于成人式文学概论的
文体划分。
《概论》 用大量信手拈来的经典文本来彰
显儿童文学审美性的特异光芒，其中不乏朱自
强亲自翻译的日本儿童文学作品。比如通过对
法国贝洛和德国格林兄弟对“小红帽”母题的
不同记述、改编方式的条分缕析，来验证说明
民间故事与儿童文学之间的源流和分蘖；英国
布莱克的 《天真之歌》 和利尔的 《荒诞书》 所
呈现出的语图叙事的审美性，赋予了儿童诗歌
迥然于“诗言志”或“多识于草木虫鱼之名”
的价值诉求。又比如朱自强翻译的新美南吉的
童话 《竹笋的故事》《去年的树》、儿童故事
《糖块儿》，畑地良子的童诗 《柠檬》，赤岗江
里子的童诗 《苹果和橘子》，野口雨情的童诗
《四胡同的狗》，椋鸠十的动物小说 《大造爷爷
和雁》 等，对这些作品的原文解读、选择、翻
译和汉语语境下的再解读的过程，本身就反映
了朱自强对儿童文学作品进行甄选的“选家”

眼光和审美能力。

“儿童”是内容、是方法，也是世界观
朱自强是儿童文学研究大家，2021 年获
第 18 届“国际格林奖”，按理他应该更加成熟
稳重、威严肃穆；然而，无论是他对图画书的
创作探索，还是与儿童读者的“相看两不
厌”，都表现出了“赤子童心”的热度。诚如
尼采认为人生有三种境界——骆驼、狮子、儿
童，“儿童”对于朱自强来说，是内容、是方
法，也是世界观。在 《概论》 中他从不吝惜对
儿童的赞赏，在与儿童的对话中感受到不同的
生命力量。无论是叶圣陶对儿子语录的记载，
还是加登纳、吉田新一等对孩童的观察记录，都
成为“儿童的审美能力”
“图画书的读者结构”的
重要论据。面对儿童文学的双重读者（成人、儿
童），他坚信儿童的审美既不浅陋乏陈，也不是
汲汲于“进化”到成人高级状态的“低级”阶段；
他认为二者各有千秋，成人对儿童审美能力的
识别，尚未达诂。他以给孩子们讲述《拔萝卜》
故事时儿童的状态作为“两种不同审美的实
例”，深情地赞颂了幼儿沉浸于锲而不舍的精神
中的“身心一元”。更进一步，他以和四岁儿子
讲完图画书《拔萝卜》文字后儿子说“你还没讲
小老鼠他们很高兴呢”为案例，体悟儿童对艺术
魅力和幽默趣味的独特把握。孟子曰“大人者，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这种对文本细节的耐心
解读、对儿童读者反应的细致记录，充满了毛茸
茸的质感，既应和着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
中对返回作品本身的美学诉求，也回应着卡勒
对文本解读的质疑，
“文学文本以及对它们的传
统解读似乎一直把读者假设为男性，并且一直
站在男性角度上诱导女性读者像男人一样去解
读文本”；同理，对“儿童”
“儿童文学”的传统解
读也几乎把读者假定为亟须被教化的未成年
人。朱自强一直在用平视儿童、敬畏童年的方
式解读文本，他对儿童、童年的执迷和热爱，并
没有让他成为偏执的代言人，而是更审慎、更
有界限感地使用着多元研究方法，更具学理
性、对话性地反制着“成人视角”的话语霸
权。通过这种研究方法交融又边界分明的学科
意识，朱自强让儿童文学研究获得了出入自由
的场域和研究方式。
正是这种对儿童“朝受命而夕饮冰”的热
爱和使命意识，使得朱自强的学术之路回荡着
铿锵之音。他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发表 《论中国
当代儿童文学的儿童观》 时检讨了获得第一次
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中部分作品将“儿童
的欲望和天性与教育理想对立起来。落后儿童
经过教育成为模范儿童，这是许多儿童文学作
品的模式”，“很少以赞赏和鼓励的目光看待、
描写儿童。儿童文学作家们似乎认为，对少年
儿童稍稍放松教育，他们就会步入歧途，走上
邪路”。他掷地有声地发出了幼儿文学“压抑
儿童天性”，少年文学“宣扬错误思想甚至封
建道德观念”，儿童文学理论“遗留着旧儿童
观的基因”等尖锐批评。这种力透纸背、拒绝
平庸的态度贯穿着朱自强学术活动始终。
值得一提的是，《概论》 选用了大量插
图，不仅图文并茂，更用语图叙事的方式“同
构”了儿童文学的发展史和公共空间。
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与专业发展
百年历程折射了“儿童观的复杂性以及现代中
国社会文化的复杂性”（吴翔宇语），教师读者
不妨走进这部 《儿童文学概论》，在儿童文学
的理论场中，更深刻地理解“给孩子读的书”。
（作者系儿童文学评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