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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核心素养的推出和新课标的
颁布，语文课堂教学改革一时风生水
起，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情境化。

“无情境不教学，无情境不命题”，情
境任务突然蹿红。

不可否认，情境有利于激发学生
言语实践的兴趣，能有效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的形成、发展和表现，但唯情
境论，将情境推向极端，则又暴露了
教学改革的极端化倾向。不少教师对
情境任务理解不当，其教学设计令人
啼笑皆非，如某位教师教陶渊明《饮
酒（其五）》，设计了这样的情境任
务：“假如陶渊明开发了一种品牌
酒，要从诗歌中选择一个意象作为品
牌酒的商标，你认为最有代表性的是
什么？”这个情境任务充满商业气
息，与山水田园风格严重违和，且完
全无视古代诗歌这种体式的阅读规律
与教学要求。

我们并不反对情境任务设计，但
应坚决抵制那种完全忽视文本个性与
阅读规律的情境任务。任务设计不可
忽视体式要素——这是我读黄厚江老
师新著《阅读课的姿态——体式教学
的说法和课例》的强烈感受。

黄老师这本书共分八章，分别从
小说、散文、现代诗歌、古代诗歌、
戏剧、文言文、实用文和小群文等不
同体式来阐述阅读教学任务的设计要
诀。单从小标题就不难看出黄老师深
谙各种体式的教学要义，比如散文教
学，他认为最重要的是“由个性话语
指达个性心灵”，具体包括：通过对
个性话语方式的品读，体味作者的生
命个性；通过个性化学习活动连接

“语文经验”和“人生经验”；通过具
体作品的阅读，认知和欣赏作者的个
性风格。再如戏剧教学，他认为最重
要的是要有“戏”，同时还要引导学
生读出“戏”外之“戏”。

能精准抓住不同体式的牛鼻子，
这离不开黄老师自身深厚的语文素
养。黄老师曾戏言，他应该是中国语
文教师中所写文体最多的一个，他曾

写过古代诗歌、现代诗歌、剧本、散
文、小说、传记、评论、报告、演讲稿、
公文、悼文、广告词、书信（含情书）、论
文、学术著作等，其中小说既有小小
说，也有长篇小说（如《红茅草》）。不
同体式的行文要求和语言风格不同甚
至迥异，而黄老师能在不同体式之间
自由行走，轻松切换，创作出很多精
品文章，可谓才华卓著。有不同体式
的创作体验，黄老师更能深谙不同体
式的个中要义，在阅读教学中总能依
体而教，切中肯綮。

难能可贵的是，黄老师不仅有对
不同体式的精准认识，他还能化

“教”为“学”，坚持学生立场和素养
导向，从而确定最优的教学内容和教
学策略。比如他在阐述小说教学时倡
导四个转变：把知识学习变成借助知
识的阅读活动，把性格概括变成对人
物内心世界的解读，把主题解析变成
借助小说解读生活，把特点归纳变成
借助文本学会读小说。再如他在阐述
现代诗歌教学时，强调“在阅读中培
养敏锐的诗歌触觉”“在分享中学习
现代诗歌的解读和欣赏”。从这些

“说法”中，我们发现黄老师始终将学
生放在课堂的正中央，重视学生学法的
养成和素养的提升。

究其根本，对体式的精准认识源自
对阅读教学本质规律的把握。黄厚江老
师是当代中学语文教学领域的翘楚，他
的近百个经典课例已成为一笔宝贵的财
富。他的理论建树来自他丰厚的教学实
践，而他在一个个课例的开发中又不断
完善理论，黄老师将理念建构与实践探
索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这本书的书名是

“阅读课的姿态——体式教学的说法和
课例”，顾名思义，这本书既有“说法”，也
有“课例”。他在论述不同体式的教学
时，每论必有其课例佐证。阐述小说教
学，他会举《我的叔叔于勒》《孔乙己》《装
在套子里的人》等经典课例；阐述文言文
教学，他会举《狼》《黔之驴》《出师表》《谏
太宗十思疏》《阿房宫赋》等经典课例。
大量课例的支撑，使论述无架空蹈虚之
感，且增添了说服力和示范性。这些课
例不仅散见于论述中，而且在每个篇章
后面都附上一两个完整的教学实录或教
学设计，其中不乏新的课例，如《台
阶》《山民》《乡愁》《蒹葭》《窦娥冤》

等，让读者在理论学习的同时，还有了
观课的享受。

黄老师虽然没有参加新课标的制
定，但他在课改浪潮中始终保持着敏锐
的触觉和强烈的责任感。2017年语文
核心素养甫一推出，他就写出一组论文
探讨语言、思维、文化与审美这四者之
间的关系；目睹最近几年课堂教学的种
种怪状，他忍不住撰文探讨情境任务及
任务群设计，呼唤语文学科的理性建
设。黄老师始终秉持着守正创新的理
念，不保守，不激进，以一己之力推动
着中国当代语文教学改革。针对大情
境、大任务的大而无当，他提出“小群
文”的概念，明确小群文阅读的基本特
征、组群方式、教学结构和基本教学原
则，并设计出“李白送别诗”的小群文
阅读教学案例，而这些均收录在本书
内，这些课例匠心独运，具有极高的教
学价值和可复制性。

这本新著的封面上有一句话：“立
足于不同体式的阅读教学，让阅读课千
姿百态。”但千姿百态，应该是在规律中
的自由绽放。在语文教学情境任务设计
花样不断翻新的今天，黄厚江老师提出

“体式”，其用意与深意不言自明：任何教
学改革，在“创新”中不可忘却“守正”。

（作者系语文特级教师）

阅读教学：体式为基 学生为本
——读黄厚江《阅读课的姿态》

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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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学术创业是一个具有时
代感的实践课题，顺应了国家的“双
创”政策，对接了高校的突出矛盾，
理应得到高教理论界的充分重视。八
军教授给我寄来的《大学教师学术创
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
书，正是围绕这个主题，从理论篇、
实践篇与政策篇三个部分展开研究，
提出了颇多具有创新性的理论观点与
针对性的改革路径。我仅从学术创业
与教学科研的关系，以及大学职能体
系建设方面，谈谈个人想法。

该书将大学教师学术创业定位于
大学教师传统岗位职责之外的所有知
识转移转化活动。从这一点来看，学
术创业不只是创办新企业，还包括专
利转让、技术入股、产业合同研究、
顾问咨询、社会培训、校外兼课等。
除了校内的教学育人与科学研究之
外，大学教师承担横向课题与在校外
的学术讲座、人文社科类教师参与政
策咨询等都可以纳入到学术创业活动
范畴。随着西方学界“社会公益创
业”概念的兴起与应用，这种界定有
其合理性与可取性。由此，大学传统
的“两个中心”与学术创业呈现较为
复杂的关系。一方面，学术创业就像
社会服务职能一样，属于大学教学与
科研活动的校外延展，从能力提升与
社会影响层面而言，反而有助于大学
教师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另一方
面，学术创业对应传统岗位职责之外
的公益性或者商业性学术创业行为，
从个人时间与精力的有限性层面而
言，其势必导致基础研究功能的弱化
尤其校内人才培养投入的减少。对
此，八军在书中都作了梳理与分析。

如何协调大学教师学术创业与教
学科研的矛盾冲突，充分利用学术创
业促进校内教学科研发展呢？当我们
将学术创业的外延大大拓展之后，保
证两者之间共存共容乃至相得益彰，
关键在于对大学教师学术创业进行分
类管理。例如，学术讲座、政策咨询

等普遍有益于学术发展与大学声誉，
也是大学直接服务社会的重要途
径，该类社会公益创业行为就应该
大力鼓励；又如，校外大量兼课等
重复性劳动应该严格限制，创办实
体企业等时间与精力投入过多的学
术创业则需严格审批。八军在书中
将大学教师学术创业首先两分为离
岗创业与在岗创业，然后再将在岗
创业分为鼓励型、限制型与禁止型
三种，最后又将限制型分为报备型
与报批型，为学术创业的分类管理
提供了极具针对性与可行性的思路。

对学术创业进行分类管理，让我想
到了大学第三职能的问题。因为学术
创业的许多活动，正是社会服务职能的
体现。西方学界热议的“第三使命”，
正是指向学术创业，这与大学“第三
职能”属于什么关系呢？学术创业与
社会服务两者能否统合起来？对此，
我尚未有过系统思考。但是，大学的
社会服务职能，确实可以借鉴学术创
业的分类管理，推动其走向规范有序。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学三大职能已经
实现体系化。在我国，高校的教学与
科研已基本实现体系化，但社会服务
与体系化相去甚远。如果大学直接服
务于社会的各种活动，亦能像八军在
书中对学术创业采取分类管理一样，
那么我国大学第三职能的体系化建设
就能迈出坚实的一步。应该说，这既
是我国大学职能体系建设的突出短
板，也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
走向。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八军这部论
著不仅自成体系、自圆其说，在学术
创业概念的内涵诠释、活动的分类管
理等许多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而且
其不少学术见解对当前大学协调教学
育人、科学研究与学术创业的关系，
尤其在推动现代大学职能体系建设方
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引价值。

（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

学术创业与教学科研
如何共存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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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3日上午，在第38个教师节
来临之际，由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
办、希望出版社承办的“书写时代
致敬楷模——《张桂梅和她的孩子
们》 作品研讨会暨图书捐赠活动”
成功举办。邬书林、高洪波、郭义
强、海飞、梁鸿鹰、徐德霞、李潘、
李东华、李朝全、刘颋、崔昕平、冯
臻、杨雅莲等出版界、评论界、儿童
文学界人士共同就《张桂梅和她的孩
子们》一书展开热烈的线上研讨。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由云南作
家陈洪金创作，作品讲述了“时代楷
模”“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从一
个崇拜革命者江姐的小女孩到执着奋
斗的人民教师，再到无私奉献的福利
院院长、感动中国的中学校长的成长
历程，深情赞美了张桂梅顽强奋斗、
永不言弃、无怨无悔的精神。

本书策划、出版以来，获得媒体
的广泛关注，入选2021年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中国好书”2022年 4月
榜、2022年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百种优
秀出版物、《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
2022年 2月优秀畅销书排行榜与3月
好书品读童书榜及2022年上半年优秀
少儿图书等，同时，本书版权已输出
至沙特阿拉伯，并入选2022年“丝路
书香工程”。此外，希望出版社联合山
西广播电视台制作了《张桂梅和她的

孩子们》有声版，获“学习强国”平
台首页和“听长书”频道置顶推介。
近期，本书已经进行了多次新书分享
活动。受希望出版社委托，作者陈洪
金特别前往云南省丽江市玉龙纳西族
自治县黎明乡黎明完小，为学校捐赠
了图书，并结合本书给学生们宣讲张
桂梅精神。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高度肯
定了这本书出版以来取得的成绩。他认
为这本书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作者用精
准的文字将时代楷模张桂梅的感人事迹
生动呈现。张桂梅身上，有中华民族生
生不息的优良传统，就是善良、勤奋、
诚信、忠诚，百折不挠，认准的事情就
会认认真真不懈追求。作者善于抓住细
节，在细微之处让我们看到真正的中国
人的精神和力量。希望出版社能够认真
总结这本书的成功经验，出版更多时代
需要的精品好书。

中国作协原副主席、儿童文学委
员会原主任高洪波认为，这部作品用
平实的语言，清晰完整地呈现了张桂
梅的成长历程，真实再现了以爱为
本、初心如火、用一生去书写教育诗
篇的张桂梅形象。从“如何教好书、
教出好成绩”到“如何让学生用知识
改变命运”再到“为谁培养人、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作品精彩书写
了张桂梅“三级跳跃”的转变与成
长，还用大量生动的细节展示了张桂
梅“平民教育家”的面貌。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指
出，用精彩的故事来歌颂英雄人物，
传递伟大精神，是出版界长期的工作
任务。《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这本书
定位准确，文字简约，文风质朴，用
非常恰当的文字及篇幅将时代楷模张
桂梅和她的孩子们的故事讲述给读
者，让读者在平实的文字中感受张桂
梅的伟大和不平凡，是一部优秀的少
儿主题图书。

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原副主席、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中国分会原主席海
飞认为，这是一部颇有特色的时代楷
模读本，是难得一见的优秀儿童报告
文学。作品不仅彰显了楷模本真的力
量，而且彰显了文学本真的力量。作
品不仅仅突出了时代楷模张桂梅，而
且用很多笔墨描写了张桂梅的孩子
们，这是这本书的重大特色。

《文艺报》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常务副会长、秘书长梁鸿鹰认
为，这本书文字朴实、精练，对张桂
梅如何成长为“时代楷模”进行了非
常精彩的书写，特别是对张桂梅的精

神世界、精神成长、品格养成挖掘得
非常充分。张桂梅家乡的文化、民族
特色、民间传说、抗联故事及共产党
员的榜样作用共同铸就了她的信仰、
她的善意和她的坚韧，直接决定了她
人生道路的选择。作品同时书写了张
桂梅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有教无类”
和“严管与厚爱”的教学思想与方式。

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儿
童文学》原主编徐德霞认为，张桂梅
既是一位普通的人民教师，又是一位
了不起的时代楷模。精神高尚，做人
纯粹，处处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心中
唯独没有她自己。她做事扎实，有股
韧劲，肯下实力，因此能干一件成一
件。作为一部报告文学，本书定位准
确、重点突出、细节生动，不仅写好
了人物根基，同时也清晰地展现了人
物的成长轨迹。多侧面、立体化，自
然朴实，没有故意拔高或刻意渲染，
因此人物显得真实、可信、可敬，是
一部难得之作。

全民阅读形象大使，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读书》栏目制片人、主持人
李潘认为，这是一本流淌着真情的爱
之书。书中有张桂梅对亲人、学生、
孤儿、岗位、生活，以及党和祖国的
爱，也有孩子们和社会各界对张桂梅

的爱。这样的爱，借由文字和阅读，
浸润一个又一个小读者的心。这本书
主题性、文学性和儿童性兼顾，奏出
了一曲沁人心脾的真与爱之歌。

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儿童文学作
家李东华认为，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
写给少年儿童的作品，还是一部非常
优秀的纪实作品。作品文学性与真实
性兼顾，非常好地处理了四个关系，
即新闻与文学的关系、简约与完整的
关系、时代与个人的关系、整体与典
型的关系，为读者展示了真实、立体
的张桂梅形象。

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副主任李朝
全认为，这本书成功塑造了张桂梅这
个典型人物形象。作者用生动的笔墨
讲述了张桂梅的坎坷命运，写出了她
朴实、执着的鲜明个性。作者不仅书
写了张桂梅这个人物的精神境界和她
的崇高品格，难能可贵的是，还写出
了这种精神的传播和传递。这部作品
还有很鲜明的童趣和童味，文字非常
质朴、简单、好读。

《文艺报》副总编辑刘颋认为，这
部作品写出了张桂梅身上想干事、能
成事的韧劲，写出了张桂梅身上的理
想主义色彩。作品可贵的成功之处，
就是非常清晰地写出了张桂梅在她的
教书育人生涯中的三个转变。此外，
作品还写出了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互
相成就的关系。张桂梅的影响改变了
孩子们的生活和命运，同样，孩子们
的成长也反哺了张桂梅，让张桂梅成
为今天我们看到的“平民教育家”张
桂梅。这是这部作品有别于其他书写
张桂梅的纪实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

太原师范学院教授、儿童文学评
论家崔昕平认为，在同类题材的、以
张桂梅为原型的文学新作中，这部作
品的优势在于作家本人是云南籍。作
品首先对张桂梅的成长做了归因叙
事，其次对张桂梅的人生价值做了传
承叙写。作家采取了朴素的纪实写
法，搜集资料、核实信息，提炼个人
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并穿插多处
真实的细节性资料，刻画出了荣誉光
环下真实鲜活的人物形象。

《儿童文学》主编、编审，中国儿
童研究会副秘书长冯臻认为，这是一

部书写楷模精神的及时之作和优秀之
作。作品很好地展开了张桂梅与孩子
们的故事，将楷模形象与少儿读者熟
悉的教师形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同时
又从张桂梅如何关爱孩子、教育孩子，
经过她培养教育的孩子又如何成长、成
人、成才来讲述张老师的故事，作者始
终围绕一个“情”字为张老师立传，

“情有所归，方能心有所寄、身有所
往”，由情入手，以情动人，从情升
华，是这部作品成功的关键。

《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读周刊》
主编、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杨雅莲认为，这部作品报告文学、儿
童文学性质兼具，生动呈现了张桂梅
不懈追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
党和人民事业永远奋斗的绚丽人生。
针对青少年的阅读特点，本书以引人
入胜的故事贯穿始终，具有直击人心
的穿透力与感染力。对传承红色基
因、坚定理想信仰的讴歌，是本书的
醒目底色。

山西省新闻出版部门负责人指出，
近年来，山西出版工作聚焦主题主线，
忠实履行使命，全省出版战线呈现出新
气象。要继续深刻把握、自觉回应时代
的主题，自觉担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讲好中国故事、山西故事。相信“认真
做出版，山西有好书”的声音会通过不
断涌现的晋版好书传遍大江南北，扩大
山西优秀出版物的吸引力、感染力和影
响力，用全方位推动山西出版高质量发
展的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迎接党的二十
大胜利召开。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贾新田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
集团始终把做好主题出版工作作为一
项中心工作。出版《张桂梅和她的孩
子们》，举办本次研讨会，既是山西出
版传媒集团弘扬核心价值观、唱响时
代主旋律的体现，也是集团以实际行
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重要举
措。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将积极为青少
年出版更多歌颂祖国、礼赞英雄的精
品读物，履行好出版企业“培根铸
魂、启智增慧”的使命担当。

希望出版社党支部书记、社长、
总编辑王琦介绍道，《张桂梅和她的孩
子们》是希望出版社在少儿主题出版领
域推出的又一部精品力作。近年来，希
望出版社坚持做优主题出版，体察时代
脉动，感应社会变化，发力原创精品，
陆续推出一批优秀的少儿主题作品和原
创现实题材儿童小说。希望出版社将以
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汲取宝贵建议，深
耕细作，打磨精品，推出更多书写时
代、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少儿主
题佳作。 （邢龙 孙晓夏）

书写时代 致敬楷模
——《张桂梅和她的孩子们》研讨会暨图书捐赠活动成功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