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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文学之花重新绽放而呐喊
———《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的新辨识

■

赖配根

借历史之“冷水”，浇醒那些迷失
语文到底要不要文学？

有人说： 不要。 更有的人嗤之以鼻：

语文是语文， 文学是文学， 语文课怎么
能上成文学欣赏课！

尤其是小学语文 ， 许多所谓的专家
一口咬定， 语文要以工具为主， 即使涉
及文学， 也要把文学当作知识来教。

于是， 语文课的文化含量 、 情感因
素、 精神品格， 就成了 “异类”。 新课程
以来争论不休的人文性与工具性问题 ，

如今已落幕： 人文黯然退出， 工具重新
占据舞台的中心。

鲁迅说： 在中国 ， 要搬动一张椅子
都要打得头破血流。 要改变中小学教育
界盛行已久的习惯， 谈何容易！

谁都知道教育第一位的任务是培养
有道德、 有情感的人， 教育应该教人尊
重文化， 让人变得高尚， 但是， 如果真
有人按照这样的要求去做 ， 那他不是
“傻子”， 就是 “疯子”。 沉重的现实轻而
易举地把教育理想撕得粉碎： 不能变成
分数的东西， 不能量化的东西， 统统被
清理出课堂， 这样做得越彻底， 就越容
易在应试教育中胜出。

教育不涉及心灵 ， 语文又为什么要
观照人的精神！

然而仍有人不愿 “屈服”， 仍有人要
为语文教育的理想 “呐喊”。

其中就有黄耀红。

他原是中学语文教师 ， 后来改行当
了教育媒体编辑、 记者， 长期关注、 研
究语文教学。 他的导师说他 “心仪文学

而心性敏感 ， 文字表达亦多具诗性色
彩”， 我对他的印象也是如此。 他属于那
种有理想、 有气质的人。 他说， 文学与
教育， 让他魂牵梦绕。 他说， 在丰富而
微妙的汉语世界里， 文学是两个美丽而
温暖的字眼。 他沉痛于当今 “文学青年”

的消失， 人的精神世界冰封雪冻。 他感
慨中小学文学教育的缺失， 浪漫气息的
消散， 学生想象力的苍白、 灵性的泯灭、

创造力的衰减。

文学与语文， 便成了他生命中不可
摆脱的情结。 于是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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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功， 终于完
成了 “自

1904

年以来我国第一部全面、 系
统、 深入研究中小学文学教育百年历史”

的专著———《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

在我看来， 黄老师的努力 ， 其意不
是要完整地呈现历史 ， 而是借历史之
“冷水”， 浇醒那些迷失的教师， 让文学
走进语文， 让语文获得精神生命。 这是
无声的呐喊。

然而， 文学在今天语文教育中的缺
失问题 ， 只有放到百年的历史框架中 ，

才能较为透彻地看清楚。 我无意重述黄
老师勾画出的这一框架， 其分析之精彩，

视野之宽阔， 留给有兴趣的读者自己去
从原著中领略。

我只是与大家分享一下阅读碎思。

文学欣赏本来就是语文教育
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些把语文仅仅当作工具的人 ， 非
常崇拜 “三老”， 叶圣陶就是 “三老” 之
一。 于是给人的印象， “三老” 似乎都
是工具派。 我孤陋寡闻， 对 “三老” 没
有什么研究 ， 但读黄老师的这本 “史
论”， 却大吃一惊。

叶圣陶虽然说： “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
其任的任， 那就是阅读与写作训练。” 但他
同时强调 ， 语文教学的目标至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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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养成阅读书籍的习惯， 培植欣赏文学的能
力， 训练写作文章的技能”。 他更进一步对
“不要把语文课教成文学课” 的争论， 提出
自己的看法：“我谓课本之中各体各类之文都
有，书籍报刊亦复兼备各体各类，故政治性之
文不言政治，文学性之文而不及文学，断无此
理。 所谓：‘勿教成’云云者，勿舍本文于一旁
而抽出其政治道理而教之， 或化作品之内容
为抽象概念与术语而讲之也。 ”

在叶老看来， 文学欣赏本来就是语文教
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文学欣赏能力的培养与
阅读、 写作技能的训练同等重要。 然而不幸
的是， 几十年来的语文界， “不要把语文课
上成文学课” 成了时髦的口号， 叶老的某些
论述成了今日权威专家拒斥文学教育的 “尚
方宝剑”， 倒霉的中小学文学教育 “被打入
冷宫， 编入另册”。

感谢黄老师还原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的
历史，感谢他还原语文“老祖宗”的完整论述。

美育是文学教育的基础
再比如 “美育” 思想的昙花一现。 据黄

老师考证， 较早提出美育思想的是王国维。

1906

年， 王国维在 《论教育之宗旨》 中劈头
就道： “教育之宗旨何在？ 在使人为完全之
人物而已。 ……何谓完全之人物？ 谓人之能
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 人之能力分为内外
二者： 一曰身体之能力， 一曰精神之能力。

……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 知力、 感情及
意志是也。 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

也就是说， 智育、 德育与美育， 一起构成了
“心育”， 与体育并列。 对于美育， 王国维更
作了深刻阐释： “盖人心之动， 无不束缚于

一己之利害； 独美之为物， 使人忘一己之利
害， 而入高尚纯洁之域， 此最纯粹之快乐
也。” 没有这一纯粹精神之美育的参与， 就
不能培养出 “完全之人物”。 这是何等的见
识！ 接过王国维美育旗帜的是蔡元培。 大家
都知道他曾任北大校长， 知道他为北大立下
“兼容并包” 的校训， 但少有人知道他高扬
美育的大纛。

1912

年， 作为教育总长的他提
出民国 “教育宗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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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内容： 道德主义、

军国民主义、 实利主义、 世界观、 美感。 其
中美感即美育。 不幸的是， 他提出的美育在
当时就不为大家所理解。 当年的全国临时教
育会议， 只接受了道德教育、 军国民教育和
实利教育。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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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之后， 军阀混战、

抵御外辱， 救亡图存压倒一切， 教育哪有闲
暇顾及 “美感”。 新中国成立后， 由于种种
原因， 政治挂帅， “美” 成了小资产阶级情

调而被批判、唾弃。 时至今日，美育仍没有在
教育中获得应有的地位。 而美育是文学教育
的基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美育思想的
消隐，文学教育的空间也就被大大压缩。

现实已证明，没有美育的教育不能造就纯
粹的人。 一个没有一点纯粹精神的人，我们又
怎么能指望他相信道德、相信崇高、相信人道？

感谢黄老师在历史的灰尘中为我们捡拾
起美育这朵花。

《百年中小学文学教育史论》， 黄耀红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9

月出版

编后
如果仅仅把语文当作工具使用未免失之

偏颇， 语文课总要给学生以美的感受， 而文
学作品是最好的载体。 在美的享受中掌握工
具， 为什么不可以？

不以升学率高低评价教育

■

中央教科所 王振权

《追梦———深圳市南山区推进教育现
代化建设纪实》 一书探索、 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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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
深圳市南山区探索教育现代化的历程 ，

揭示了 “南山教育现象 ” 背后的奥秘 ，

把南山在推进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经历的
挫折、 观念的更新、 态度的转变以及所
采取的措施呈现在读者面前。

南山以全新的教育理念进行教育发
展的构思

《追梦 》 以全新的教育理念进行构

思。 以 “解放思想进行时”， 解读南山推
进教育改革创新的观念转型， 以及 “教
育第一” 共识确立的缘由； 以 “猫论的
生动演绎” 演绎南山多元化办学、 集团
化办学以及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等办学体
制创新的成功实践； 以 “我的课程我作
主” 作为关键词发掘南山全面推行课程
改革 ， 推进课堂教学质效的内在动力 ；

以 “培训是最大的 ‘福利’” 提引南山教
育人才济济的源头活水； 以 “奔向未来
的 ‘高速路 ’ ” 、 “走进世界的 ‘通行
证’” 为主题叙写南山的教育信息化与国
际化； 以 “校校有 ‘王牌’”， 彰显南山
一校一品的特色 ； 以 “但求个个成人 ”

成就 “‘石头’、 ‘金子’ 都闪光” 的教
育公平。

南山人用开放的视野 、 国际化的眼
光来审视教育， 全力追求教育公平、 教
育质效、 教育服务的 “三大跨越”， 努力
实现思想道德教育、 课程实施、 信息技
术应用、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追求 “四
个领先”。 在 《追梦》 中， 笔者看到南山
筑梦成真，

100%

特色学校，

100%

优质学
校， 高考升学率达

97%

以上， 连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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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稳
居深圳榜首。 在教育现代化维度中， 南
山是平的， 南山既没有重点学校、 重点
班 ， 也没有薄弱学校 ， 只有优质教育 。

《追梦》 也因此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区域
探索树立了一个新的坐标。

始终从容不迫地追问与先进地区和发达
国家的差距

《追梦》 向我们展现了中国区域教育现
代化的 “南山探索”， 把南山人敢于拓展新
的教育边疆的精神面貌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
者面前。 作为深圳特区教育的名片， 追梦的
南山人以教育家的胆识与智慧、 气派与风
度， 对话世界教育发展潮流， 跟踪世界教育
改革发展前沿， 始终从容不迫地追问与先进
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差距， 在目标和战略方
面， 以首尔、 新加坡、 香港等地教育为参照
系， 用国际视野谋划南山教育， 抢占教育制
高点。 以特别能改革、 特别能开放、 特别能
创新的特区精神， 率先探索与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现代化教育的模式。 南山的教育现代化
进程实际上是南山人的创新和追求卓越的过
程。

南山人用激情点燃灯塔， 在素质教育的
诸多方面全面突破， 提升了理论实践认识水
平。 在观念方面， 确立了以 “选择” 为主要
特征的新课程观， 以 “互动” 为主要方式的
新教学观， 以 “会学” 为主要目标的新学习
观， 以 “情感” 为主要纽带的新师生观， 以
“反思” 为主要手段的新研究观， 以 “发展”

为主要导向的新评价观， 以 “特长” 为主要
标准的新人才观等一系列现代教育观念。 在
实践方面， “解放教育生产力” 是南山人对
教育的生命感悟， 也因此收获着金子、 石头
都闪光的没有输家的教育。 “读在南山， 享

受教育” 成为从官员到百姓的流行语， 快乐
地工作、 智慧地工作、 美丽地工作， 成为南
山人的教育自觉与生活方式。

在推进素质教育中减负， 需必保教育高
质量

在常人眼里， 素质教育和升学率是矛盾
的： 谈素质教育， 就回避升学率； 抓升学考
试， 就被斥责为应试教育。 《追梦 》 直面
南山素质教育， 也不忌讳南山对教学质量
的追求， 对南山在推进素质教育中追求教
学高质量进行了全方位解读。 南山不以升
学率给学校、 班级排队， 不以升学率高低
评价教师、 学校， 不以分数高低评价学生
优劣， 不搞题海战术， 不频繁考试 ， 不过
量布置作业， 这并没有带来质量的下滑和
升学率的下降 ， 在奔向未来的 “高速路 ”

上改变着学生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式 。 减
负不减质， 减负要提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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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能读会写”

的 “语文教学的革命”， 阅读成为快乐学习
的习惯， “联合国大会” 搬进了课堂的体
验式教学； 即便是作业也设计得精巧 ， 仅
作业形式就分为童趣性作业、 游戏类作业、

创作类作业 、 实践性作业 、 探究型作业 、

分层性作业及开放性作业等类型……

创新和追求卓越的教育文化
品读 《追梦》， 最吸引人之处是南山不

断创新和追求卓越的教育文化。 南山教育人
把他们的梦想、 创新与追求， 融化在平凡的
讲坛生涯中。 在研训一体化这一充满生命力

的学习形式中， 教师以学者 、 研究者姿态
置身于教学工作 ， “在需要状态下学习 ，

在研究状态下工作 ， 在创新状态下发展 ”

成为教师职业生活的状态， 也激励着他们
从 “教书匠” 向 “专家型”、 “学者型” 教
师转型。 其中， “教学生做人， 做中国人，

做特区现代中国人 ”、 “引领师生走向幸
福” 等学校理念， 成为解读南山以人为本
的教育制度模式、 行为模式， 尤其是思维
方式的全新路线图 。 《追梦 》 让读者对
“常规做到极致就是卓越” 深信不疑。 在南
山这片热土上， 优秀成为习惯 ， 创新成为
常规， 南山人以披荆斩棘的教育勇气 ， 改
变着区域的内在气质和生命表征。 在南山，

用文化引领教师队伍建设， 用文化培养学
生， 用文化发展学校， 初步实现了从制度
型管理向文化型管理的转型。 “整个南山
区就是一个大学校”， 《追梦》 也由此孕育
出这样一个结论： 区域教育现代化之路的
核心竞争力在于不断创新的教育文化。

认真思考 “南山教育现象 ” 背后的奥
秘， 笔者认为， 作为全国首批课程改革实
验区、 全国现代学校制度实验区 、 全国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实验区， 广东省第一
个教育强区 、 第一个教育现代化先进区 ，

南山教育绝对是中国区域教育的一道独特
风景。 《追梦》 所呈现的教育理念 ， 所记
录的教育特色， 所揭示的教育现象 ， 乃至
南山教育背后的理论基础、 基本模式 、 机
制、 价值及方法论等， 对于正在探索教育
现代化的区域来说，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
启迪。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追梦 》 是一部
里程碑式的作品。

《追梦———深圳市南山区推进教育现代
化建设纪实》， 《中国教育报》 编辑部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出版

【今日关注】

【专家视野】

杏坛红烛耀千秋
———读《不朽的师魂———孟二冬》的随想

■

刘葵

噙着感动的泪水， 拜读了《不朽的
师魂———孟二冬》 一书， 感觉一股崇高
之气顿时从心底涌出。

孟二冬， 一个让人感动的名字。 这
位以顽强的毅力、 豁达的态度、 扎实的
工作和深厚的学问赢得无数尊敬的教授，

用他“上好每一节课” 的朴素信念诠释
了教师职业的深刻内涵。 坚守自己的理
想， 坚守对教育的追求， 坚守对师德的
认识， 坚守对生活的热爱……在今天这
个充斥着各种诱惑的时代， 孟二冬教授
以其平凡的坚守促使人们对教师精神进
行重新思考： 做什么样的教师？ 怎样做
教师？

孟二冬教授用他那朴实而铿锵的话
语从“为学” 和“为人” 两个方面为我
们作出了坚定的回答。

“为学”， 孟二冬教授是个真正的师
者， 他虽然身为“县太爷的公子”， 但身
上没有官宦子弟的纨绔之气， 从小就有
着对知识的执著追求。 不管是在贫穷落
后的乡村上小学， 还是在相对富足的县
城上中学， 孟二冬始终求知若渴， 在求
学的道路上迈步跋涉， 走得辛苦而又从
容。 为了实现心中远大的理想， 他勤奋
刻苦， 泛舟于无边的学海， 以惊人的毅
力完成了由宿州师专到北大硕士再到博
士的不平凡的跨越。

古人说， 太上立德， 其次立功， 其
次立言。 作为学者， 孟二冬教授勤于立
言； 作为教师， 孟二冬教授立言却不止
于“著书立说”， 在他看来， 为师者不应
止于生产知识与思想， 更应担负起薪火
相传之责。

如果说， 孟二冬教授的求学精神只
是他人生的自我塑造， 那么他主动请缨
支教新疆石河子大学则是他把熠熠红烛
燃烧得无比灿烂而谱写的一曲奉献的赞
歌。 在石河子大学虽然只有短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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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然而这短暂的时刻却把伟大的师魂永远
留在了西部学生的心中。 历史不会忘记
这一天：

2004

年
4

月
26

日， 这天是孟二冬
教授在石河子大学讲最后一堂课的日子，

为了上好这节课， 他精心准备。 虽然病
魔缠身， 却又故作轻松， 他不顾学生们
的坚决请求， 一直坚持到下课的铃声响
起。 忘不了临下课之际他留给学生们的
话： “到……今天， 我的课……全部
……上完了。 因为嗓子不好， 影响了
……教学效果， 大家多原谅！ 同学们，

虽然课讲……完了， 但学习……没有止
境， 做学问……要甘守……寂寞。” 弥留
之际， 他挂念在心上的， 不是他的父母，

不是他的领导， 而是他日思夜想的学生，

他还想为他们每人再上
30

分钟的课。 这就
是孟二冬教授， 一个新时期教育战线上
的教师的楷模。 他用无私奉献的精神，

为教师的职业作了最完美的诠释。

“为人”， 孟二冬教授用毕生的力量
书写了一个大写的“人” 字。

孟二冬教授的学术生涯， 给人的最
突出的感觉是甘于寂寞， 不求闻达， 用
他的话说： “板凳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
著一字空，” 朴实的话语， 道出了孟二冬
高尚的品格。 这蕴含着孟二冬教授一份
执著的理想和信念， 一份完美的精神追
求， 这种精神是每一位为人师者都必须
具备的。 胡锦涛在写给孟二冬教授女儿的
信中说：“孟二冬教授一生挚爱博大精深
的中华文化。 他不仅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
学习和研究中华文化、 在三尺讲台上讲
授和传承中华文化， 而且以自己的模范
行为诠释和躬行中华文化的精髓。” 国务
委员陈至立这样评价孟二冬教授： “透
过孟老师的事迹， 我们能够感受到他崇
高的精神。 在平淡、 平和、 平实中体现
出一个真正的学者淡泊名利、 以学问为
乐的境界， 体现出一个教育工作者矢志
育人、 为职责可弃生命的境界。”

孟二冬教授是平凡的， 他只是千千
万万个平凡教师中的一员； 孟二冬教授
又是不平凡的， 他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
了不平凡的成绩， “做平凡的人是有意
义的”， 这是对孟二冬教授人生的写照，

他以一种平凡的方式最终达成了令人景
仰的卓越。

（本文作者为安徽淮南一中老师）

为弥补人文教育缺失提供借鉴
■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吴式颖

我国资深教育史专家李明德教授撰
写的 《西方教育思想史———人文主义教
育之演进》 一书， 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 李明德教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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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高龄完成了我国
第一部系统论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发生
发展历史的学术著作， 是一件实实在在
的开辟性工作。 这是一部值得认真研读
的外国教育史学术专著， 是一部系统论
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发生发展历史的重
要学术著作， 这是笔者用了两个多月的
时间仔细阅读这部著作和一些我国教育
学者撰写的有关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的文章以后得出的看法。

李明德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
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多有研究并取得了多
项成果。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
法在这本书中得到了灵活、 恰当的运用。

这是该书最鲜明的特点和主要成就之一。

作者在导论中写道： “本书虽是专注于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历史发展的探究，

但始终注意将这一探究与对整个有关西
方文化和西方教育的历史发展的思考和

研究相联系， 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文主
义教育思想置于该社会历史的基础上进
行审视， 而不是孤立地研究西方人文主
义教育思想之演进。” 这段话可以说是作
者撰写此书的总的指导思想， 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其中
得到彰显。

古希腊文明是欧洲文明的源头之
一。 古希腊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它不以神
为中心， 而以人为中心， 把对人的关注
放在第一位， 蕴含着明显的人文精神和
人文理想。 这种人文精神和人文理想也
表现在古希腊思想家们的教育思想之
中， 不仅为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
义文化教育思想的兴起打下了基础， 而
且长期地影响着整个西方教育思想的发
展和演进。 因此， 李明德教授在该书第
一章中详细地论述了古希腊教育思想中
人文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 古希腊早期
智者教育思想中的人文主义神韵和古希
腊三大哲学家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
里士多德） 的人文教育思想以及古希腊
教育思想中人文主义因素的特征和影
响。 李教授在第二至第九章分别论述了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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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 、 启蒙运
动时代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德国新人文
主义教育思想、

19

世纪科学教育思想与古
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论争、 新教育运动
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现代人文主义教育
思想的崛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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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期以来科学人文主
义教育思想的发展， 系统而全面地展示了
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其演
进机理。 李教授对各个时期不同学派思想
家、 教育家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影响
都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交待 ， 在 “结语 ”

中对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 “基本理
念、 底蕴或理想最主要的和富有‘生命力’

的蕴含”进行了概括，同时也指出了西方人
文主义教育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缺陷和错
误。 总之，李明德教授撰写的这部书内容十
分丰富， 使人读后对西方人文主义教育思
想之演进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教育获得了辉煌的
成就， 但不可讳言， 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人文主义教育理念、 理想和人文主义教育实
践存在一定的缺失便是问题之一， 由此影响
了儿童和青少年全面、 和谐、 健康的成长。

现在， 我国正在制定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并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
意见。 人民教育出版社及时推出李明德教授
的这部著作， 其现实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西方教育思想史———人文主义教育之
演进》， 李明德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11

月出版

编后
这本书梳理了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今的教

育思想文化成果， 不仅资料丰富， 而且也有
自己的观点。 借鉴国外优秀的人文思想成果
丰富我们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 该书具有相
当的启迪意义和作用。

取自实践的
管理智慧

浙江省永康市民主小学校长王俊
的新作 《小学教育·教学·管理》， 日前
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王俊担任校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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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 该书
便是他长期实践的总结。

作为一校之长， 作者认为 ， 要倡
导 “念人之善、 扬人之长、 量人之难、

帮人之过 ” 的为人处事原则 ， 提倡
“用人之长、 避人之短、 人尽其用、 各
尽其能” 的用人原则， 全面调动教师
工作的积极性， 使每一位教师都能爱
岗敬业， 乐于奉献。

教育是传承文明和接续历史的活
动。 作者立足于教育管理的理论高度，

把小学教育管理置于宏观的理论背景
之上， 而又没有流于一般的理论玄思，

书中与教育管理理论有关的实证性范
例随处可见， 较好地做到了逻辑与历
史的统一。 （李曜明）

【读者推荐】

文学在今天语文
教育中的缺失问题，

只有放到百年的历史
框架中， 才能较为透
彻地看清楚。

没有美育的教育
不能造就纯粹的人。

一个没有一点纯粹精
神的人， 我们又怎么
能指望他相信道德、

相信崇高、 相信人道？

【阅读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