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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观】呼唤消逝的童年
编者按

教育者究竟明不明白陶行知先
生的《小孩不小歌》？ 教育规律究竟
怎样遵循小孩子本身存在的特质？

为什么教育就是解放儿童？ 我们目
前的教育还有极大的改革空间。 老
师们呕心沥血教育孩子们， 为什么
还是感到成效不那么理想？ 尊重儿
童、 抓住儿童特质、 改善教育方法
是《童年与解放》 一书的重要内容，

读读它会有许多启迪。

■

江苏省兴化市安丰小学 冷玉斌

为何小孩心不小

陶行知先生写过一首 《小孩不小
歌》： “人人都说小孩小， 谁知人小心不
小 。 你若小看小孩子 ， 便比小孩还要
小。” 寥寥数语， 说出一个朴素的真理，

不过 ， 此 “不小 ” 所指何在 ？ 又何以
“不小”？ 往往无人追问或言不及义； 刘
晓东在 《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 》 首章 ，

称儿童为 “探索者”、 “思想家”、 “艺
术家”、 “梦想家”、 “游戏者”、 “成人
之父 ” ……并以大量文学家 、 哲学家 、

教育家的言论进行阐释， 那么， 这些言
论本身又是如何成立的呢？

近日， 读完黄武雄教授所著 《童年
与解放》 一书， 深有豁然开朗之感。 书
的前半部 ， 著者从儿童语言学习入手 ，

以独到的观察与分析， 给 “小孩不小”、

“成人之父” 一个真切的解答。

针对人的真实而具体的存在 ， 黄教
授创造性地界定出儿童的两种能力， 分
别是 “自然能力” 与 “文明能力”。 文明
能力是指 “人的论理与描述设计的能力，

也就是人适应或传承文明的能力”， 现在
文明世界的教育着力培养塑造的就是这
种能力， 须经十数年循序发展才能得到。

在文明能力之外， 著者提出， 儿童禀赋
一种自纷杂的事务中辨认特征的能力 ，

他称之为 “自然能力”， 为儿童所特有。

回头看陶先生的小诗 ， 若以两种能
力观之， 则诗中 “小” 与 “不小”， 恰恰
是儿童文明能力与自然能力的精准对比。

因为年龄与经验的原因， 儿童文明能力
有限， 发展起来也是很缓慢的， 故 “不
能高估小孩”， 比如苛求儿童接受抽象水

平偏高的教材， 此即 “小孩小”； 而 “心
不小” 之 “心”， 可理解为儿童的本心或
本性， 就是黄教授多次讲到的 “本来面
目”， 因为小孩天生具有成人所不具备或
已退化的自然能力， 所以 “不能太低估
小孩”， 比如他两三岁以前对周围人与事
物的辨认和对语言的学习， 都是成人难
以望其项背的， 此即 “心不小”。

小孩的原始创造特质是怎样的

正是自然能力使人的幼儿来到人世
之后数年， 能够发展成为万物之灵， 具
体说来， 著者认为小孩子的自然能力有
三大 “原始创造特质”：

一、 辨认特征与无边好奇。

二、 生之勇气。

三、 宽容无邪、 不存偏见。

这就是 《童年与解放 》 一书所构建
的世界观， 从康德的 “人即目的” 开始，

到孩子的原始创造特质， 作者一层层揭
开儿童世界的面纱 。 此观点一经确立 ，

皮亚杰与乔姆斯基的世纪争论顷刻间尘
埃落定 （见 《语言的迷思》）， 著者进一
步指出， 如果人果真是有所谓本来面目，

那么这类原始特质便是———而原始特质
正是人创造力的基础， “在日常生活的
表现是颖悟的敏感， 在文学艺术甚至科
学的创造活动中， 则为犀利的直观”， 这
不正是刘晓东所列 “探索者 ”、 “思想
家”、 “艺术家”、 “梦想家” ……之缘
起？

原始特质概念的提出是本书一大创
见， 然黄教授未止于此， 书中贯穿始终
的是对知识的追思与叩问， 连续不断的
章节同样鼓荡人心令人着迷， 李丁赞教
授说 《童年与解放》 表面上谈教育， 实
质上， “是从教育问题谈到了更基本的
知识论问题”。 三大原始特质均与知识密
切相关， “辨认特征” 是儿童学习知识
的起点与过程； “生之勇气” 强调了知
识须经体验而来， “一个人开始被灌输
外加的知识， 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 被
剥夺自身的参与与体验， 那么他的成长、

他的创造活动便告停止 ”； 将 “免于偏
见” 加以定影， 就是著者提倡的人类爱
的教育， 而人类爱的教育只能由知性教
育来完成， 给儿童广阔的知识视野， 引
领儿童进入不同时空、 国度、 种族， 让
小孩的思想感情投身其中， 达到心智与

情感的成熟。 著者强调， 学校传授的知
识， 书本记载的知识， 应定位为 “人类
共同体验世界的脚印”， 学校教育、 读书
应是人与他人的体验相互印证相互碰撞
的过程， 只有这样， 目前僵化了的学校
教育才会复活， 读书才会变得生趣盎然。

黄教授以学地理为例 ， 极为生动地
描绘了以上所说：

学地理， 不为记忆地名 ， 亦不为日
后远行 ， 而是要拓展人认识中的世界 ，

了解各地人类文明如何展现， 但地理并
不等同于一张地图， 它本身蕴含了人在
一乡一国生活与探索的体验， 且由近及
远。 学地理要从小孩自己生长的村里市
镇学起， 让小孩可以体验周遭人文或自
然的细节， 确定方位后， 由小孩来描绘
自己所处村里市镇的地图， 探讨村里市
镇的发展史 ， 查询人文典故 ， 作说明 ，

作报告， 然后逐渐扩大范围。 在此过程
中， 小孩已有的知识必不够用， 于是就
要学习找资料， 找书本， 找前人知识弥
补个人的不足 。 随着认识的渐行渐远 ，

小孩了解的地图涵盖的地面也愈来愈大，

并且， 他心中认识的再不只是自然山河
与资源， 还会结合文学艺术， 探讨这山
巅河畔的人文活动、 历史变迁。 从个人
一村一里一市一镇的体验延伸出去， 最
后与世界各地不同时空的人类体验相互
印证， 这样的地理知识才有了生气， 这
样的地理教育才有了着落。 不然， 未经
体验只靠记诵或单向接受， 知识会死去，

会变成教条 ， 变成一块块碎散的瓦片 ，

每一个人抱持着一块碎片， 俨然专家沾
沾自喜， 却永远看不到世界的真实面目，

看不到自己的全貌———现实中的教育 ，

几乎正是如此 ， 也就是说 ， 你我每天 ，

怕就是在做着搬运碎片的苦力害人害己
尚不自省吧？

教育就是解放儿童， 也是解
放教育者自己

倘若众人只依赖于学校教育的知识
灌输与学习， 结果就是， “接受体制教
育越多的人， 反而越容易人云亦云， 沦
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而从意识底层迷失
了作为目的本身的自我 ” ———这就是本
书后半部 “解放” 的源头。 提到儿童的
解放， 鲁迅有名句曰： “自己背着因袭
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

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
地做人。” 这更多是人生的觉醒。 黄先生则
依然从知识入手， 旁征博引， 从黑格尔到昆
德拉， 从霍布斯到哈贝马斯， 从狄德罗的幽
灵到哥本哈根的古谚， 将哲学、 禅宗 、 神
学、 美学、 社会学、 心理学熔于一炉， 从知
识论的角度揭示解放的真谛为 “从多重的知
识与理性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让人能用童
年时认识世界的方式重新体验世界， 复归知
识的整体， 此说切中时下教育重症， 不啻一
剂良药。 他还敏锐地指出 “也要从教师的自
主性去寻求教师的思想解放”， 因为在现有
教育体制下， 为数不少的教师本身就是 “循
规蹈矩的受教育历程、 狭隘安全的成长经
验， 再加上未经解放的教义式思维”， 他们
无法了解出现在他眼前的不同学生， 不能给
他们活的知识， 学生的创造特质自会迅速萎
缩， 消失不见， “等到熟习文明， 走到文明
尽头， 开始为已知的文明而拓荒， 探索人类
未知的事物， 进行开创文明之际， 辨认特征
的自然能力早已衰退， 于是， 人只好无功而
返， 回到文明早已精耕的田园， 在文明的疆
域流连终生 ” ———何况此处所谓的熟习文
明， 也许不过就是多了几块碎片而已。

该书立足于童年与解放， 其间连带着谈
到些问题， 如儿童文学的本质， 学生智力测
验的剖析， 知性与人格的辩证， 情境与儿童

哲学的探讨等， 均有振聋发聩之语， 启人心
智发人深思。 阅读中， 我突然想起巴什拉
《梦想的诗学》 里的话： “他们知道， 他们
认为他们知道， 他们说他们知道……他们向
孩子证明地球是圆的， 证明它围绕太阳旋
转。 可怜的爱梦想的孩子， 他不应该听什么
呢！ 当你离开教师又去爬坡， 爬上你的山坡
时， 那对于你的梦想是怎样的解放啊！” 童
年与解放， 自由与控制， 梦想与现实， 体验
与灌输， 奇迹般地交织在一起， 令我心生感
慨。 施韦泽曾在自述里说 “如果人都变成他
们
14

岁时的样子， 那么世界的面貌就会完全
不同”。或许，在现代文明无孔不入、专制文化
阴魂不散的境况下，

14

岁还是太迟了，在此之
前，就要想方设法让儿童能够“多一段岁月徜
徉于自然的无限中， 从自然中吮吸曾经且一
直哺育着人类文明的乳汁”，唯其如此，未来
才会更多一些富丽多姿的生气、创造与诗意，

人类才会少一些愚蠢、 荒谬和纷扰。

《童年与解放》， 黄武雄著， 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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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阅读
应吸纳百川

■

江苏省泰州市朱庄中心小学 宫凤华

古人云： 流水之声可以养耳， 青禾绿草
可以养目， 观书可以养心、 养气质、 养学
问， 所以教师读书应该吸纳百川。

作家梅子涵说过： “如果我当小学语文
教师， 我会很努力地读很多书。 绝不仅仅读
那些只是和小学老师上课有关的书， 那些书
的深度是远远不够的。 我要让我的学识足以
和世界对话， 一个眼睛不在彼岸， 只在此岸
的人， 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教师”。 是啊，

教师专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要有更宽的视
野、 更高的平台， 需要高屋建瓴俯视专业。

能实现这种超越的途径就是广泛地阅读。

阅读是对风雨雷电的谛听， 是与花鸟虫
鱼的对话， 是同明月星辰的交流， 是和山川
江河的互动。 阅读是环保心灵、 浇灌心田的
土壤， 是启迪智慧、 唤醒灵气的钥匙， 是传
承文化、 栖息精神的家园。 阅读是对生命的
雕琢， 是对生活的剪裁， 是对岁月的装订，

是对未来的装潢。

阅读让我们领悟周作人的清淡平和、 许
地山的睿智自然、 丰子恺的细腻亲切、 冰心
的典雅飘逸、钟敬文的清朗绝俗。书让我们感
受海明威的冷峻、伏尔泰的咏叹、川端康成的
精美、郁达夫的颓废、张爱玲的华丽、鲁迅的
激愤、沈从文的恬淡、林语堂的幽默。

我很欣赏毕淑敏说过的一段话： “日子
一天一天地走， 书要一页一页地读， 清风朗
月水滴石穿， 一年几年一辈子地读下去。 书
就像微波， 从内到外震荡着我们的心， 徐徐
地加热， 精神分子的结构就改变了、 成熟
了， 书的效力就凸显出来了。”

我走进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 让我
深悟“随意或许是一种美丽， 而执著却是一
片更灿烂的云彩。” 肖川博士的《教育的理
想与信念》 运用了感性的文字表达了理性的
思考， 用诗意的语言描绘着多彩的教育世
界， 以真挚的情感讴歌人类之爱， 以满腔的
热情高扬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凝练、

隽永的文字及对教育现象的独到剖析让我深
受启迪。 读书的时候， 徜徉在文化的涟漪
里， 消解了尘世的喧哗与浮躁， 还原了和煦
平静的本我世界， 哲人的思想洗涤着我的灵
魂， 使我们的生命一次次向前拓展， 使我们
的教育技巧不断丰富， 使我们和孩子的心越
来越紧密。

如果，我们的阅读日益宽泛，我们和孩子
们的交流才会注入源源不断的清新空气。

“循规蹈矩的受教育历程、 狭隘安全的成长经验，

再加上未经解放的教义式思维”， 使许多教师无法了
解出现在他眼前的不同学生， 不能给他们活的知识，

学生的创造特质自会迅速萎缩， 消失不见

著者认为小孩子的自然能
力有三大“原始创造特质”：

一、 辨认特征与无边好奇。

二、 生之勇气。

三、 宽容无邪、 不存偏见。

这就是《童年与解放》 一
书所构建的世界观， 从康德的
“人即目的” 开始， 到孩子的原
始创造特质， 作者一层层揭开
儿童世界的面纱。

【热点关注】

市场：

教辅乱相让人忧
如今的教辅图书大多扛着“素质教育” 的大

旗， 贴着“新课程” 的标签， 顶着“名校名师”

的“高贵出身”， 着实让不少学生和家长乖乖掏
出钱包。 然而，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教辅图书是一
些不良书商以“新瓶装旧酒” 的手法， 对过去的
教辅书换个响亮的新书名， 再对内容作些微调就
重新进入了市场。 这样的教辅书内容老化， 选题
滞后， 会对学生产生误导。 还有一些不法书商四
处搜集别的教辅图书， 然后找人剪剪贴贴、 东拼
西凑， 最后换个封皮、 书名， 就成了自己的出版
物了。

一些教辅图书由于出版、 发行时间过于仓
促， 加之编者自身水平有限或根本不负责任， 编
写和校对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结果导致出版物的
内容错误百出： 书中插图张冠李戴， 标点符号使
用不当， 语法修辞缺乏逻辑， 甚至出现科学性、

知识性的错误等。 如此教辅书不仅不能起到育人

作用， 更是误人子弟。

一些人挂着“总编”、 “主编” 的称号， 却
是徒有虚名， 对图书编写不熟悉， 对师生需求很
陌生， 对课标改革很麻木……有的竟然是大字都
不识几个的农民。 由于过去教辅书业进入门槛
低， 他们便轻而易举地从销售盗版书的小贩转眼
成为了图书编写者， 这种低品质的书又怎能让人
放心？！

除了这些， 教辅图书市场混乱不堪还体现在
教辅图书定价的混乱以及折扣的低廉上。

2009

年
的教辅图书市场依然火爆， 一些教辅大幅涨价，

有的一本书就涨了
10

多块钱。 甚至一本
300

页
的教辅定价过去最高也就四五十元， 如今可能定
价为七八十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

0.8

折教辅惊
现市场！

涨价的目的是为了给折扣运作腾出空间， 折
扣越低， 利润就越高， 经销商、 学校领导就能够
从中获得更多私利。 巨大的诱惑考验着图书经营
者的良知与商德， 考验着三尺讲台上的清正与廉
洁！

监管：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 教辅图书经历了统
订统发、 完全放开和统放并存的过程。 据统计，

从
2001

年起， 国家发改委、 新闻出版总署、 教
育部和各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至少下发过

12

个
文件， 意在管住各级教育部门统一推荐和组织征
订的教辅图书。 金牌

12

道， 规定不可谓不严厉，

但仍然没有管住教辅图书市场混乱的局面， 教辅
附加在学生身上的课业负担和经济负担依然居高
不下， 学生书包里， 书桌上良莠混杂的教辅图书
越来越多。

教辅图书业内人士说， 现在的教辅图书市场
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没有”。 第一是没有门槛，

谁都可以进来； 第二是没有限制， 想怎么做都可
以。 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 加大打击
盗版力度， 规范教辅图书市场。

针对
0.8

折教辅图书现身市场的现象， 笔者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 在教辅书业中，

0.8

折的书尽管还只是个比较极端的个案， 但是
1

折、

2

折的书却已经大量充斥市场。 折扣的混乱源
自于定价的混乱， 同样都是一个印张， 有的书定价
10

元， 有的书定价
1

元， 印张价高的书自然就有了
更大的折扣空间。 业内很多有责任心的经营者纷纷
表示， 规则的缺失让行业显得非常混乱， 这不是竞
优而是竞次。 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泉说， 希望有关部门能从规范教辅图书的价格入
手， 来整顿这种“高定价低折扣” 的现象。 比如，

是否可以加强教辅图书价格政府调控， 对教辅图书
实行政府指导价， 规定必要的印张价格范围， 从价
格管理上把学生过重的经济负担减下来， 同时也让
教辅图书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

建立民主、 科学的选用制度是防范学校和教师
被低折扣教辅图书“套牢” 的一个好办法。 有专家
建议， 市、 县可以成立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 由特
级或高级教师、 家长学生、 教研员、 教育行政、 纪
检监察、 社区等代表组成， 由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
按民主程序和票数高低决定选用版本。 市级教辅图
书选用委员会从省审定推荐的教辅图书目录中选定
若干套供县区选用， 县级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从市
里选用推荐的教辅图书目录中选定若干套供学校和
学生自愿选订

1

套。 凡是经过国家和省审定推荐、

当地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选定的教辅图书， 学校可
以统一组织征订， 并要让利给学生。 这样， 加强教
辅图书选用管理和监督， 坚决从教育内部和教学环
节抑制教辅图书的泛滥和过重的负担。

同时， 出版界人士认为， 还应该加快建立由市
场、 专家、 读者三方组成的综合评优的机制， 评出
若干套优秀的教辅图书品牌， 由权威部门加以推荐
颁发证书， 标明身份， 广为宣传， 以正压邪， 树立
品牌。 用品牌为教育改革服务， 让品牌为读者欢
迎， 让品牌占领市场， 让品牌成为推动出版繁荣的
主力军。 这一主张得到了很多教辅图书界老总的支
持。 世纪金榜张泉董事长说， 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尽
快出现这样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权威性的评选排
行榜。 作为一家拥有

700

多名员工， 每年码洋过
10

亿的公司老总， 张泉对自己旗下的“世纪金榜” 系
列教辅图书非常有信心。

2007

年， 陕西西安曾邀请
了省外

70

余名有课改经验的教师对市面上流行的
教辅图书进行“盲审”， 结果“世纪金榜” 参选的

9

科教辅图书有
7

科获第一，

2

科获第二。

2008

年，

腾讯网进行了“最受中学生信赖的教辅品牌” 评
选， “世纪金榜” 又榜上有名。 笔者认为： 真金不

怕火炼， 通过客观公正的评选评比活动， 不但可以
让优秀教辅脱颖而出， 还可以引导更多的从业者增
强质量观念， 纠正行业中忽视质量建设这种急功近
利的浮躁心态， 带动行业走上科学发展的正确轨
道， 为教辅书业长久的、 持续的、 健康的发展奠定
基础。

行业：

规范自律是正途
有人说： “世上最危险的职业有两个， 一个是

教师， 一个是医生。 从某种程度说， 教师比医生还
危险， 庸医害的是一个人， 而庸师害的是一群人，

毁的是孩子的精神和心灵”。 推而广之， 低品质的
教辅图书可以归之为世上危险的出版物。 假如孩子
从小就在使用劣质的教辅图书， 那么本就艰辛的求
知征途中， 他就要多走许多的弯路， 并很可能因此
产生对于社会及商业经营的片面认识。

“三聚氰胺” 事件发生后， 奶源环节的从业者
成为舆论谴责焦点， 其实， 如果说奶业整个产业链
的利润是

10

分， 其中奶农只能得到
1

分， 销售环
节的利润占到了近

4

分。 不但一般企业这么做， 品
牌企业也在这么做， 广告战、 价格战、 促销战此起
彼伏， 这种只重视营销手段而忽视过程管理、 一味
挤压上游空间的急功近利的作法， 最终使得中国奶
制品行业几乎崩盘。 再看看家电业， 在早期发展的
时候， 差一点就要重蹈奶业的覆辙， 幸亏有“海
尔” 这样对自身负责、 对行业负责的企业， 反其道
而行之， 坚持适中价格和合理利润， 坚持追求高端
品质， 最终将整个行业带出了低谷， 走进了阳光地
带。

在书业纷乱的形势面前， 也有负责任的企业默
默地承担起了扛鼎行业的责任和使命。 世纪金榜做
一本书的成本， 是普通出版商的两倍， 一本书编审
校的周期最长达一年时间之久。 在这期间， 世纪金
榜会根据最新的时事增加内容， 因此会多出几个校
次。 每多出一个校次， 公司相应的人力、 物力也都
要跟着多投入一成。

把退回来的教辅图书换掉标有出版时间的版权
页， 第二年再重新上市， 这几乎成为行业的潜规
则。 世纪金榜

10

年来却一直坚持着把所有退书全
都打成纸浆， 打纸浆每吨要净赔

7000

多元， 每年

因此损失几百万元。 每年， 世纪金榜都会组织员工
分批到物流中心参观等待打纸浆处理的退货图书，

来强化员工的质量意识， 看到这一幕， 很多员工心
疼得直掉眼泪。

2006

年， 世纪金榜在教辅界首创了图书召回
制。 这年

10

月， 就因为书中存在
3

处并不影响正常
使用的印刷装订不好的地方， 世纪金榜联系全国各
地代理商召回了高二

(

下
)

地理图书， 共
3

万册。

2008

年， “世纪金榜” 全新策划出版了系列少
儿图书， 小学产品也已经全线上齐， 这些凝结着众
多同仁智慧的图书面市后马上赢得了市场的好评和
热销。 很多人认为， 小学图书不必追求质量了， 再
追求也不过

1+1=2

那么简单。 张泉对此极不认同：

“孩子有孩子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1+1=2

对于小
学生和代数几何对于中学生都并不容易。 如果我们
的图书能站在孩子的角度， 让孩子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这才是品质。”

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减负” 号召， 世纪金榜
图书全部采用了轻型纸印刷， 每本书比普通书轻
40%

。 世纪金榜丛书主编张泉还提出了“让教辅像
名著一样可读” 这一有些理想色彩的理念， 并努力
将理想付诸实践， 在图书中全面引入了“金榜新
语” 栏目， 大胆采用了杂志化编排模式， 体现出了
一代书业人的责任、 气度和追求。

看过这些， 笔者忍不住有些动容， 深为世纪金
榜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如此为师生着想、 为品质负
责而感到震撼， 更为一些“草台班子” 放弃原则、

无视质量的行径感到痛心和不齿！

有的老板带着三两个人、 租上一两间房， 剪剪
贴贴、 拼拼凑凑就能出书； 有的老师受到利益驱
使， 没有抵御住诱惑， 利用手中的权力， 向学生大
肆兜售质次价高的图书……

请看这样一幕经常在课堂中上演的真实场景：

老师： 请大家翻开书到第
28

页， 这一页上有
6

处错误， 我们先纠错；

学生： 低头， 无语……

这其中的尴尬， 令人深思！

“高定价低折扣”， 行业混乱的危险因子， 书
业晴空的一抹乌云！ 纠正这一问题， 要靠人们的自
觉、 自省和自律， 更有赖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与
管理。 期盼政府能够出手， 切实打击“教辅腐败”，

也相信： 教辅市场终将是“诚信为本” 者的天堂，

相信行业的美好未来就在明天！

随着升学竞争的急速加
剧， 教辅图书已经成为了学
生手中必不可少的学习用书。

每年春秋两季开学前后， 总
是教辅图书的销售旺季。 不
论是面积有限的个体书店，

还是大规模的图书商城， 教
辅图书总是一排排、 一摞摞
整齐地摆放在最显眼处， 而
且品种繁多， 令人眼花缭乱。

然而， 细细翻阅这些教辅图
书， 听听师生、 家长和出版
人的声音， 不难发现市场繁
荣的背后存在着不少问题。

呼唤消逝的童年
编者按

教育者究竟明不明白陶行知先
生的《小孩不小歌》？ 教育规律究竟
怎样遵循小孩子本身存在的特质？

为什么教育就是解放儿童？ 我们目
前的教育还有极大的改革空间。 老
师们呕心沥血教育孩子们， 为什么
还是感到成效不那么理想？ 尊重儿
童、 抓住儿童特质、 改善教育方法
是《童年与解放》 一书的重要内容，

读读它会有许多启迪。

■

江苏省兴化市安丰小学 冷玉斌

为何小孩心不小

陶行知先生写过一首 《小孩不小
歌》： “人人都说小孩小， 谁知人小心不
小 。 你若小看小孩子 ， 便比小孩还要
小。” 寥寥数语， 说出一个朴素的真理，

不过 ， 此 “不小 ” 所指何在 ？ 又何以
“不小”？ 往往无人追问或言不及义； 刘
晓东在 《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 》 首章 ，

称儿童为 “探索者”、 “思想家”、 “艺
术家”、 “梦想家”、 “游戏者”、 “成人
之父 ” ……并以大量文学家 、 哲学家 、

教育家的言论进行阐释， 那么， 这些言
论本身又是如何成立的呢？

近日， 读完黄武雄教授所著 《童年
与解放》 一书， 深有豁然开朗之感。 书
的前半部 ， 著者从儿童语言学习入手 ，

以独到的观察与分析， 给 “小孩不小”、

“成人之父” 一个真切的解答。

针对人的真实而具体的存在 ， 黄教
授创造性地界定出儿童的两种能力， 分
别是 “自然能力” 与 “文明能力”。 文明
能力是指 “人的论理与描述设计的能力，

也就是人适应或传承文明的能力”， 现在
文明世界的教育着力培养塑造的就是这
种能力， 须经十数年循序发展才能得到。

在文明能力之外， 著者提出， 儿童禀赋
一种自纷杂的事务中辨认特征的能力 ，

他称之为 “自然能力”， 为儿童所特有。

回头看陶先生的小诗 ， 若以两种能
力观之， 则诗中 “小” 与 “不小”， 恰恰
是儿童文明能力与自然能力的精准对比。

因为年龄与经验的原因， 儿童文明能力
有限， 发展起来也是很缓慢的， 故 “不
能高估小孩”， 比如苛求儿童接受抽象水

平偏高的教材， 此即 “小孩小”； 而 “心
不小” 之 “心”， 可理解为儿童的本心或
本性， 就是黄教授多次讲到的 “本来面
目”， 因为小孩天生具有成人所不具备或
已退化的自然能力， 所以 “不能太低估
小孩”， 比如他两三岁以前对周围人与事
物的辨认和对语言的学习， 都是成人难
以望其项背的， 此即 “心不小”。

小孩的原始创造特质是怎样的

正是自然能力使人的幼儿来到人世
之后数年， 能够发展成为万物之灵， 具
体说来， 著者认为小孩子的自然能力有
三大 “原始创造特质”：

一、 辨认特征与无边好奇。

二、 生之勇气。

三、 宽容无邪、 不存偏见。

这就是 《童年与解放 》 一书所构建
的世界观， 从康德的 “人即目的” 开始，

到孩子的原始创造特质， 作者一层层揭
开儿童世界的面纱 。 此观点一经确立 ，

皮亚杰与乔姆斯基的世纪争论顷刻间尘
埃落定 （见 《语言的迷思》）， 著者进一
步指出， 如果人果真是有所谓本来面目，

那么这类原始特质便是———而原始特质
正是人创造力的基础， “在日常生活的
表现是颖悟的敏感， 在文学艺术甚至科
学的创造活动中， 则为犀利的直观”， 这
不正是刘晓东所列 “探索者 ”、 “思想
家”、 “艺术家”、 “梦想家” ……之缘
起？

原始特质概念的提出是本书一大创
见， 然黄教授未止于此， 书中贯穿始终
的是对知识的追思与叩问， 连续不断的
章节同样鼓荡人心令人着迷， 李丁赞教
授说 《童年与解放》 表面上谈教育， 实
质上， “是从教育问题谈到了更基本的
知识论问题”。 三大原始特质均与知识密
切相关， “辨认特征” 是儿童学习知识
的起点与过程； “生之勇气” 强调了知
识须经体验而来， “一个人开始被灌输
外加的知识， 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 被
剥夺自身的参与与体验， 那么他的成长、

他的创造活动便告停止 ”； 将 “免于偏
见” 加以定影， 就是著者提倡的人类爱
的教育， 而人类爱的教育只能由知性教
育来完成， 给儿童广阔的知识视野， 引
领儿童进入不同时空、 国度、 种族， 让
小孩的思想感情投身其中， 达到心智与

情感的成熟。 著者强调， 学校传授的知
识， 书本记载的知识， 应定位为 “人类
共同体验世界的脚印”， 学校教育、 读书
应是人与他人的体验相互印证相互碰撞
的过程， 只有这样， 目前僵化了的学校
教育才会复活， 读书才会变得生趣盎然。

黄教授以学地理为例 ， 极为生动地
描绘了以上所说：

学地理， 不为记忆地名 ， 亦不为日
后远行 ， 而是要拓展人认识中的世界 ，

了解各地人类文明如何展现， 但地理并
不等同于一张地图， 它本身蕴含了人在
一乡一国生活与探索的体验， 且由近及
远。 学地理要从小孩自己生长的村里市
镇学起， 让小孩可以体验周遭人文或自
然的细节， 确定方位后， 由小孩来描绘
自己所处村里市镇的地图， 探讨村里市
镇的发展史 ， 查询人文典故 ， 作说明 ，

作报告， 然后逐渐扩大范围。 在此过程
中， 小孩已有的知识必不够用， 于是就
要学习找资料， 找书本， 找前人知识弥
补个人的不足 。 随着认识的渐行渐远 ，

小孩了解的地图涵盖的地面也愈来愈大，

并且， 他心中认识的再不只是自然山河
与资源， 还会结合文学艺术， 探讨这山
巅河畔的人文活动、 历史变迁。 从个人
一村一里一市一镇的体验延伸出去， 最
后与世界各地不同时空的人类体验相互
印证， 这样的地理知识才有了生气， 这
样的地理教育才有了着落。 不然， 未经
体验只靠记诵或单向接受， 知识会死去，

会变成教条 ， 变成一块块碎散的瓦片 ，

每一个人抱持着一块碎片， 俨然专家沾
沾自喜， 却永远看不到世界的真实面目，

看不到自己的全貌———现实中的教育 ，

几乎正是如此 ， 也就是说 ， 你我每天 ，

怕就是在做着搬运碎片的苦力害人害己
尚不自省吧？

教育就是解放儿童， 也是解
放教育者自己

倘若众人只依赖于学校教育的知识
灌输与学习， 结果就是， “接受体制教
育越多的人， 反而越容易人云亦云， 沦
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而从意识底层迷失
了作为目的本身的自我 ” ———这就是本
书后半部 “解放” 的源头。 提到儿童的
解放， 鲁迅有名句曰： “自己背着因袭
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

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
地做人。” 这更多是人生的觉醒。 黄先生则
依然从知识入手， 旁征博引， 从黑格尔到昆
德拉， 从霍布斯到哈贝马斯， 从狄德罗的幽
灵到哥本哈根的古谚， 将哲学、 禅宗 、 神
学、 美学、 社会学、 心理学熔于一炉， 从知
识论的角度揭示解放的真谛为 “从多重的知
识与理性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让人能用童
年时认识世界的方式重新体验世界， 复归知
识的整体， 此说切中时下教育重症， 不啻一
剂良药。 他还敏锐地指出 “也要从教师的自
主性去寻求教师的思想解放”， 因为在现有
教育体制下， 为数不少的教师本身就是 “循
规蹈矩的受教育历程、 狭隘安全的成长经
验， 再加上未经解放的教义式思维”， 他们
无法了解出现在他眼前的不同学生， 不能给
他们活的知识， 学生的创造特质自会迅速萎
缩， 消失不见， “等到熟习文明， 走到文明
尽头， 开始为已知的文明而拓荒， 探索人类
未知的事物， 进行开创文明之际， 辨认特征
的自然能力早已衰退， 于是， 人只好无功而
返， 回到文明早已精耕的田园， 在文明的疆
域流连终生 ” ———何况此处所谓的熟习文
明， 也许不过就是多了几块碎片而已。

该书立足于童年与解放， 其间连带着谈
到些问题， 如儿童文学的本质， 学生智力测
验的剖析， 知性与人格的辩证， 情境与儿童

哲学的探讨等， 均有振聋发聩之语， 启人心
智发人深思。 阅读中， 我突然想起巴什拉
《梦想的诗学》 里的话： “他们知道， 他们
认为他们知道， 他们说他们知道……他们向
孩子证明地球是圆的， 证明它围绕太阳旋
转。 可怜的爱梦想的孩子， 他不应该听什么
呢！ 当你离开教师又去爬坡， 爬上你的山坡
时， 那对于你的梦想是怎样的解放啊！” 童
年与解放， 自由与控制， 梦想与现实， 体验
与灌输， 奇迹般地交织在一起， 令我心生感
慨。 施韦泽曾在自述里说 “如果人都变成他
们
14

岁时的样子， 那么世界的面貌就会完全
不同”。或许，在现代文明无孔不入、专制文化
阴魂不散的境况下，

14

岁还是太迟了，在此之
前，就要想方设法让儿童能够“多一段岁月徜
徉于自然的无限中， 从自然中吮吸曾经且一
直哺育着人类文明的乳汁”，唯其如此，未来
才会更多一些富丽多姿的生气、创造与诗意，

人类才会少一些愚蠢、 荒谬和纷扰。

《童年与解放》， 黄武雄著， 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9

年
2

月出版

教师阅读
应吸纳百川

■

江苏省泰州市朱庄中心小学 宫凤华

古人云： 流水之声可以养耳， 青禾绿草
可以养目， 观书可以养心、 养气质、 养学
问， 所以教师读书应该吸纳百川。

作家梅子涵说过： “如果我当小学语文
教师， 我会很努力地读很多书。 绝不仅仅读
那些只是和小学老师上课有关的书， 那些书
的深度是远远不够的。 我要让我的学识足以
和世界对话， 一个眼睛不在彼岸， 只在此岸
的人， 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教师”。 是啊，

教师专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要有更宽的视
野、 更高的平台， 需要高屋建瓴俯视专业。

能实现这种超越的途径就是广泛地阅读。

阅读是对风雨雷电的谛听， 是与花鸟虫
鱼的对话， 是同明月星辰的交流， 是和山川
江河的互动。 阅读是环保心灵、 浇灌心田的
土壤， 是启迪智慧、 唤醒灵气的钥匙， 是传
承文化、 栖息精神的家园。 阅读是对生命的
雕琢， 是对生活的剪裁， 是对岁月的装订，

是对未来的装潢。

阅读让我们领悟周作人的清淡平和、 许
地山的睿智自然、 丰子恺的细腻亲切、 冰心
的典雅飘逸、钟敬文的清朗绝俗。书让我们感
受海明威的冷峻、伏尔泰的咏叹、川端康成的
精美、郁达夫的颓废、张爱玲的华丽、鲁迅的
激愤、沈从文的恬淡、林语堂的幽默。

我很欣赏毕淑敏说过的一段话： “日子
一天一天地走， 书要一页一页地读， 清风朗
月水滴石穿， 一年几年一辈子地读下去。 书
就像微波， 从内到外震荡着我们的心， 徐徐
地加热， 精神分子的结构就改变了、 成熟
了， 书的效力就凸显出来了。”

我走进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 让我
深悟“随意或许是一种美丽， 而执著却是一
片更灿烂的云彩。” 肖川博士的《教育的理
想与信念》 运用了感性的文字表达了理性的
思考， 用诗意的语言描绘着多彩的教育世
界， 以真挚的情感讴歌人类之爱， 以满腔的
热情高扬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凝练、

隽永的文字及对教育现象的独到剖析让我深
受启迪。 读书的时候， 徜徉在文化的涟漪
里， 消解了尘世的喧哗与浮躁， 还原了和煦
平静的本我世界， 哲人的思想洗涤着我的灵
魂， 使我们的生命一次次向前拓展， 使我们
的教育技巧不断丰富， 使我们和孩子的心越
来越紧密。

如果，我们的阅读日益宽泛，我们和孩子
们的交流才会注入源源不断的清新空气。

市场：

教辅乱相让人忧
如今的教辅图书大多扛着“素质教育” 的大

旗， 贴着“新课程” 的标签， 顶着“名校名师”

的“高贵出身”， 着实让不少学生和家长乖乖掏
出钱包。 然而，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教辅图书是一
些不良书商以“新瓶装旧酒” 的手法， 对过去的
教辅书换个响亮的新书名， 再对内容作些微调就
重新进入了市场。 这样的教辅书内容老化， 选题
滞后， 会对学生产生误导。 还有一些不法书商四
处搜集别的教辅图书， 然后找人剪剪贴贴、 东拼
西凑， 最后换个封皮、 书名， 就成了自己的出版
物了。

一些教辅图书由于出版、 发行时间过于仓
促， 加之编者自身水平有限或根本不负责任， 编
写和校对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结果导致出版物的
内容错误百出： 书中插图张冠李戴， 标点符号使
用不当， 语法修辞缺乏逻辑， 甚至出现科学性、

知识性的错误等。 如此教辅书不仅不能起到育人

作用， 更是误人子弟。

一些人挂着“总编”、 “主编” 的称号， 却
是徒有虚名， 对图书编写不熟悉， 对师生需求很
陌生， 对课标改革很麻木……有的竟然是大字都
不识几个的农民。 由于过去教辅书业进入门槛
低， 他们便轻而易举地从销售盗版书的小贩转眼
成为了图书编写者， 这种低品质的书又怎能让人
放心？！

除了这些， 教辅图书市场混乱不堪还体现在
教辅图书定价的混乱以及折扣的低廉上。

2009

年
的教辅图书市场依然火爆， 一些教辅大幅涨价，

有的一本书就涨了
10

多块钱。 甚至一本
300

页
的教辅定价过去最高也就四五十元， 如今可能定
价为七八十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

0.8

折教辅惊
现市场！

涨价的目的是为了给折扣运作腾出空间， 折
扣越低， 利润就越高， 经销商、 学校领导就能够
从中获得更多私利。 巨大的诱惑考验着图书经营
者的良知与商德， 考验着三尺讲台上的清正与廉
洁！

监管：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 教辅图书经历了统
订统发、 完全放开和统放并存的过程。 据统计，

从
2001

年起， 国家发改委、 新闻出版总署、 教
育部和各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至少下发过

12

个
文件， 意在管住各级教育部门统一推荐和组织征
订的教辅图书。 金牌

12

道， 规定不可谓不严厉，

但仍然没有管住教辅图书市场混乱的局面， 教辅
附加在学生身上的课业负担和经济负担依然居高
不下， 学生书包里， 书桌上良莠混杂的教辅图书
越来越多。

教辅图书业内人士说， 现在的教辅图书市场
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没有”。 第一是没有门槛，

谁都可以进来； 第二是没有限制， 想怎么做都可
以。 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 加大打击
盗版力度， 规范教辅图书市场。

针对
0.8

折教辅图书现身市场的现象， 笔者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 在教辅书业中，

0.8

折的书尽管还只是个比较极端的个案， 但是
1

折、

2

折的书却已经大量充斥市场。 折扣的混乱源
自于定价的混乱， 同样都是一个印张， 有的书定价
10

元， 有的书定价
1

元， 印张价高的书自然就有了
更大的折扣空间。 业内很多有责任心的经营者纷纷
表示， 规则的缺失让行业显得非常混乱， 这不是竞
优而是竞次。 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泉说， 希望有关部门能从规范教辅图书的价格入
手， 来整顿这种“高定价低折扣” 的现象。 比如，

是否可以加强教辅图书价格政府调控， 对教辅图书
实行政府指导价， 规定必要的印张价格范围， 从价
格管理上把学生过重的经济负担减下来， 同时也让
教辅图书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

建立民主、 科学的选用制度是防范学校和教师
被低折扣教辅图书“套牢” 的一个好办法。 有专家
建议， 市、 县可以成立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 由特
级或高级教师、 家长学生、 教研员、 教育行政、 纪
检监察、 社区等代表组成， 由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
按民主程序和票数高低决定选用版本。 市级教辅图
书选用委员会从省审定推荐的教辅图书目录中选定
若干套供县区选用， 县级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从市
里选用推荐的教辅图书目录中选定若干套供学校和
学生自愿选订

1

套。 凡是经过国家和省审定推荐、

当地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选定的教辅图书， 学校可
以统一组织征订， 并要让利给学生。 这样， 加强教
辅图书选用管理和监督， 坚决从教育内部和教学环
节抑制教辅图书的泛滥和过重的负担。

同时， 出版界人士认为， 还应该加快建立由市
场、 专家、 读者三方组成的综合评优的机制， 评出
若干套优秀的教辅图书品牌， 由权威部门加以推荐
颁发证书， 标明身份， 广为宣传， 以正压邪， 树立
品牌。 用品牌为教育改革服务， 让品牌为读者欢
迎， 让品牌占领市场， 让品牌成为推动出版繁荣的
主力军。 这一主张得到了很多教辅图书界老总的支
持。 世纪金榜张泉董事长说， 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尽
快出现这样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权威性的评选排
行榜。 作为一家拥有

700

多名员工， 每年码洋过
10

亿的公司老总， 张泉对自己旗下的“世纪金榜” 系
列教辅图书非常有信心。

2007

年， 陕西西安曾邀请
了省外

70

余名有课改经验的教师对市面上流行的
教辅图书进行“盲审”， 结果“世纪金榜” 参选的

9

科教辅图书有
7

科获第一，

2

科获第二。

2008

年，

腾讯网进行了“最受中学生信赖的教辅品牌” 评
选， “世纪金榜” 又榜上有名。 笔者认为： 真金不

怕火炼， 通过客观公正的评选评比活动， 不但可以
让优秀教辅脱颖而出， 还可以引导更多的从业者增
强质量观念， 纠正行业中忽视质量建设这种急功近
利的浮躁心态， 带动行业走上科学发展的正确轨
道， 为教辅书业长久的、 持续的、 健康的发展奠定
基础。

行业：

规范自律是正途
有人说： “世上最危险的职业有两个， 一个是

教师， 一个是医生。 从某种程度说， 教师比医生还
危险， 庸医害的是一个人， 而庸师害的是一群人，

毁的是孩子的精神和心灵”。 推而广之， 低品质的
教辅图书可以归之为世上危险的出版物。 假如孩子
从小就在使用劣质的教辅图书， 那么本就艰辛的求
知征途中， 他就要多走许多的弯路， 并很可能因此
产生对于社会及商业经营的片面认识。

“三聚氰胺” 事件发生后， 奶源环节的从业者
成为舆论谴责焦点， 其实， 如果说奶业整个产业链
的利润是

10

分， 其中奶农只能得到
1

分， 销售环
节的利润占到了近

4

分。 不但一般企业这么做， 品
牌企业也在这么做， 广告战、 价格战、 促销战此起
彼伏， 这种只重视营销手段而忽视过程管理、 一味
挤压上游空间的急功近利的作法， 最终使得中国奶
制品行业几乎崩盘。 再看看家电业， 在早期发展的
时候， 差一点就要重蹈奶业的覆辙， 幸亏有“海
尔” 这样对自身负责、 对行业负责的企业， 反其道
而行之， 坚持适中价格和合理利润， 坚持追求高端
品质， 最终将整个行业带出了低谷， 走进了阳光地
带。

在书业纷乱的形势面前， 也有负责任的企业默
默地承担起了扛鼎行业的责任和使命。 世纪金榜做
一本书的成本， 是普通出版商的两倍， 一本书编审
校的周期最长达一年时间之久。 在这期间， 世纪金
榜会根据最新的时事增加内容， 因此会多出几个校
次。 每多出一个校次， 公司相应的人力、 物力也都
要跟着多投入一成。

把退回来的教辅图书换掉标有出版时间的版权
页， 第二年再重新上市， 这几乎成为行业的潜规
则。 世纪金榜

10

年来却一直坚持着把所有退书全
都打成纸浆， 打纸浆每吨要净赔

7000

多元， 每年

因此损失几百万元。 每年， 世纪金榜都会组织员工
分批到物流中心参观等待打纸浆处理的退货图书，

来强化员工的质量意识， 看到这一幕， 很多员工心
疼得直掉眼泪。

2006

年， 世纪金榜在教辅界首创了图书召回
制。 这年

10

月， 就因为书中存在
3

处并不影响正常
使用的印刷装订不好的地方， 世纪金榜联系全国各
地代理商召回了高二

(

下
)

地理图书， 共
3

万册。

2008

年， “世纪金榜” 全新策划出版了系列少
儿图书， 小学产品也已经全线上齐， 这些凝结着众
多同仁智慧的图书面市后马上赢得了市场的好评和
热销。 很多人认为， 小学图书不必追求质量了， 再
追求也不过

1+1=2

那么简单。 张泉对此极不认同：

“孩子有孩子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1+1=2

对于小
学生和代数几何对于中学生都并不容易。 如果我们
的图书能站在孩子的角度， 让孩子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这才是品质。”

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减负” 号召， 世纪金榜
图书全部采用了轻型纸印刷， 每本书比普通书轻
40%

。 世纪金榜丛书主编张泉还提出了“让教辅像
名著一样可读” 这一有些理想色彩的理念， 并努力
将理想付诸实践， 在图书中全面引入了“金榜新
语” 栏目， 大胆采用了杂志化编排模式， 体现出了
一代书业人的责任、 气度和追求。

看过这些， 笔者忍不住有些动容， 深为世纪金
榜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如此为师生着想、 为品质负
责而感到震撼， 更为一些“草台班子” 放弃原则、

无视质量的行径感到痛心和不齿！

有的老板带着三两个人、 租上一两间房， 剪剪
贴贴、 拼拼凑凑就能出书； 有的老师受到利益驱
使， 没有抵御住诱惑， 利用手中的权力， 向学生大
肆兜售质次价高的图书……

请看这样一幕经常在课堂中上演的真实场景：

老师： 请大家翻开书到第
28

页， 这一页上有
6

处错误， 我们先纠错；

学生： 低头， 无语……

这其中的尴尬， 令人深思！

“高定价低折扣”， 行业混乱的危险因子， 书
业晴空的一抹乌云！ 纠正这一问题， 要靠人们的自
觉、 自省和自律， 更有赖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与
管理。 期盼政府能够出手， 切实打击“教辅腐败”，

也相信： 教辅市场终将是“诚信为本” 者的天堂，

相信行业的美好未来就在明天！

呼唤消逝的童年
编者按

教育者究竟明不明白陶行知先
生的《小孩不小歌》？ 教育规律究竟
怎样遵循小孩子本身存在的特质？

为什么教育就是解放儿童？ 我们目
前的教育还有极大的改革空间。 老
师们呕心沥血教育孩子们， 为什么
还是感到成效不那么理想？ 尊重儿
童、 抓住儿童特质、 改善教育方法
是《童年与解放》 一书的重要内容，

读读它会有许多启迪。

■

江苏省兴化市安丰小学 冷玉斌

为何小孩心不小

陶行知先生写过一首 《小孩不小
歌》： “人人都说小孩小， 谁知人小心不
小 。 你若小看小孩子 ， 便比小孩还要
小。” 寥寥数语， 说出一个朴素的真理，

不过 ， 此 “不小 ” 所指何在 ？ 又何以
“不小”？ 往往无人追问或言不及义； 刘
晓东在 《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 》 首章 ，

称儿童为 “探索者”、 “思想家”、 “艺
术家”、 “梦想家”、 “游戏者”、 “成人
之父 ” ……并以大量文学家 、 哲学家 、

教育家的言论进行阐释， 那么， 这些言
论本身又是如何成立的呢？

近日， 读完黄武雄教授所著 《童年
与解放》 一书， 深有豁然开朗之感。 书
的前半部 ， 著者从儿童语言学习入手 ，

以独到的观察与分析， 给 “小孩不小”、

“成人之父” 一个真切的解答。

针对人的真实而具体的存在 ， 黄教
授创造性地界定出儿童的两种能力， 分
别是 “自然能力” 与 “文明能力”。 文明
能力是指 “人的论理与描述设计的能力，

也就是人适应或传承文明的能力”， 现在
文明世界的教育着力培养塑造的就是这
种能力， 须经十数年循序发展才能得到。

在文明能力之外， 著者提出， 儿童禀赋
一种自纷杂的事务中辨认特征的能力 ，

他称之为 “自然能力”， 为儿童所特有。

回头看陶先生的小诗 ， 若以两种能
力观之， 则诗中 “小” 与 “不小”， 恰恰
是儿童文明能力与自然能力的精准对比。

因为年龄与经验的原因， 儿童文明能力
有限， 发展起来也是很缓慢的， 故 “不
能高估小孩”， 比如苛求儿童接受抽象水

平偏高的教材， 此即 “小孩小”； 而 “心
不小” 之 “心”， 可理解为儿童的本心或
本性， 就是黄教授多次讲到的 “本来面
目”， 因为小孩天生具有成人所不具备或
已退化的自然能力， 所以 “不能太低估
小孩”， 比如他两三岁以前对周围人与事
物的辨认和对语言的学习， 都是成人难
以望其项背的， 此即 “心不小”。

小孩的原始创造特质是怎样的

正是自然能力使人的幼儿来到人世
之后数年， 能够发展成为万物之灵， 具
体说来， 著者认为小孩子的自然能力有
三大 “原始创造特质”：

一、 辨认特征与无边好奇。

二、 生之勇气。

三、 宽容无邪、 不存偏见。

这就是 《童年与解放 》 一书所构建
的世界观， 从康德的 “人即目的” 开始，

到孩子的原始创造特质， 作者一层层揭
开儿童世界的面纱 。 此观点一经确立 ，

皮亚杰与乔姆斯基的世纪争论顷刻间尘
埃落定 （见 《语言的迷思》）， 著者进一
步指出， 如果人果真是有所谓本来面目，

那么这类原始特质便是———而原始特质
正是人创造力的基础， “在日常生活的
表现是颖悟的敏感， 在文学艺术甚至科
学的创造活动中， 则为犀利的直观”， 这
不正是刘晓东所列 “探索者 ”、 “思想
家”、 “艺术家”、 “梦想家” ……之缘
起？

原始特质概念的提出是本书一大创
见， 然黄教授未止于此， 书中贯穿始终
的是对知识的追思与叩问， 连续不断的
章节同样鼓荡人心令人着迷， 李丁赞教
授说 《童年与解放》 表面上谈教育， 实
质上， “是从教育问题谈到了更基本的
知识论问题”。 三大原始特质均与知识密
切相关， “辨认特征” 是儿童学习知识
的起点与过程； “生之勇气” 强调了知
识须经体验而来， “一个人开始被灌输
外加的知识， 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 被
剥夺自身的参与与体验， 那么他的成长、

他的创造活动便告停止 ”； 将 “免于偏
见” 加以定影， 就是著者提倡的人类爱
的教育， 而人类爱的教育只能由知性教
育来完成， 给儿童广阔的知识视野， 引
领儿童进入不同时空、 国度、 种族， 让
小孩的思想感情投身其中， 达到心智与

情感的成熟。 著者强调， 学校传授的知
识， 书本记载的知识， 应定位为 “人类
共同体验世界的脚印”， 学校教育、 读书
应是人与他人的体验相互印证相互碰撞
的过程， 只有这样， 目前僵化了的学校
教育才会复活， 读书才会变得生趣盎然。

黄教授以学地理为例 ， 极为生动地
描绘了以上所说：

学地理， 不为记忆地名 ， 亦不为日
后远行 ， 而是要拓展人认识中的世界 ，

了解各地人类文明如何展现， 但地理并
不等同于一张地图， 它本身蕴含了人在
一乡一国生活与探索的体验， 且由近及
远。 学地理要从小孩自己生长的村里市
镇学起， 让小孩可以体验周遭人文或自
然的细节， 确定方位后， 由小孩来描绘
自己所处村里市镇的地图， 探讨村里市
镇的发展史 ， 查询人文典故 ， 作说明 ，

作报告， 然后逐渐扩大范围。 在此过程
中， 小孩已有的知识必不够用， 于是就
要学习找资料， 找书本， 找前人知识弥
补个人的不足 。 随着认识的渐行渐远 ，

小孩了解的地图涵盖的地面也愈来愈大，

并且， 他心中认识的再不只是自然山河
与资源， 还会结合文学艺术， 探讨这山
巅河畔的人文活动、 历史变迁。 从个人
一村一里一市一镇的体验延伸出去， 最
后与世界各地不同时空的人类体验相互
印证， 这样的地理知识才有了生气， 这
样的地理教育才有了着落。 不然， 未经
体验只靠记诵或单向接受， 知识会死去，

会变成教条 ， 变成一块块碎散的瓦片 ，

每一个人抱持着一块碎片， 俨然专家沾
沾自喜， 却永远看不到世界的真实面目，

看不到自己的全貌———现实中的教育 ，

几乎正是如此 ， 也就是说 ， 你我每天 ，

怕就是在做着搬运碎片的苦力害人害己
尚不自省吧？

教育就是解放儿童， 也是解
放教育者自己

倘若众人只依赖于学校教育的知识
灌输与学习， 结果就是， “接受体制教
育越多的人， 反而越容易人云亦云， 沦
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而从意识底层迷失
了作为目的本身的自我 ” ———这就是本
书后半部 “解放” 的源头。 提到儿童的
解放， 鲁迅有名句曰： “自己背着因袭
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

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
地做人。” 这更多是人生的觉醒。 黄先生则
依然从知识入手， 旁征博引， 从黑格尔到昆
德拉， 从霍布斯到哈贝马斯， 从狄德罗的幽
灵到哥本哈根的古谚， 将哲学、 禅宗 、 神
学、 美学、 社会学、 心理学熔于一炉， 从知
识论的角度揭示解放的真谛为 “从多重的知
识与理性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让人能用童
年时认识世界的方式重新体验世界， 复归知
识的整体， 此说切中时下教育重症， 不啻一
剂良药。 他还敏锐地指出 “也要从教师的自
主性去寻求教师的思想解放”， 因为在现有
教育体制下， 为数不少的教师本身就是 “循
规蹈矩的受教育历程、 狭隘安全的成长经
验， 再加上未经解放的教义式思维”， 他们
无法了解出现在他眼前的不同学生， 不能给
他们活的知识， 学生的创造特质自会迅速萎
缩， 消失不见， “等到熟习文明， 走到文明
尽头， 开始为已知的文明而拓荒， 探索人类
未知的事物， 进行开创文明之际， 辨认特征
的自然能力早已衰退， 于是， 人只好无功而
返， 回到文明早已精耕的田园， 在文明的疆
域流连终生 ” ———何况此处所谓的熟习文
明， 也许不过就是多了几块碎片而已。

该书立足于童年与解放， 其间连带着谈
到些问题， 如儿童文学的本质， 学生智力测
验的剖析， 知性与人格的辩证， 情境与儿童

哲学的探讨等， 均有振聋发聩之语， 启人心
智发人深思。 阅读中， 我突然想起巴什拉
《梦想的诗学》 里的话： “他们知道， 他们
认为他们知道， 他们说他们知道……他们向
孩子证明地球是圆的， 证明它围绕太阳旋
转。 可怜的爱梦想的孩子， 他不应该听什么
呢！ 当你离开教师又去爬坡， 爬上你的山坡
时， 那对于你的梦想是怎样的解放啊！” 童
年与解放， 自由与控制， 梦想与现实， 体验
与灌输， 奇迹般地交织在一起， 令我心生感
慨。 施韦泽曾在自述里说 “如果人都变成他
们
14

岁时的样子， 那么世界的面貌就会完全
不同”。或许，在现代文明无孔不入、专制文化
阴魂不散的境况下，

14

岁还是太迟了，在此之
前，就要想方设法让儿童能够“多一段岁月徜
徉于自然的无限中， 从自然中吮吸曾经且一
直哺育着人类文明的乳汁”，唯其如此，未来
才会更多一些富丽多姿的生气、创造与诗意，

人类才会少一些愚蠢、 荒谬和纷扰。

《童年与解放》， 黄武雄著， 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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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阅读
应吸纳百川

■

江苏省泰州市朱庄中心小学 宫凤华

古人云： 流水之声可以养耳， 青禾绿草
可以养目， 观书可以养心、 养气质、 养学
问， 所以教师读书应该吸纳百川。

作家梅子涵说过： “如果我当小学语文
教师， 我会很努力地读很多书。 绝不仅仅读
那些只是和小学老师上课有关的书， 那些书
的深度是远远不够的。 我要让我的学识足以
和世界对话， 一个眼睛不在彼岸， 只在此岸
的人， 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教师”。 是啊，

教师专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要有更宽的视
野、 更高的平台， 需要高屋建瓴俯视专业。

能实现这种超越的途径就是广泛地阅读。

阅读是对风雨雷电的谛听， 是与花鸟虫
鱼的对话， 是同明月星辰的交流， 是和山川
江河的互动。 阅读是环保心灵、 浇灌心田的
土壤， 是启迪智慧、 唤醒灵气的钥匙， 是传
承文化、 栖息精神的家园。 阅读是对生命的
雕琢， 是对生活的剪裁， 是对岁月的装订，

是对未来的装潢。

阅读让我们领悟周作人的清淡平和、 许
地山的睿智自然、 丰子恺的细腻亲切、 冰心
的典雅飘逸、钟敬文的清朗绝俗。书让我们感
受海明威的冷峻、伏尔泰的咏叹、川端康成的
精美、郁达夫的颓废、张爱玲的华丽、鲁迅的
激愤、沈从文的恬淡、林语堂的幽默。

我很欣赏毕淑敏说过的一段话： “日子
一天一天地走， 书要一页一页地读， 清风朗
月水滴石穿， 一年几年一辈子地读下去。 书
就像微波， 从内到外震荡着我们的心， 徐徐
地加热， 精神分子的结构就改变了、 成熟
了， 书的效力就凸显出来了。”

我走进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 让我
深悟“随意或许是一种美丽， 而执著却是一
片更灿烂的云彩。” 肖川博士的《教育的理
想与信念》 运用了感性的文字表达了理性的
思考， 用诗意的语言描绘着多彩的教育世
界， 以真挚的情感讴歌人类之爱， 以满腔的
热情高扬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凝练、

隽永的文字及对教育现象的独到剖析让我深
受启迪。 读书的时候， 徜徉在文化的涟漪
里， 消解了尘世的喧哗与浮躁， 还原了和煦
平静的本我世界， 哲人的思想洗涤着我的灵
魂， 使我们的生命一次次向前拓展， 使我们
的教育技巧不断丰富， 使我们和孩子的心越
来越紧密。

如果，我们的阅读日益宽泛，我们和孩子
们的交流才会注入源源不断的清新空气。

市场：

教辅乱相让人忧
如今的教辅图书大多扛着“素质教育” 的大

旗， 贴着“新课程” 的标签， 顶着“名校名师”

的“高贵出身”， 着实让不少学生和家长乖乖掏
出钱包。 然而，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教辅图书是一
些不良书商以“新瓶装旧酒” 的手法， 对过去的
教辅书换个响亮的新书名， 再对内容作些微调就
重新进入了市场。 这样的教辅书内容老化， 选题
滞后， 会对学生产生误导。 还有一些不法书商四
处搜集别的教辅图书， 然后找人剪剪贴贴、 东拼
西凑， 最后换个封皮、 书名， 就成了自己的出版
物了。

一些教辅图书由于出版、 发行时间过于仓
促， 加之编者自身水平有限或根本不负责任， 编
写和校对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结果导致出版物的
内容错误百出： 书中插图张冠李戴， 标点符号使
用不当， 语法修辞缺乏逻辑， 甚至出现科学性、

知识性的错误等。 如此教辅书不仅不能起到育人

作用， 更是误人子弟。

一些人挂着“总编”、 “主编” 的称号， 却
是徒有虚名， 对图书编写不熟悉， 对师生需求很
陌生， 对课标改革很麻木……有的竟然是大字都
不识几个的农民。 由于过去教辅书业进入门槛
低， 他们便轻而易举地从销售盗版书的小贩转眼
成为了图书编写者， 这种低品质的书又怎能让人
放心？！

除了这些， 教辅图书市场混乱不堪还体现在
教辅图书定价的混乱以及折扣的低廉上。

2009

年
的教辅图书市场依然火爆， 一些教辅大幅涨价，

有的一本书就涨了
10

多块钱。 甚至一本
300

页
的教辅定价过去最高也就四五十元， 如今可能定
价为七八十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

0.8

折教辅惊
现市场！

涨价的目的是为了给折扣运作腾出空间， 折
扣越低， 利润就越高， 经销商、 学校领导就能够
从中获得更多私利。 巨大的诱惑考验着图书经营
者的良知与商德， 考验着三尺讲台上的清正与廉
洁！

监管：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 教辅图书经历了统
订统发、 完全放开和统放并存的过程。 据统计，

从
2001

年起， 国家发改委、 新闻出版总署、 教
育部和各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至少下发过

12

个
文件， 意在管住各级教育部门统一推荐和组织征
订的教辅图书。 金牌

12

道， 规定不可谓不严厉，

但仍然没有管住教辅图书市场混乱的局面， 教辅
附加在学生身上的课业负担和经济负担依然居高
不下， 学生书包里， 书桌上良莠混杂的教辅图书
越来越多。

教辅图书业内人士说， 现在的教辅图书市场
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没有”。 第一是没有门槛，

谁都可以进来； 第二是没有限制， 想怎么做都可
以。 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 加大打击
盗版力度， 规范教辅图书市场。

针对
0.8

折教辅图书现身市场的现象， 笔者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 在教辅书业中，

0.8

折的书尽管还只是个比较极端的个案， 但是
1

折、

2

折的书却已经大量充斥市场。 折扣的混乱源
自于定价的混乱， 同样都是一个印张， 有的书定价
10

元， 有的书定价
1

元， 印张价高的书自然就有了
更大的折扣空间。 业内很多有责任心的经营者纷纷
表示， 规则的缺失让行业显得非常混乱， 这不是竞
优而是竞次。 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泉说， 希望有关部门能从规范教辅图书的价格入
手， 来整顿这种“高定价低折扣” 的现象。 比如，

是否可以加强教辅图书价格政府调控， 对教辅图书
实行政府指导价， 规定必要的印张价格范围， 从价
格管理上把学生过重的经济负担减下来， 同时也让
教辅图书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

建立民主、 科学的选用制度是防范学校和教师
被低折扣教辅图书“套牢” 的一个好办法。 有专家
建议， 市、 县可以成立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 由特
级或高级教师、 家长学生、 教研员、 教育行政、 纪
检监察、 社区等代表组成， 由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
按民主程序和票数高低决定选用版本。 市级教辅图
书选用委员会从省审定推荐的教辅图书目录中选定
若干套供县区选用， 县级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从市
里选用推荐的教辅图书目录中选定若干套供学校和
学生自愿选订

1

套。 凡是经过国家和省审定推荐、

当地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选定的教辅图书， 学校可
以统一组织征订， 并要让利给学生。 这样， 加强教
辅图书选用管理和监督， 坚决从教育内部和教学环
节抑制教辅图书的泛滥和过重的负担。

同时， 出版界人士认为， 还应该加快建立由市
场、 专家、 读者三方组成的综合评优的机制， 评出
若干套优秀的教辅图书品牌， 由权威部门加以推荐
颁发证书， 标明身份， 广为宣传， 以正压邪， 树立
品牌。 用品牌为教育改革服务， 让品牌为读者欢
迎， 让品牌占领市场， 让品牌成为推动出版繁荣的
主力军。 这一主张得到了很多教辅图书界老总的支
持。 世纪金榜张泉董事长说， 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尽
快出现这样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权威性的评选排
行榜。 作为一家拥有

700

多名员工， 每年码洋过
10

亿的公司老总， 张泉对自己旗下的“世纪金榜” 系
列教辅图书非常有信心。

2007

年， 陕西西安曾邀请
了省外

70

余名有课改经验的教师对市面上流行的
教辅图书进行“盲审”， 结果“世纪金榜” 参选的

9

科教辅图书有
7

科获第一，

2

科获第二。

2008

年，

腾讯网进行了“最受中学生信赖的教辅品牌” 评
选， “世纪金榜” 又榜上有名。 笔者认为： 真金不

怕火炼， 通过客观公正的评选评比活动， 不但可以
让优秀教辅脱颖而出， 还可以引导更多的从业者增
强质量观念， 纠正行业中忽视质量建设这种急功近
利的浮躁心态， 带动行业走上科学发展的正确轨
道， 为教辅书业长久的、 持续的、 健康的发展奠定
基础。

行业：

规范自律是正途
有人说： “世上最危险的职业有两个， 一个是

教师， 一个是医生。 从某种程度说， 教师比医生还
危险， 庸医害的是一个人， 而庸师害的是一群人，

毁的是孩子的精神和心灵”。 推而广之， 低品质的
教辅图书可以归之为世上危险的出版物。 假如孩子
从小就在使用劣质的教辅图书， 那么本就艰辛的求
知征途中， 他就要多走许多的弯路， 并很可能因此
产生对于社会及商业经营的片面认识。

“三聚氰胺” 事件发生后， 奶源环节的从业者
成为舆论谴责焦点， 其实， 如果说奶业整个产业链
的利润是

10

分， 其中奶农只能得到
1

分， 销售环
节的利润占到了近

4

分。 不但一般企业这么做， 品
牌企业也在这么做， 广告战、 价格战、 促销战此起
彼伏， 这种只重视营销手段而忽视过程管理、 一味
挤压上游空间的急功近利的作法， 最终使得中国奶
制品行业几乎崩盘。 再看看家电业， 在早期发展的
时候， 差一点就要重蹈奶业的覆辙， 幸亏有“海
尔” 这样对自身负责、 对行业负责的企业， 反其道
而行之， 坚持适中价格和合理利润， 坚持追求高端
品质， 最终将整个行业带出了低谷， 走进了阳光地
带。

在书业纷乱的形势面前， 也有负责任的企业默
默地承担起了扛鼎行业的责任和使命。 世纪金榜做
一本书的成本， 是普通出版商的两倍， 一本书编审
校的周期最长达一年时间之久。 在这期间， 世纪金
榜会根据最新的时事增加内容， 因此会多出几个校
次。 每多出一个校次， 公司相应的人力、 物力也都
要跟着多投入一成。

把退回来的教辅图书换掉标有出版时间的版权
页， 第二年再重新上市， 这几乎成为行业的潜规
则。 世纪金榜

10

年来却一直坚持着把所有退书全
都打成纸浆， 打纸浆每吨要净赔

7000

多元， 每年

因此损失几百万元。 每年， 世纪金榜都会组织员工
分批到物流中心参观等待打纸浆处理的退货图书，

来强化员工的质量意识， 看到这一幕， 很多员工心
疼得直掉眼泪。

2006

年， 世纪金榜在教辅界首创了图书召回
制。 这年

10

月， 就因为书中存在
3

处并不影响正常
使用的印刷装订不好的地方， 世纪金榜联系全国各
地代理商召回了高二

(

下
)

地理图书， 共
3

万册。

2008

年， “世纪金榜” 全新策划出版了系列少
儿图书， 小学产品也已经全线上齐， 这些凝结着众
多同仁智慧的图书面市后马上赢得了市场的好评和
热销。 很多人认为， 小学图书不必追求质量了， 再
追求也不过

1+1=2

那么简单。 张泉对此极不认同：

“孩子有孩子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1+1=2

对于小
学生和代数几何对于中学生都并不容易。 如果我们
的图书能站在孩子的角度， 让孩子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这才是品质。”

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减负” 号召， 世纪金榜
图书全部采用了轻型纸印刷， 每本书比普通书轻
40%

。 世纪金榜丛书主编张泉还提出了“让教辅像
名著一样可读” 这一有些理想色彩的理念， 并努力
将理想付诸实践， 在图书中全面引入了“金榜新
语” 栏目， 大胆采用了杂志化编排模式， 体现出了
一代书业人的责任、 气度和追求。

看过这些， 笔者忍不住有些动容， 深为世纪金
榜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如此为师生着想、 为品质负
责而感到震撼， 更为一些“草台班子” 放弃原则、

无视质量的行径感到痛心和不齿！

有的老板带着三两个人、 租上一两间房， 剪剪
贴贴、 拼拼凑凑就能出书； 有的老师受到利益驱
使， 没有抵御住诱惑， 利用手中的权力， 向学生大
肆兜售质次价高的图书……

请看这样一幕经常在课堂中上演的真实场景：

老师： 请大家翻开书到第
28

页， 这一页上有
6

处错误， 我们先纠错；

学生： 低头， 无语……

这其中的尴尬， 令人深思！

“高定价低折扣”， 行业混乱的危险因子， 书
业晴空的一抹乌云！ 纠正这一问题， 要靠人们的自
觉、 自省和自律， 更有赖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与
管理。 期盼政府能够出手， 切实打击“教辅腐败”，

也相信： 教辅市场终将是“诚信为本” 者的天堂，

相信行业的美好未来就在明天！

呼唤消逝的童年
编者按

教育者究竟明不明白陶行知先
生的《小孩不小歌》？ 教育规律究竟
怎样遵循小孩子本身存在的特质？

为什么教育就是解放儿童？ 我们目
前的教育还有极大的改革空间。 老
师们呕心沥血教育孩子们， 为什么
还是感到成效不那么理想？ 尊重儿
童、 抓住儿童特质、 改善教育方法
是《童年与解放》 一书的重要内容，

读读它会有许多启迪。

■

江苏省兴化市安丰小学 冷玉斌

为何小孩心不小

陶行知先生写过一首 《小孩不小
歌》： “人人都说小孩小， 谁知人小心不
小 。 你若小看小孩子 ， 便比小孩还要
小。” 寥寥数语， 说出一个朴素的真理，

不过 ， 此 “不小 ” 所指何在 ？ 又何以
“不小”？ 往往无人追问或言不及义； 刘
晓东在 《儿童文化与儿童教育 》 首章 ，

称儿童为 “探索者”、 “思想家”、 “艺
术家”、 “梦想家”、 “游戏者”、 “成人
之父 ” ……并以大量文学家 、 哲学家 、

教育家的言论进行阐释， 那么， 这些言
论本身又是如何成立的呢？

近日， 读完黄武雄教授所著 《童年
与解放》 一书， 深有豁然开朗之感。 书
的前半部 ， 著者从儿童语言学习入手 ，

以独到的观察与分析， 给 “小孩不小”、

“成人之父” 一个真切的解答。

针对人的真实而具体的存在 ， 黄教
授创造性地界定出儿童的两种能力， 分
别是 “自然能力” 与 “文明能力”。 文明
能力是指 “人的论理与描述设计的能力，

也就是人适应或传承文明的能力”， 现在
文明世界的教育着力培养塑造的就是这
种能力， 须经十数年循序发展才能得到。

在文明能力之外， 著者提出， 儿童禀赋
一种自纷杂的事务中辨认特征的能力 ，

他称之为 “自然能力”， 为儿童所特有。

回头看陶先生的小诗 ， 若以两种能
力观之， 则诗中 “小” 与 “不小”， 恰恰
是儿童文明能力与自然能力的精准对比。

因为年龄与经验的原因， 儿童文明能力
有限， 发展起来也是很缓慢的， 故 “不
能高估小孩”， 比如苛求儿童接受抽象水

平偏高的教材， 此即 “小孩小”； 而 “心
不小” 之 “心”， 可理解为儿童的本心或
本性， 就是黄教授多次讲到的 “本来面
目”， 因为小孩天生具有成人所不具备或
已退化的自然能力， 所以 “不能太低估
小孩”， 比如他两三岁以前对周围人与事
物的辨认和对语言的学习， 都是成人难
以望其项背的， 此即 “心不小”。

小孩的原始创造特质是怎样的

正是自然能力使人的幼儿来到人世
之后数年， 能够发展成为万物之灵， 具
体说来， 著者认为小孩子的自然能力有
三大 “原始创造特质”：

一、 辨认特征与无边好奇。

二、 生之勇气。

三、 宽容无邪、 不存偏见。

这就是 《童年与解放 》 一书所构建
的世界观， 从康德的 “人即目的” 开始，

到孩子的原始创造特质， 作者一层层揭
开儿童世界的面纱 。 此观点一经确立 ，

皮亚杰与乔姆斯基的世纪争论顷刻间尘
埃落定 （见 《语言的迷思》）， 著者进一
步指出， 如果人果真是有所谓本来面目，

那么这类原始特质便是———而原始特质
正是人创造力的基础， “在日常生活的
表现是颖悟的敏感， 在文学艺术甚至科
学的创造活动中， 则为犀利的直观”， 这
不正是刘晓东所列 “探索者 ”、 “思想
家”、 “艺术家”、 “梦想家” ……之缘
起？

原始特质概念的提出是本书一大创
见， 然黄教授未止于此， 书中贯穿始终
的是对知识的追思与叩问， 连续不断的
章节同样鼓荡人心令人着迷， 李丁赞教
授说 《童年与解放》 表面上谈教育， 实
质上， “是从教育问题谈到了更基本的
知识论问题”。 三大原始特质均与知识密
切相关， “辨认特征” 是儿童学习知识
的起点与过程； “生之勇气” 强调了知
识须经体验而来， “一个人开始被灌输
外加的知识， 在吸收知识的过程中， 被
剥夺自身的参与与体验， 那么他的成长、

他的创造活动便告停止 ”； 将 “免于偏
见” 加以定影， 就是著者提倡的人类爱
的教育， 而人类爱的教育只能由知性教
育来完成， 给儿童广阔的知识视野， 引
领儿童进入不同时空、 国度、 种族， 让
小孩的思想感情投身其中， 达到心智与

情感的成熟。 著者强调， 学校传授的知
识， 书本记载的知识， 应定位为 “人类
共同体验世界的脚印”， 学校教育、 读书
应是人与他人的体验相互印证相互碰撞
的过程， 只有这样， 目前僵化了的学校
教育才会复活， 读书才会变得生趣盎然。

黄教授以学地理为例 ， 极为生动地
描绘了以上所说：

学地理， 不为记忆地名 ， 亦不为日
后远行 ， 而是要拓展人认识中的世界 ，

了解各地人类文明如何展现， 但地理并
不等同于一张地图， 它本身蕴含了人在
一乡一国生活与探索的体验， 且由近及
远。 学地理要从小孩自己生长的村里市
镇学起， 让小孩可以体验周遭人文或自
然的细节， 确定方位后， 由小孩来描绘
自己所处村里市镇的地图， 探讨村里市
镇的发展史 ， 查询人文典故 ， 作说明 ，

作报告， 然后逐渐扩大范围。 在此过程
中， 小孩已有的知识必不够用， 于是就
要学习找资料， 找书本， 找前人知识弥
补个人的不足 。 随着认识的渐行渐远 ，

小孩了解的地图涵盖的地面也愈来愈大，

并且， 他心中认识的再不只是自然山河
与资源， 还会结合文学艺术， 探讨这山
巅河畔的人文活动、 历史变迁。 从个人
一村一里一市一镇的体验延伸出去， 最
后与世界各地不同时空的人类体验相互
印证， 这样的地理知识才有了生气， 这
样的地理教育才有了着落。 不然， 未经
体验只靠记诵或单向接受， 知识会死去，

会变成教条 ， 变成一块块碎散的瓦片 ，

每一个人抱持着一块碎片， 俨然专家沾
沾自喜， 却永远看不到世界的真实面目，

看不到自己的全貌———现实中的教育 ，

几乎正是如此 ， 也就是说 ， 你我每天 ，

怕就是在做着搬运碎片的苦力害人害己
尚不自省吧？

教育就是解放儿童， 也是解
放教育者自己

倘若众人只依赖于学校教育的知识
灌输与学习， 结果就是， “接受体制教
育越多的人， 反而越容易人云亦云， 沦
为统治阶级的工具， 而从意识底层迷失
了作为目的本身的自我 ” ———这就是本
书后半部 “解放” 的源头。 提到儿童的
解放， 鲁迅有名句曰： “自己背着因袭
的重担， 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

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
地做人。” 这更多是人生的觉醒。 黄先生则
依然从知识入手， 旁征博引， 从黑格尔到昆
德拉， 从霍布斯到哈贝马斯， 从狄德罗的幽
灵到哥本哈根的古谚， 将哲学、 禅宗 、 神
学、 美学、 社会学、 心理学熔于一炉， 从知
识论的角度揭示解放的真谛为 “从多重的知
识与理性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让人能用童
年时认识世界的方式重新体验世界， 复归知
识的整体， 此说切中时下教育重症， 不啻一
剂良药。 他还敏锐地指出 “也要从教师的自
主性去寻求教师的思想解放”， 因为在现有
教育体制下， 为数不少的教师本身就是 “循
规蹈矩的受教育历程、 狭隘安全的成长经
验， 再加上未经解放的教义式思维”， 他们
无法了解出现在他眼前的不同学生， 不能给
他们活的知识， 学生的创造特质自会迅速萎
缩， 消失不见， “等到熟习文明， 走到文明
尽头， 开始为已知的文明而拓荒， 探索人类
未知的事物， 进行开创文明之际， 辨认特征
的自然能力早已衰退， 于是， 人只好无功而
返， 回到文明早已精耕的田园， 在文明的疆
域流连终生 ” ———何况此处所谓的熟习文
明， 也许不过就是多了几块碎片而已。

该书立足于童年与解放， 其间连带着谈
到些问题， 如儿童文学的本质， 学生智力测
验的剖析， 知性与人格的辩证， 情境与儿童

哲学的探讨等， 均有振聋发聩之语， 启人心
智发人深思。 阅读中， 我突然想起巴什拉
《梦想的诗学》 里的话： “他们知道， 他们
认为他们知道， 他们说他们知道……他们向
孩子证明地球是圆的， 证明它围绕太阳旋
转。 可怜的爱梦想的孩子， 他不应该听什么
呢！ 当你离开教师又去爬坡， 爬上你的山坡
时， 那对于你的梦想是怎样的解放啊！” 童
年与解放， 自由与控制， 梦想与现实， 体验
与灌输， 奇迹般地交织在一起， 令我心生感
慨。 施韦泽曾在自述里说 “如果人都变成他
们
14

岁时的样子， 那么世界的面貌就会完全
不同”。或许，在现代文明无孔不入、专制文化
阴魂不散的境况下，

14

岁还是太迟了，在此之
前，就要想方设法让儿童能够“多一段岁月徜
徉于自然的无限中， 从自然中吮吸曾经且一
直哺育着人类文明的乳汁”，唯其如此，未来
才会更多一些富丽多姿的生气、创造与诗意，

人类才会少一些愚蠢、 荒谬和纷扰。

《童年与解放》， 黄武雄著， 首都师范大
学出版社

2009

年
2

月出版

教师阅读
应吸纳百川

■

江苏省泰州市朱庄中心小学 宫凤华

古人云： 流水之声可以养耳， 青禾绿草
可以养目， 观书可以养心、 养气质、 养学
问， 所以教师读书应该吸纳百川。

作家梅子涵说过： “如果我当小学语文
教师， 我会很努力地读很多书。 绝不仅仅读
那些只是和小学老师上课有关的书， 那些书
的深度是远远不够的。 我要让我的学识足以
和世界对话， 一个眼睛不在彼岸， 只在此岸
的人， 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教师”。 是啊，

教师专业发展到一定的高度， 要有更宽的视
野、 更高的平台， 需要高屋建瓴俯视专业。

能实现这种超越的途径就是广泛地阅读。

阅读是对风雨雷电的谛听， 是与花鸟虫
鱼的对话， 是同明月星辰的交流， 是和山川
江河的互动。 阅读是环保心灵、 浇灌心田的
土壤， 是启迪智慧、 唤醒灵气的钥匙， 是传
承文化、 栖息精神的家园。 阅读是对生命的
雕琢， 是对生活的剪裁， 是对岁月的装订，

是对未来的装潢。

阅读让我们领悟周作人的清淡平和、 许
地山的睿智自然、 丰子恺的细腻亲切、 冰心
的典雅飘逸、钟敬文的清朗绝俗。书让我们感
受海明威的冷峻、伏尔泰的咏叹、川端康成的
精美、郁达夫的颓废、张爱玲的华丽、鲁迅的
激愤、沈从文的恬淡、林语堂的幽默。

我很欣赏毕淑敏说过的一段话： “日子
一天一天地走， 书要一页一页地读， 清风朗
月水滴石穿， 一年几年一辈子地读下去。 书
就像微波， 从内到外震荡着我们的心， 徐徐
地加热， 精神分子的结构就改变了、 成熟
了， 书的效力就凸显出来了。”

我走进李镇西的《爱心与教育》， 让我
深悟“随意或许是一种美丽， 而执著却是一
片更灿烂的云彩。” 肖川博士的《教育的理
想与信念》 运用了感性的文字表达了理性的
思考， 用诗意的语言描绘着多彩的教育世
界， 以真挚的情感讴歌人类之爱， 以满腔的
热情高扬教育的理想与信念……他们凝练、

隽永的文字及对教育现象的独到剖析让我深
受启迪。 读书的时候， 徜徉在文化的涟漪
里， 消解了尘世的喧哗与浮躁， 还原了和煦
平静的本我世界， 哲人的思想洗涤着我的灵
魂， 使我们的生命一次次向前拓展， 使我们
的教育技巧不断丰富， 使我们和孩子的心越
来越紧密。

如果，我们的阅读日益宽泛，我们和孩子
们的交流才会注入源源不断的清新空气。

市场：

教辅乱相让人忧
如今的教辅图书大多扛着“素质教育” 的大

旗， 贴着“新课程” 的标签， 顶着“名校名师”

的“高贵出身”， 着实让不少学生和家长乖乖掏
出钱包。 然而， 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教辅图书是一
些不良书商以“新瓶装旧酒” 的手法， 对过去的
教辅书换个响亮的新书名， 再对内容作些微调就
重新进入了市场。 这样的教辅书内容老化， 选题
滞后， 会对学生产生误导。 还有一些不法书商四
处搜集别的教辅图书， 然后找人剪剪贴贴、 东拼
西凑， 最后换个封皮、 书名， 就成了自己的出版
物了。

一些教辅图书由于出版、 发行时间过于仓
促， 加之编者自身水平有限或根本不负责任， 编
写和校对工作做得不够细致， 结果导致出版物的
内容错误百出： 书中插图张冠李戴， 标点符号使
用不当， 语法修辞缺乏逻辑， 甚至出现科学性、

知识性的错误等。 如此教辅书不仅不能起到育人

作用， 更是误人子弟。

一些人挂着“总编”、 “主编” 的称号， 却
是徒有虚名， 对图书编写不熟悉， 对师生需求很
陌生， 对课标改革很麻木……有的竟然是大字都
不识几个的农民。 由于过去教辅书业进入门槛
低， 他们便轻而易举地从销售盗版书的小贩转眼
成为了图书编写者， 这种低品质的书又怎能让人
放心？！

除了这些， 教辅图书市场混乱不堪还体现在
教辅图书定价的混乱以及折扣的低廉上。

2009

年
的教辅图书市场依然火爆， 一些教辅大幅涨价，

有的一本书就涨了
10

多块钱。 甚至一本
300

页
的教辅定价过去最高也就四五十元， 如今可能定
价为七八十元。 与之相对应的是，

0.8

折教辅惊
现市场！

涨价的目的是为了给折扣运作腾出空间， 折
扣越低， 利润就越高， 经销商、 学校领导就能够
从中获得更多私利。 巨大的诱惑考验着图书经营
者的良知与商德， 考验着三尺讲台上的清正与廉
洁！

监管：

该出手时就出手
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 教辅图书经历了统
订统发、 完全放开和统放并存的过程。 据统计，

从
2001

年起， 国家发改委、 新闻出版总署、 教
育部和各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至少下发过

12

个
文件， 意在管住各级教育部门统一推荐和组织征
订的教辅图书。 金牌

12

道， 规定不可谓不严厉，

但仍然没有管住教辅图书市场混乱的局面， 教辅
附加在学生身上的课业负担和经济负担依然居高
不下， 学生书包里， 书桌上良莠混杂的教辅图书
越来越多。

教辅图书业内人士说， 现在的教辅图书市场
事实上存在着两个“没有”。 第一是没有门槛，

谁都可以进来； 第二是没有限制， 想怎么做都可
以。 他们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加强管理， 加大打击
盗版力度， 规范教辅图书市场。

针对
0.8

折教辅图书现身市场的现象， 笔者
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研。 在教辅书业中，

0.8

折的书尽管还只是个比较极端的个案， 但是
1

折、

2

折的书却已经大量充斥市场。 折扣的混乱源
自于定价的混乱， 同样都是一个印张， 有的书定价
10

元， 有的书定价
1

元， 印张价高的书自然就有了
更大的折扣空间。 业内很多有责任心的经营者纷纷
表示， 规则的缺失让行业显得非常混乱， 这不是竞
优而是竞次。 山东世纪金榜书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张
泉说， 希望有关部门能从规范教辅图书的价格入
手， 来整顿这种“高定价低折扣” 的现象。 比如，

是否可以加强教辅图书价格政府调控， 对教辅图书
实行政府指导价， 规定必要的印张价格范围， 从价
格管理上把学生过重的经济负担减下来， 同时也让
教辅图书回归到一个合理的利润空间。

建立民主、 科学的选用制度是防范学校和教师
被低折扣教辅图书“套牢” 的一个好办法。 有专家
建议， 市、 县可以成立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 由特
级或高级教师、 家长学生、 教研员、 教育行政、 纪
检监察、 社区等代表组成， 由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
按民主程序和票数高低决定选用版本。 市级教辅图
书选用委员会从省审定推荐的教辅图书目录中选定
若干套供县区选用， 县级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从市
里选用推荐的教辅图书目录中选定若干套供学校和
学生自愿选订

1

套。 凡是经过国家和省审定推荐、

当地教辅图书选用委员会选定的教辅图书， 学校可
以统一组织征订， 并要让利给学生。 这样， 加强教
辅图书选用管理和监督， 坚决从教育内部和教学环
节抑制教辅图书的泛滥和过重的负担。

同时， 出版界人士认为， 还应该加快建立由市
场、 专家、 读者三方组成的综合评优的机制， 评出
若干套优秀的教辅图书品牌， 由权威部门加以推荐
颁发证书， 标明身份， 广为宣传， 以正压邪， 树立
品牌。 用品牌为教育改革服务， 让品牌为读者欢
迎， 让品牌占领市场， 让品牌成为推动出版繁荣的
主力军。 这一主张得到了很多教辅图书界老总的支
持。 世纪金榜张泉董事长说， 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尽
快出现这样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权威性的评选排
行榜。 作为一家拥有

700

多名员工， 每年码洋过
10

亿的公司老总， 张泉对自己旗下的“世纪金榜” 系
列教辅图书非常有信心。

2007

年， 陕西西安曾邀请
了省外

70

余名有课改经验的教师对市面上流行的
教辅图书进行“盲审”， 结果“世纪金榜” 参选的

9

科教辅图书有
7

科获第一，

2

科获第二。

2008

年，

腾讯网进行了“最受中学生信赖的教辅品牌” 评
选， “世纪金榜” 又榜上有名。 笔者认为： 真金不

怕火炼， 通过客观公正的评选评比活动， 不但可以
让优秀教辅脱颖而出， 还可以引导更多的从业者增
强质量观念， 纠正行业中忽视质量建设这种急功近
利的浮躁心态， 带动行业走上科学发展的正确轨
道， 为教辅书业长久的、 持续的、 健康的发展奠定
基础。

行业：

规范自律是正途
有人说： “世上最危险的职业有两个， 一个是

教师， 一个是医生。 从某种程度说， 教师比医生还
危险， 庸医害的是一个人， 而庸师害的是一群人，

毁的是孩子的精神和心灵”。 推而广之， 低品质的
教辅图书可以归之为世上危险的出版物。 假如孩子
从小就在使用劣质的教辅图书， 那么本就艰辛的求
知征途中， 他就要多走许多的弯路， 并很可能因此
产生对于社会及商业经营的片面认识。

“三聚氰胺” 事件发生后， 奶源环节的从业者
成为舆论谴责焦点， 其实， 如果说奶业整个产业链
的利润是

10

分， 其中奶农只能得到
1

分， 销售环
节的利润占到了近

4

分。 不但一般企业这么做， 品
牌企业也在这么做， 广告战、 价格战、 促销战此起
彼伏， 这种只重视营销手段而忽视过程管理、 一味
挤压上游空间的急功近利的作法， 最终使得中国奶
制品行业几乎崩盘。 再看看家电业， 在早期发展的
时候， 差一点就要重蹈奶业的覆辙， 幸亏有“海
尔” 这样对自身负责、 对行业负责的企业， 反其道
而行之， 坚持适中价格和合理利润， 坚持追求高端
品质， 最终将整个行业带出了低谷， 走进了阳光地
带。

在书业纷乱的形势面前， 也有负责任的企业默
默地承担起了扛鼎行业的责任和使命。 世纪金榜做
一本书的成本， 是普通出版商的两倍， 一本书编审
校的周期最长达一年时间之久。 在这期间， 世纪金
榜会根据最新的时事增加内容， 因此会多出几个校
次。 每多出一个校次， 公司相应的人力、 物力也都
要跟着多投入一成。

把退回来的教辅图书换掉标有出版时间的版权
页， 第二年再重新上市， 这几乎成为行业的潜规
则。 世纪金榜

10

年来却一直坚持着把所有退书全
都打成纸浆， 打纸浆每吨要净赔

7000

多元， 每年

因此损失几百万元。 每年， 世纪金榜都会组织员工
分批到物流中心参观等待打纸浆处理的退货图书，

来强化员工的质量意识， 看到这一幕， 很多员工心
疼得直掉眼泪。

2006

年， 世纪金榜在教辅界首创了图书召回
制。 这年

10

月， 就因为书中存在
3

处并不影响正常
使用的印刷装订不好的地方， 世纪金榜联系全国各
地代理商召回了高二

(

下
)

地理图书， 共
3

万册。

2008

年， “世纪金榜” 全新策划出版了系列少
儿图书， 小学产品也已经全线上齐， 这些凝结着众
多同仁智慧的图书面市后马上赢得了市场的好评和
热销。 很多人认为， 小学图书不必追求质量了， 再
追求也不过

1+1=2

那么简单。 张泉对此极不认同：

“孩子有孩子的认知水平和接受能力。

1+1=2

对于小
学生和代数几何对于中学生都并不容易。 如果我们
的图书能站在孩子的角度， 让孩子收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这才是品质。”

为了响应国家提出的“减负” 号召， 世纪金榜
图书全部采用了轻型纸印刷， 每本书比普通书轻
40%

。 世纪金榜丛书主编张泉还提出了“让教辅像
名著一样可读” 这一有些理想色彩的理念， 并努力
将理想付诸实践， 在图书中全面引入了“金榜新
语” 栏目， 大胆采用了杂志化编排模式， 体现出了
一代书业人的责任、 气度和追求。

看过这些， 笔者忍不住有些动容， 深为世纪金
榜这样一家民营企业能如此为师生着想、 为品质负
责而感到震撼， 更为一些“草台班子” 放弃原则、

无视质量的行径感到痛心和不齿！

有的老板带着三两个人、 租上一两间房， 剪剪
贴贴、 拼拼凑凑就能出书； 有的老师受到利益驱
使， 没有抵御住诱惑， 利用手中的权力， 向学生大
肆兜售质次价高的图书……

请看这样一幕经常在课堂中上演的真实场景：

老师： 请大家翻开书到第
28

页， 这一页上有
6

处错误， 我们先纠错；

学生： 低头， 无语……

这其中的尴尬， 令人深思！

“高定价低折扣”， 行业混乱的危险因子， 书
业晴空的一抹乌云！ 纠正这一问题， 要靠人们的自
觉、 自省和自律， 更有赖于政府主管部门的引导与
管理。 期盼政府能够出手， 切实打击“教辅腐败”，

也相信： 教辅市场终将是“诚信为本” 者的天堂，

相信行业的美好未来就在明天！

低折扣教辅惊现市场———

提高教辅图书质量， 路在何方？

茅卫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