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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的文学 引领我们提升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陈金明访谈

■

本报记者 杜悦
目前教师没时间读课外书 、 文学素

养普遍较低的问题， 已成为一些专家学
者忧虑的焦点。 暑假来临之际， 倡导教
师应当利用假期多读书、 提高自身文学
修养的呼声越来越高。 记者为此就相关
问题采访了陈金明教授。

教师文学素养受两个
因素严重制约

记者： 受应试教育影响， 一些教师
读文学类书籍越来越少的现象非常普遍。

请谈一下您的看法。

陈金明： 目前从我了解的情况看 ，

教师文学素养这个问题受两个因素严重
制约 。 一是语文教师的文学阅读有限 ，

文学观念较为陈旧。 对于目前教材中的
很多文学作品， 不少教师的讲课方式还
是旧的教学模式， 是以过去的主题思想、

段落大意之类的方式讲解。 而新课标要
求在文学教育方面， 强调整体阅读、 整
体把握 ， 强调引领学生走向领悟感悟 。

很多教师在上大学的时候读的经典文学
著作就寥寥无几， 毕业后忙于教学也很
少再读。 我到下边学校时开玩笑说， 读
书最多的是体育老师， 其他的教师要备
课、 批改作业， 拿出时间阅读确实有实
际的困难。

二是中学教师文学视野与理论修养
的局限。 高等学校或者是文学研究机构，

要关注基础教育领域教师的文学教育 ，

目前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怎样及时地
把高校或者科研机构的研究成果传达给
第一线的老师， 让他们了解最新的文学
发展动态 ， 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也不够 。

很多高校教授到中学听老师讲文学作品，

觉得他们的话语很陈旧。

教师文学素养与时代
发展不同步

记者： 您曾谈过教师文学修养与时
代教育发展不同步的问题， 请您介绍一
下目前我国中学文学教育的情况。

陈金明： 时下随着语文课程改革的
实施， 文学教育有了长足的进展， 从中
学方面看， 进展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 ， 在各种版本的语文教材中 ，

文学作品篇目普遍增加。 第二， 教师在
引领学生理解作品的过程当中， 注意对
文本语言的感悟。 新课标也提到要引领
学生领悟感悟， 以区别于过去单纯的理

解。 第三， 中学生的文学社发展方兴未
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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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我走遍了全国，发现很多名
校都成立了中学生文学社，都有自己的社
报或者是社刊。 第四，在各地的学校中涌
现出了一批小作家， 我去年到浙江海宁
去，那里是金庸的故乡，当地一个初中生
写了一本武侠小说。 我说的小作家， 有
的是省 、 市 、 自治区作家协会的作家 。

现在是北京上地中学老师的翟春 （音），

原来是河北的教师， 他就培养了
4

个小作
家， 是正式的作家。

面对文学教育的需求，一个不容回避
的问题就是我们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如
何大幅度提升。 学生比原来早熟了，视野
也比较开阔，我们老师怎样才能跟上时代
的发展，这就是当代教育的呼唤。

没有时间不应该成为
不读书的理由

记者： 教师文学素养对教育教学方
式有多大的影响？

陈金明： 教师作为学生健康人格的
塑造者， 既要注重优化自己的人格素养，

又要不断明确职业的角色及其教育职能。

教师要多读书， 提高文学修养 ， 结
合文学作品提高自己对文学及语言的理
解与感悟能力。

我最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过这个
意思。 现在强调学生的和谐发展， 概而
言之， 应当包括两方面， 一是理性的发
展 ， 比如数理化 ， 一个是感性的发展 ，

主要是文学。 文学强调形象， 强调情感
教育， 数理化跟文学要和谐地发展。 光
有理性数理化， 没有文学的形象、 情感
融合在一起， 学生的发展是有限的。 而
要搞好文学教育， 教师提高自身的文学
修养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 所以提高
教师文学素养这点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教师要从职业的视角养成阅读文学
作品的习惯。 我这次是从职业教育的视
角谈养成阅读习惯的问题， 当一名有文
学味的语文教师， 广泛的阅读是职业所
需的基础 ， 教师与文学作品接触甚少 ，

在备课当中势必只能在文本中兜圈子 ，

教课时语言枯燥， 见识浅薄。 读的东西
面宽 ， 就有助于提升文本解读的能力 。

教师的知识面宽， 就能有独到而精彩的
见解， 能抓关键性的语言， 就有助于解
读文本， 反过来可以更好地指导学生进
行文学作品的阅读。

记者： 促进教师提高文学素养的有
效方法是怎样的？

陈金明： 教师在这方面不够好就很

难指导学生。 语文教师应把广泛的阅读作
为必备的第一课， 语文教学的质量说到底
是语文教师的质量。 要造就高质量的教师，

就必须具有教学的真本领， 而途径就是读
书 ， 要通过阅读来提高教师的综合素养 ，

通过阅读来提高教师的教学品位 ， 通过阅
读来激发教师的创造性思维。 语文教师应
该把阅读视为教学生命的体现形式 。 老师
们没有时间是实实在在的， 这里面还有意
志和决心的问题， 苏步青是搞数学的 ， 晚
上睡觉之前不管怎么忙， 都要读半小时的
中国古典诗词。 最近我还接触过一位院士，

文学功底非常厚， 这些给我们语文老师很
多启发。 一个是从职业的视角来认识 ， 另
外要有硬性的措施， 否则这个事很难推向
前进。

我给学生们讲了这样一句话， 因为学生
的语文水平并不是很理想， 其中就跟阅读文
学作品少有很大的关系。 歌德在 《浮士德》

的结尾有这样的话， 永恒的女性引领我们提
升， 我借用其意， 永恒的文学引领我们提
升。 希望学生们多读点文学作品， 教师首先
要多读， 永恒的文学引领我们师生共同提
升， 这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境界。

语文教师也要特别注意
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记者： 除了阅读， 语文教师还有什么办
法提升自己？

陈金明： 教师要努力成为文学创作和其

他文体写作的行家里手。 现在全国有一些教
师文学创作组， 有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
员， 都能写一手好文章。 可以这样说， 不会
写作的教师不是称职的教师， 不会写作怎么
教学生写呢， 写作是一种生命的运动， 也是
自我精神丰富、 自我发展的过程， 语文教师
要保持业务上的强势， 要特别注意提高自己
的写作水平。

记者： 教育行政部门、 学校能够为教
师的文学发展做什么样的工作？

陈金明： 学校要为教师的文学发展开
拓多元的空间。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 、 学校
的领导， 应当向老师提供更多的文艺创作、

文学理论研究前沿的信息， 这是对老师进
行文学教育、 提升文学修养的一条重要途
径。 此外， 可以组织文学教育研究专题组，

中语会组织的这方面研究很受欢迎 。 我参
加过一些相关的活动， 老师们都愿意参加。

一个是同行之间的沟通， 另外也展现自己
的作品。 我们中语会下面还有这样的课题，

进行教师读书比赛， 介绍自己的阅读情况，

这样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能够促进老师文
学修养的提升。 当前教师自身的修养是中
学语文教学非常大的问题， 要真正从根本
上解决也是很难的。 需要搞一些生动活泼
的活动， 从外围来做， 循序渐进地推进。

经典是永恒的星辰

记者： 现在教师工作比较忙， 阅读时间
较少， 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读书应当
以哪类书为主？ 怎样读书效果比较好？

陈金明： 目前四川、 山东等地有一些试
点学校， 倡导教师读书， 推进教师提高职业
素养， 各个学校的具体方法有不少。 我个人
是强调读经典的， 一个是我们自身需要提
高， 更重要的是要指导学生， 教师自身提高
了才可以指导学生。 如果有精力， 特别有兴
趣的话， 网上流行的、 新出的一些中外名
书， 也可以读。 对教师有普遍意义的还是经
典著作， 那是一般作品所不能比拟的， 是经
过多年历史积淀下来的。 经典作品首先要读
一读。 前两天让我负责一个语文的课题， 我
提出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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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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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词， 这样一来，

语文教师不管过去学得怎么样， 现在把
200

篇文章
300

首诗词真正背下来， 就会不一样。

我到山东考察， 人家的学校抓这样的课题，

学生
200

首诗背下来， 回家说话行动都不一
样了， 他受过熏陶后做事就不一样了。 我去
参加他们课题的验收， 深刻地感受到背诗、

诵诗在当前的情况下怎么说也不算过分。

记者： 您一直强调学生理性与感性的同
步发展， 而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格发展的影响
主要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

陈金明： 昨天我看了一篇文章， 写的是
二战期间，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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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犹太女孩， 在被杀之
际还在背诵自己喜欢的诗歌， 在这种情况
下， 可以看出人的境界。

为什么强调中学生理性和感性的和谐发
展？文学作品强调的是形象思维，数理化是逻
辑思维、推理。形象思维的细胞，一个是想象，

一个是联想。形象思维的发展，特别是想象力
和联想能力，是创造性的基础。现在国外把儿
童文学艺术教育作为创造性教育的启蒙手
段，非常看重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和联想能力。

特别是文学作品要注意引领学生感悟文章的
语言，促进学生想象，强调感悟，而不是简单
的理性分析。想象力是创造的细胞，作家的形
象思维天马行空， 读者读文学作品的想象力
也是天马行空， 这种想象力的撞击往往在创
造文化，文学教育能促进学生的想象力，而想
象力有助于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要学生和谐发展 ， 教师首先要和谐发
展， 文学经典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教师的人
格与职业发展。

【暑期征文·人文社科组】

暑期阅读计划系列专题之四
【报眼态度】

以阅读的方式度过暑假

“全国教师暑期阅读随笔大赛”

征稿启事
老师们，暑假即将开始，让我们以阅

读的方式迎接假期！

由中国教育报主办、《读书周刊》承
办、江苏教育出版社协办的首届“全国教
师暑期阅读随笔大赛”开始征稿。

为鼓励教师们学会利用暑期多读
书，本报推出首届“全国教师暑期阅读随
笔大赛”。此次活动将通过征集优秀读书
感悟和阅读心得的方式， 旨在推动教师
形成“以阅读的方式欢度暑假”的理念，

营造良好的读书氛围， 帮助教师在阅读
中提高自己、丰富人生。平日忙碌着教学
工作，我们也许无暇读书，那么就用暑假
进行一次快意的充电吧。为此，我们联系
了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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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家主要的教育出版单位， 共同
策划推出了“教师暑期阅读推荐书目”（详
见本报

7

月
9

日第
7

版、

7

月
16

日第
6

版、

7

月
23

日第
6

版）。 该书目囊括了这些教育出版
单位近年来推出的重点教育类图书。 我们
盼望这些书目能帮助教师更高效地进行暑
期阅读。 读过这些书后， 请老师们说说
感动您的教育名著， 写写您认为堪称经
典的人文图书， 寄给中国教育报《读书
周刊》， 您既参加了我们举办的征文大
赛， 也与全国

1000

多万教师分享了阅读
的快乐和思想的力量。

具体事项如下：

1.

电子稿收稿地址：

shuqiyuedu@edumail.com.cn

。 欢 迎
使用电子邮件投稿， 本活动设有固定邮

箱；在您的发送主题上请注明：“暑期阅读
征文大赛”。

手写稿请寄：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10

号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邮编：

100082

。

因本部门稿件甚多 ， 请在来稿信封
上注明： “暑期阅读征文” 字样， 以防
丢失。 来函请注明联系电话、 通信地址
和邮政编码。

2.

本次征文大赛 ， 分为 “人文社科
组” 和 “教育专业组”， 请在稿件的显要
位置注明参赛组别。

3.

本届大赛设立 “组织奖”， 以特别
奖励动员大家集体读书、 动手写读书心
得的人士。 建议集体参与者打包投稿。

4.

本次大赛特设 “大教育书馆特别
奖”， 即读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所
写的优秀读书随笔可参评该奖。

5.

本次征文大赛截稿时间为
2009

年
11

月
30

日。

6.

本报将在 《读书周刊》 设立专栏，

刊登所征集到的优秀随笔。

7.

大赛组委会将组织教育界知名人士评
出获奖稿件，并在中国教育报刊出获奖名单。

8．

本次大赛组委会联系电话 ：

010-

62255076

。

9.

本次活动将由中国教育新闻网 “读
书频道” 作全程专题报道， 欢迎随时登
录
<http://book.jyb.cn>

。

———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

【业界动态】

全国教师暑期阅读
中国教育报主办

江苏教育出版社协办

随笔大赛

没有翅膀也要追寻梦想
———读《生命的追问》随想

■

河南省鄢陵县职教中心 王伟锋
张海迪这本 《生命的追问》 散文集，

我已经是第三次拜读了 。 每一次阅读 ，

都是一次和海迪大姐心灵的对话， 一次
心灵的沐浴。

“面对生活， 我这样想， 即使翅膀断
了， 心也要飞翔。” 张海迪在书中写道。

此刻， 这本 《生命的追问》 正放在我的
案头。 封面上， 海迪大姐乌黑飘逸的长
发和她深邃睿智的目光， 如同一泓清泉，

令我心中涌起一种久违的感动。

张海迪
5

岁患脊髓病， 胸以下全部瘫
痪。 在残酷的命运挑战面前， 她以顽强
的毅力和恒心与疾病作斗争， 先后自学
了小学、 中学与大学的课程， 出版了长
篇小说 《轮椅上的梦》、 散文集 《生命的
追问》 等优秀作品。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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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她被
人们称为中国的 “保尔·柯察金”， 是无
数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

想起前一段时间， 我心情沉闷消极，

情绪低落 。 工作的失利 、 事业的坎坷 、

家庭的变故， 一切都如巨石般重重压在
我的心头， 使我陷入深深的伤感之中不
能自拔。

暑假， 朋友约我一同去看望一位中
学老师。 她是我高中时的班主任， 是位
难得的好老师， 曾经在学习和生活上给

了我很多帮助。 面对我诉说的不幸， 她
只是平静地说 ： “你应该读一读海迪 ，

读一读 《生命的追问 》。” 我知道海迪 ，

她一直都是我心目中崇拜的偶象， 但我
不相信一本书能够对我产生多大的影响。

出于对老师的尊敬， 我还是照她的话做
了 。 临走 ， 老师把这本 《生命的追问 》

散文集送给了我。

从老师那里回来 ， 展开书页 ， 我的
眼前呈现出一片广袤的大海。 无边无际
的黑夜里， 一只折楫的小船孤独地起航。

闯过险象环生的暗礁， 冲出激流狂哮的
险滩， 也冲出了命运多舛的羁绊。 一次
次抗争， 一回回奋斗， 历经艰难的跋涉
之后， 终于到达生命永恒的彼岸。

在多少个夜深人静的夜晚 ， 我独自
拥被而坐， 轻轻打开书页， 与海迪大姐
进行心灵的对话， 和她一起分担人生际
遇的不幸， 共享与命运斗争的欢乐。 和
她一起怀着心事走在去小学的路上， 一
起冒险从阳台上爬过， 一起在弥散着酒
精的手术间默默地淌泪， 一起在人生崎
岖坎坷的山道上奋力攀登， 一起在孤独
的探寻中追问生命的真谛。

海迪也曾品尝过失学的痛苦 ， 吞咽
过失恋的泪水， 也曾为家庭的变故而彻
夜难眠。 但是面对这些不幸， 她是多么
的坚强， 那双明澈的眸子里始终充满生

命的渴望与礼赞。

世上最动人的语言是什么？ 是涓涓涌自
心泉的低语，是潺潺汇于脑际的倾诉。 张海
迪大姐用心灵之笔向我们描述那些遥远或
近切的往事，谱写生命的新曲，抒发对人生
的感悟。 生命是美丽的，“即使肢体已经残
疾，思想的火花也决不停止迸发。 这就是生
命，这也是许多诗人和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
里还没有表现出来的生命的美丽。 ”

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替我阅读， 我的心
被一种激越的力量所牵引。 那个声音告诉
我 ， 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坚持 、 一种抗争 、

一种信仰。 生命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去珍惜、

去把握的东西。 同海迪大姐相比， 在这个
肢体近三分之二残疾但依然摘取了文学与
哲学双重桂冠的时代楷模面前， 我觉得自
己是多么无知与浅薄。

在以后的日子， 我想了许多， 也做了
许多， 终于走出了那片阴霾的天空， 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阳光。

每一个人都有一双隐形的翅膀， 能够
带我们飞翔， 这双翅膀， 就在我们的心中。

让教师过上
文学的生活
■

顾雪林
电视剧《金婚》 有一个情节让我颇为

感慨， 剧中的女主角文丽是一位小学教
师， 年轻时酷爱阅读俄罗斯文学名著。 但
结婚十几年以后， 这位文学青年当年阅读
的文学名著却静静地躺在床底下， 文丽老
师为工作和生活奔忙着， 忙得连掸掸那些
落在文学名著上厚厚尘土的时间也没有。

这， 也许是现在许多老师真实生活的写
照。

但， 我理解文丽老师， 我理解许许多
多和文丽一样的因为忙而把文学书籍束之
高阁的老师。 我年轻时也是文学青年， 曾
以通读过托尔斯泰的所有译作和巴尔扎克
《人间喜剧》 的全部译作而自豪。 我也当
过几年老师， 因为忙， 也曾经让当年喜欢
阅读的文学名著灰尘满面。 忙有时确实是
一个很好的托词， 但不应当成为永久的托
词。

其实， 人再忙也会挤出时间吃饭， 文
学是人类的精神食粮之一， 我们为什么就
挤不出时间去享用呢！ 于是， 一些老师因
时代的剧烈变迁而焦躁， 因家庭事务的琐
碎和工作的繁忙而身心倦怠， 因聘任、 职
称和教学评语的不称心而常常郁闷。 当
然， 这些原因不仅仅是因为没有时间阅读
文学。 但阅读文学经典作品， 常常能让人
眼界开阔、 豁然开朗， 让人的精神状态更
上层楼。 高尔基在谈到阅读文学经典时曾
说过：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小小的阶梯，

我向这上面爬着， 从兽类到人类， 走到更
好的理想境地， 到那种生活的憧憬的路上
来了。”

我相信， 绝大多数教师是曾经和文学
经典有过亲密接触的， 不管你是教什么
的， 在你的教育生涯中， 应当有你的文学
生活。 一部文学经典， 是常读常新的。

文学名著， 一生只读一遍是不够的，

需要读者通过自己的长期阅读体验来完
成。 莎士比亚说过“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
个哈姆雷特”。 一部《红楼梦》， 少年时
读， 常感叹书中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 老
年时读， 却能读出故事中的“满纸荒唐
言， 一把辛酸泪”。 阅读， 常常和每个读
者的生活阅历有关系， 但人不可能有了全
部的生活阅历以后， 再去阅读名著。 今天
读不懂的东西， 多少年后有了一定的生活
阅历后， 会重新有所感悟。

人们常说， 读诗可以陶冶情操， 读史
可以锤炼智慧， 读经可以磨炼品质， 读文
可以激扬志气。 一个不愿意庸庸碌碌度过
一生的教师， 要把阅读文学作品当成须臾
不可离开的饮食那样重要。 教师们， 爱书
吧， 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 提升自己
的精神气质， 当一个有志气、 善思考、 感
情丰富和有品位的人民教师。

“阅读树”丛书出版
鉴于目前国内图画书市场作品质量良

莠不齐、 国外图画书引进大于本土原创的
现状，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遵循分级阅读
的编辑理念，于近日出版了“阅读树”丛书，

用于早期阅读教育推广。该套丛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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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级别，包括儿歌童谣、生活故事、科学
故事和游戏故事。

据了解， “阅读树” 丛书由任溶溶、

叶永烈、 郑春华、 王晓明、 吴儆芦、 何艳
荣等中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画家创作，

是中国本土多元视角编辑队伍的组合。

（顾晓清）

“旋风小虎队”暑期面世
哥哥蒂诺、 妹妹米琦和一只会说话

的宠物老鼠契克， 乘坐乌尔克姑妈亲手
制造的海陆空三栖交通工具 “哥伦布 ”

号， 穿越时空去古埃及探寻法老护身符
的秘密……暑假来临之际， 接力出版社
聚焦少儿图书中别具特色的工具阅读 ，

推出了托马斯·布热齐纳的新书 “旋风小
虎队” 系列———《法老的护身符》、 《幽
灵骑士》 和 《黑鲨的宝藏》， 使小朋友经
历了一次次新奇有趣的探险。 “旋风小
虎队” 系列图书讲述了蒂诺等经历的一
连串冒险故事， 并延续了小读者喜爱的
工具阅读模式。 （马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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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
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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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中学语文教育研
究和全国中语会的组
织及管理工作。 主编
了《三味语文》、《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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