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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界动态】

益智游戏图书
《聪明格》登陆中国

`

经过两年的艰苦谈判， 被美国 《纽
约时报》 字谜栏目编辑夏兹誉为 “数独
之后最让人迷恋的益智游戏” ———《聪明
格》， 最终花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
东师大社取得了 《聪明格》 在中国大陆
地区图书独家出版发行权。 中文版 《聪
明格》 将于近日面市。

《聪明格》 是日本著名数学补习私塾
宫本算数教室的教材， 由宫本算数教室
创办人宫本哲也发明。 宫本哲也是日本
补习界的天才讲师， 他融自主思考、 不
教、 没有指导的指导、 反对填鸭式灌输
知识的理念于 《聪明格》 中， 让孩子成
为 “活跃的解决问题的机器”。

以 《聪明格 》 为教材 ， 学生的数学
成绩大大提高， 独立处理问题的能力增
强了， 学习的兴趣也浓厚了。 迄今为止，

日本、 美国、 意大利、 法国等
10

国出版了
《聪明格》 纸质书， 该书在日本畅销达百
万册 。 《纽约时报 》 、 《泰晤士报 》 、

《费加罗报》 等全球十几家具有影响力的
报刊盛赞 《聪明格》： 趣味性强， 又能发
展智力、 训练脑力、 提高成绩、 消遣减
压， 该书受到各年龄层、 各行业人士的
追捧。 （华讯）

当一名乐于思考的研究型班主任
■

北京崇文区教育研修学院 王玉河
有业外人士曾这样评述班主任的

工作 ， 班主任工作辛辛苦苦 ， 周而复
始 ， 如同磨道中的毛驴 ， 一生做的是
“转磨磨儿 ” 的事 。 这话怎么听都含有
对班主任工作评价的不公与不敬 。 但
这个比喻却形象地道出了班主任工作
所具有的很强的周延性和重复性 。 事
实上 ， 如果不动脑筋地做班主任 ， 大
多数人都可能成为磨道中的毛驴 。 而
正是这种无休止的 “转磨磨儿”， 可能
造成青年教师从心理上对班主任工作的
小觑， 认为班主任工作无所谓， 无非是
重复以往曾经做过的事； 还有可能使多
年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教师产生职业疲劳，

累心累身是累， 做多次重复而无新意的
事所产生的情绪可能更累； 也还可能导
致常年做班主任的教师产生职业麻痹和
职业厌弃。

为此， 诚挚地推荐班主任们抽空读
一读由英国著名教育专家麦克·马兰和杰
出教育记者 、 作家里克·罗杰斯所著的
《班主任一定要面对的

9

个问题》 这部书，

它会你使茅塞顿开。

增加职业自豪感

在 《班主任一定要面对的
9

个问题 》

中， 作者花费了相当笔墨陈述并论述了
“诸多行政事务” 对班主任的困扰以及由
此而产生的困惑。 这说明， 即使是在不
同社会制度下， 班主任工作的日常状态
并无二异———时常会被来自方方面面的
事务性工作搞得焦头烂额， 以至体力不
支。 探索做好班主任工作， 当好班主任，

已成为当今世界共同面对的课题。 我国
目前班主任拥有量和北京的常住人口相
当。 应该知道这么一个浩浩荡荡的班主
任大军并非孤军作战 ， 我们的班主任 ，

应该感受得到在世界各个地方到处都涌
动着班主任的身影， 他们就像涌动于人
体血液内的活动因子一样引领着世界的
未来———孩子们健康地成长 。 从这个意
义上说 ， 身为班主任应该有其自豪感 ，

因为班主任在促进学生个人发展中起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社会前进的浩浩长
河中， 班主任引领学生顺势成长， 成长
为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 这对身为班主
任的教师来说是何等自豪的事儿！

跳出 “转磨磨儿”，

作一次冷静的梳理

在这部书中作者对班主任工作加以
梳理 ， 先后整理

53

个小问题 ， 可分为
9

个大方面： 从班主任的自我认识、 工作
方法、 工作效率、 工作重难点， 以及与
社会和家长沟通等方面加以论述， 为我

们理出了一个重新审视班主任工作的新
思路。

实在地说， 现在的班主任工作可谓
事无巨细， 兼管兼收。 其中过多的事务
来自行政指令。 诸如来自方方面面的调
查统计 、 应付来自各个级别的检查评
比 、 为配合重大活动而实施的 “形而
上” 的活动； 加之学校把学生管理细化
后的诸多方面的评比打分， 如入校、 晨
练 、 课间 、 课下 、 午饭 、 午休 ， 放学 ，

等等。 这些事情， 把我们的班主任整得
精疲力竭， 多数班主任处于被动的应付
状态。 当然， 这些还并非班主任所要兼
收兼管工作的全部， 但仅仅这些， 已使
得班主任难以腾出时间对本班级具体情
况、 班级内学生个体情况， 作冷静的分
析， 进而也束缚了班主任对自身工作目
的、 内容、 任务、 侧重点， 以及自身发
展思索的触角。 没有时间去思索诸如班
主任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班主任在为
谁工作， 班主任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班
主任如何让教师爱教、 学生爱学， 班主
任如何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制定行之有效
的工作方案， 班主任该如何与家长打交
道 ， 班主任如何应对工作中的特殊情
况， 班主任如何与他人一起协同工作以
及班主任的未来将向何处去等问题的思
索 。 上述

9

个方面的问题 ， 正是这本书
的作者麦克·马兰和里克·罗杰斯经过分
类归纳、 整理而成的班主任一定要面对
的问题。

作者给我们提出的善于对所从事工
作进行思索这一思想颇具价值 。 当然 ，

当我们面对自己工作实际 、 结合国情 、

区情、 校情对自己工作加以思索时， 也
许整理出来的问题超过

9

个或者更多， 这
都无妨， 关键是你是否做过， 或者打算
对所做工作作一番这样思索？

所以， 作为班主任 ， 把习以为常的
高频率运转速度降下来， 对自己所面对
的工作作一次冷静的梳理， 在此基础上，

制定出理性的对策， 找出学生乐于接受
并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确实是班主任的
当务之急。 经过这样的思索之后， 你就
有可能跳出原有的疲于应付的局面。

获知当今教育的一
些前沿观点

读书的目的无疑是获取新知 ， 所谓
新知无非是所研究领域的前沿知识和备
受关注的教育观点或观念， 该书有如下
观点值得注意。

强调学生发展， 班主任的工作主要
聚焦于个人的发展

“个人发展” 指的是学生作为一个人
纵深长远的发展。 班主任之所以要关注
学生的个人发展， 是因为他们所要实现
的目标正是学生作为 “个人” 所追求的

品质上的进步。 该书引述的英国著名课程理
论家埃克塞特大学教授理查德·普林关于学
生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

7

个方面的问题， 对
于我们在新时期分析问题将会有不少帮助，

这
7

个方面是： 智力 （指人们用来进行细致
观察、 思考、 假设、 逻辑推理和命题的能
力）， 道德 （指谦逊、 仁慈、 耐心、 慷慨等
性情特征， 凌驾于情感特征之上）， 性格特
征 （如毅力或勇气等意志品质）， 社交能力
（口才、 体格、 着装、 随机应变和组织协调
能力）， 实践知识， 理论知识 （通过理论学
习获得的概念、 原理、 概括能力和洞察力），

个人品格。 冷静思考， 这些方面确实是关乎
学生发展的。

强调精神辅导， 尤其强调对学生个体的
辅导

班级是一个集体， 集体的成功往往源于
每个个体的优秀与努力， 因此， 作者主张在
现今的教育中， 更为迫切的是针对个体的辅
导。 书中引述一位中学生对团体辅导的看法
说： “教师们总是强调辅导团队是多么重
要， 但是他们 （教师） 在其中都毫无作为，

真是可笑！” 这位学生的评论， 其实给我们
提示， 即现在我们从事的班级整体的活动或
辅导实效性差， 针对性不够， 所以学生也不
喜欢。

事实上， 学生在成长过程中， 会在方方
面面产生成长障碍， 这些障碍或影响学生人
格健全， 或影响学生心理或生理健康， 或影
响学生学业稳固发展， 等等。 它们会辐射到
学生的精神风貌、 气质、 情绪、 状态。 教师
的辅导实际是帮助学生有力地排除这些障
碍， 使之健康平衡发展。 该书强调了成功的
班主任应学会观察、 诊断发生在学生身上
（包括被诸多任课教师公认为好的或不好的
学生） 方方面面的障碍。

在我国的教育现实中， 由于中高考指挥
棒的影响， 我们对学生的评价往往处于重度
偏颇状态。 比如对学业成绩所居名次靠前的

学生往往被冠之以 “好学生” 的名分， 而对
成绩相对差而拉班级平均分的学生称之为
“差生”。 这样的评价往往以偏概全， 其后果
往往铸成学生一生品格偏差。 有一位出自重
点中学的高材生， 高考考取了北京邮电大
学， 其高中学校老师公认他为 “好学生”。

不料， 这个学生获得 “北邮” 录取通知书
后， 却面对校门放声大骂该校及其老师。 这
个事例一方面说明即使学习好的学生也未必
都好， 另一方面验证出他的班主任在与他打
交道中缺失了该生心理及人格障碍的观察与
论断， 更不用说对其辅导了。

强调班主任的榜样作用
在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 榜样的力量往

往比劝诫更有效， 这是生活中的一个真理。

青少年深信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一项关于
青少年的研究报告指出， 如果成人在提出他
们的建议时， 没有以身作则的话， 这些建议
对青少年来说将不会收到理想的效果。 班主
任这种无形的力量和他们对待学生和其他成
人的行为方法将对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

即： 辅导者首先应是健全者、 健康者， 班主
任应该以健康心态面对每个教育对象， 给他
们以温文尔雅、 谦虚宽容的印象， 成为学生
成长模仿的范本。 这与我们常说的 “身教重
于言教” 同出一辙。

强调班主任的责任
促使每一个学生在其个性 、 智力 、 道

德、 体育、 审美、 社交等方面的理解力和处
世技巧上臻于完善， 为每个学生开始自己的
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能对他人的生
活方式和文化背景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同情，

这是班主任的重要责任。 如此班主任才能最
终使学生学会自我认识， 学会理解他人， 逐
步在社会的大环境下站稳脚跟， 对 “我是
谁” 这个问题能够给出正确的回答。

尊重学生隐私， 建立相互信任的师生关
系

班主任应该学会关注学生个体， 而不涉

及学生的隐私。 冷静地想想， 很多工作因为
班主任没有采取一种关注个人的态度而无法
进行下去。 班主任工作动辄涉及学生的隐
私， 不但会影响到学生的家庭， 还会造成更
严重的问题， 进而伤害师生关系。

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
研究型班主任

该书贯穿的一个关键主题是班主任要有
研究精神， 要抽出时间对方方面面的工作进
行冷静而理性的思考和研究， 尽力摆脱被动
局面， 成为 “主动出击， 谋求发展” 的教育
者。 这样才能结合实际， 设计出行之有效的
对策， 以保证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在
21

世纪的今天， 面对日益复杂的教育
环境， 面对不断变化的学生， 面对层出不穷
的新问题， 明白做怎样的班主任， 明确认识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教育需要什么类型的班
主任， 这是摆在所有中小学教育工作者面前
的重要课题。

就现状来说， 班主任大致有三种类型，

或者说， 从事班主任工作有三种境界。

实践辛苦型这一类班主任勤于实践也
勇于实践， 对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有较
强的奉献精神， 认真工作、 耐心辅导， 全身
心投入。 但工作中缺乏研究意识， 不善于发
现、 总结经验， 其成功往往带有偶然性， 而
失败却常常是必然的。

经验积累型这类班主任积累了丰富的
实践经验， 能认真总结和深入思考自身成败
得失； 能自觉观察、 借鉴并总结他人经验教
训。 他们大多是班主任工作中的有心人， 勤
于思考、 勇于实践。 一方面， 他们对班主任
工作有着较高的热情并渴望成功 ； 另一方
面， 他们也懂得对积累的材料进行较全面的
归纳和总结。 然而， 由于个人实践的局限
性， 以及对现代教育理论学习和掌握不够，

这类班主任大多只停留在对个人经验的认知
和归纳层次。

科研创新型这类班主任擅长通过教育
科研提高班主任工作的质量， 他们往往不满
足于对个人经验浅层次的认知和归纳， 而是
自觉地将教育与科研一体化。 他们把班主任
工作当作事业来追求， 而不仅仅只是谋生的
手段。 一方面， 努力从自身积累的经验中寻
求内在规律并使之升华； 另一方面， 如饥似
渴地学习， 追寻其成功的内在原因。

上述三种状态呈初、 中、 高级层次， 前
两个层次大都可自然形成， 第三层次为高级
层次， 需要有自身追求意识才可以形成。 在
该书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引用案例呈现的严
密的研究功力， 这实际上在启示我们， 在当
今的教育中， 无论东西方， 班主任无疑都在
向研究型班主任这一层次发展， 这样才能使
学生的成长得以保证。

（ 《班主任一定要面对的
9

个问题》 ，

【英】 麦克·马兰、 里克·罗杰斯著， 中国青
年出版社出版）

观念中的历史与历史的真实
———暑期阅读阿房宫考古资料有感

■

项福库
近年来， 有关阿房宫考古报道时常

见诸报端， 但我始终没有时间对阿房宫
考古现状作一全面、 细致的了解。 今年
暑期， 我集中精力， 查阅了各大报刊报
道阿房宫考古的文章， 重点阅读了 《考
古与文物》

2006

年第
2

期杨东宇、 段清波
“阿房宫概念与阿房宫考古”、 中国文物
报
2008

年
1

月
4

日第
7

版李毓芳等 “近年来
阿房宫遗址的考古收获”、 刘庆柱 “秦阿
房宫遗址考古及其对历史研究的启示 ”

及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08

年第
2

期刘庆柱 “秦阿房宫遗
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等文章。 通过阅
读方知， 阿房宫遗址考古已经得出了惊
人的结论： 秦阿房宫没有建成， 所谓的
阿房宫前殿遗址其实就是没有建成的阿
房宫遗址， 这个遗址在秦末战乱中并未
遭到大火焚烧， 历史上有关 “项羽火烧

阿房宫” 的说法纯属讹传。 这一发现颠
覆了千百年来阿房宫在国人心目中的种
种传说， 也颠覆了阿房宫在我心目中已
形成了几十年的那段 “观念中的历史”。

在阅读之中， 在震惊之余， 我萌发了如
下感想：

其一， “观念中的历史 ” 不能代替
历史的真实。 千百年来， 阿房宫瑰丽恢
弘、 极度奢华在国人心目中已根深蒂固。

然而， 许多人尚未意识到在了解、 感知
阿房宫的过程中， 因受秦汉时期记载阿
房宫的史籍太少 、 人们对仅存的 《史
记》、 《汉书》 等史籍未能进行认真研读
以及历代文人对阿房宫的渲染、 夸大等
原因的作用与影响， 在感知表象阶段就
已形成了不真实的印象， 从而导致秦阿
房宫在其历史观念中有不准确甚至是错
误的地方。 比如有人认为阿房宫不仅建
成了， 而且规模宏大， 或者认为阿房宫
建成后被项羽一把大火烧掉等。 虽然这

段从感知表象到概念形成阶段就已经失真了
的 “观念中的历史”， 在国人记忆中存活了
近
2000

年， 但它终究代替不了历史的真实，

它终究经受不住科学考古发掘的检验。 “作
为近代科学发展出来的考古学， 使人类对自
身历史的认识……产生了全新的飞跃。” 考
古发掘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考证历史、 接近
史实的过程。 阿房宫考古也启示史学工作
者， 历史研究要不断吸收考古发掘的新成
果， 不断纠正观念中不准确的历史， 使 “观
念中的历史” 逐渐接近历史的真实。

其二， 传授与探求历史， 必须坚持文史
有别的原则。 常言道文史不分家， 但阿房宫
考古新结论足以启示国人， 在传授与探求历
史过程中必须坚持文史有别的原则。 首先是
不能把文学作品当作历史来传授或学习。 人
们在获取具体历史知识过程中， 往往会产生
认识上的错误， 常把文学作品形象与历史相
混淆。 史学工作者不仅要避免把文学作品当
成历史来向国人传授， 同时也要帮助国人克

服这种认识上的错误。 如赤壁之战中的火攻
计谋， 历史上本是东吴大将黄盖提出的， 但
《三国演义》 却移花接木， 安到诸葛亮和周
瑜身上。 又如历史上的武松并未单臂擒方
腊、 《水浒》 中的宋江也并非历史上的宋
江、 历史上的华佗并未给关羽刮骨疗毒等，

史学工作者都应向国人予以澄清， 使国人把
文学虚构与历史事实区别开来。 其次是不能
把历史描述文学化。 有的诗词歌赋史料价值
不高， 选择它们来辅助历史传授， 只能使历
史描述文学化， 造成历史的失真。 有的史学
工作者在描述、 讲解秦代修建阿房宫及项羽
火烧秦宫室这段历史时， 会情不自禁地引入
杜牧 《阿房宫赋》 中 “覆压三百余里， 隔天
离日”。 “楚人一炬， 可怜焦土” 等语句，

还以为这是在补史和证史， 其实还是在以讹
传讹。

其三 ， 考古发掘与史学研究应互为补
充。 考古发掘与史学研究是历史科学 （广义
历史学） 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 犹如车之两

轮、 鸟之两翼， 二者关系极为紧密。 考古发
掘与史学研究可相辅相成， 分工合作， 共同
探究人类社会的历史。 考古发掘可为历史研
究提供新的历史资料， 但它必须参证历史文
献记载。 阿房宫考古中就参证了 《史记》、

《水经注》、 《汉书》、 《长安志》 等大量历
史文献， 并借鉴了史学研究的相关成果。 而
史学研究除了为发掘出的各种遗迹、 遗物提
供文献上的解释外， 还要为考古发掘涉及到
的古代社会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等方面
的问题提供文献资料上的佐证与说明， 从而
弥补考古学在这些方面存在的不足。 同样，

史学研究因限于文献资料的不足， 也需要依
靠考古发掘出的新史料来推进研究工作。 赫
赫有名的秦皇朝仅历二世， 正史所载相对不
足， 因而考古发掘对于补订秦代史实起着极
为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对阿房宫遗址的考古
发掘就是对现存有关秦代阿房宫史料的最有
力的修订。 如在阿房宫的 “建成与否 ” 及
“火烧与否” 这两个问题上， 由于历史上记
载它们的文献资料相对缺乏， 史学研究就必
须依靠考古发掘出的新史料去探寻、 去弄清
这些问题。 这三点便是我阅读阿房宫考古资
料所得出的启示。

为“教师暑期阅读
推荐书目”叫好

■

吉林省抚松县第三中学 汉纪梅
每到暑期，学校领导都会圈定一些图

书要求教师阅读，并硬性规定写出不少于
几万字的笔记。 对这一活动，多数教师带
有抵触情绪，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教师不
愿意也不喜欢读书，另一方面，学校圈定
的书目的确不是教师所喜欢的。

首先声明， 笔者并不反对暑期阅读
的规定， 毕竟教师的职业决定其需要终
身学习， 需要通过读书来提升教师的素
养、 丰富教师的精神世界。 笔者反对的
是学校领导这种名利心或者说功利心的
做法， 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就可以在上一
级领导督导检查的时候， 学校可以拿出
直观性的材料， 并以此来获得个“学习
风气浓厚” 的评价， 从而在自己的政绩
簿中加上浓重的一笔。

殊不知， 这种做法对日常工作紧张
而又忙碌， 琐碎而又刻板的教师来说，

更容易使他们本已压力很大的心理更添
一份沉重。 笔者从事初中教育教学工作
已经

18

年了， 读书给我的教育教学带来了
永不枯竭的教学资源。 很多时候， 总会
有“书到用时方恨少” 的遗憾。 但是，

我不完全喜欢读学校在假期规定的那几
本教育著作， 因为， 除此而外， 专业书
籍更能提升教师的业务水平和业务素质。

可是， 面对几万字的读书笔记， 专业书
籍即使想看也只能束之高阁。

今年暑期到来之际， 我欣喜地发现
《中国教育报》 推出了“教师暑期阅读推
荐书目”， 而且书目的范围很广， 有教育
理论类、 教师专业成长类、 教育管理类、

教育心理类、 人文类， 还有学前教育类。

此举无疑解放了学校领导对阅读书目的
集中要求，对广大教师来说也是一件意义
非凡的事情。 推荐的阅读书目使得教师的
阅读选择面更广，阅读的目的性更明确。

面对这一宏大的书目， 选择自己感
兴趣、 兼顾专业的图书阅读， 给自己一
点自由， 但也要给专业一点专注！ 应该
说， 《中国教育报》 的这期特刊犹如燥
热伏天的一场及时雨， 清凉而又舒畅。

相信广大教师也一定会为“教师暑期阅
读推荐书目” 叫好。

暑热心燥， 要真正做到静心读书的
确不容易， 这时候， 读什么书就显得很
重要， 选则适合自己口味的书， 阅读起
来心情怡然， 学习所得也会在阅读中自
然产生， 撰写笔记也会成为一种乐趣。

暑期里， 我在践行着阅读， 尽管所
选书目有点多， 尽管阅读书目有点杂，

尽管所选书籍有的只是浏览了其中所喜
爱的几个篇章， 且大有走马观花之嫌，

但阅读的情趣、 读书的滋味却尽在其中。

感谢“教师暑期阅读推荐书目”，顺便
给《中国教育报》提点建议：各地暑期放假
时间有早有晚，暑假前，笔者只见过第一
批教师暑期阅读推荐书目，第二批因为进
入假期未能见到学校订阅的报纸， 所以，

可否在假期前公布所有阅读书目，以便让
我们的阅读有更多的选择。

【报眼态度】

【本期关注】

问题
1

班主任究竟在扮演什么角色？

问题
2

班主任在为谁工作？

问题
3

班主任如何高效率地工作？

问题
4

班主任如何让教师爱教，学生爱学？

问题
5

班主任如何制订有效的辅导规划？

问题
6

班主任怎样与家长打交道？

问题
7

班主任如何应对特殊情况？

问题
8

班主任如何与他人一起协调工作？

问题
9

班主任的未来向哪里去？

【暑期征文·人文社科组】

全国教师暑期阅读
中国教育报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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