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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发言】

【新书在线】

追寻特级教师成长的路线图
———读《特级教师的特别建议》有感

■

林高明

时常听到一些教师长叹 ， 要是早
一点知道如何阅读 、 如何修炼 、 如何
研究……我们就会拥有更加智慧 、 更
加美好的教育教学生活。 《特级教师的
特别建议》 就是用诸多特级教师的生命
历程与心路历程来描绘教师成长的笔画
与成长的图景。 他们为我们绘制了一份
精神的地图， 成长的地图。

生命的修炼

教育教学事业是一种 “志业 ”与 “命
业”， 它需要生命全身心以赴的投入与创
造。于漪老师说道，生命与使命同行！只有
学会做人师，才能令教育在学生精神生命
中生发出持久 、深远 、素朴 、深入人心的
“光合作用”。 如何锻铸与植立教师的自我
人格呢？ 于漪老师坐言立行， 从德行、才
学、识见、能力等方面日复一日地形塑自
我，以德艺双馨、朗润芬芳的人格魅力来
育人，为我们树立了一座“师风可学，学风
可师”的路标……

刘云生老师从乡村小学一直走到重
庆市大渡口区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成为
全国有影响力的名师，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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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教育教
学生涯就是不断 “将自己锻造成器” 的
过程。 他修炼的秘诀就在于 “选择教育
需要一种勇气， 从事教育需要一种底气，

研究教育需要一种灵气”。 任勇老师深有
体会地指出， 教师要 “安于平凡， 不甘
平庸”， 要学会 “沉下去”， 沉下去就是
吸吮与获取生命的营养， 摄取成长的力
量 。 靳忠良老师通过内在的人格修养 ，

外显于教育教学实践中， 讲 “荡气回肠”

的课， 做 “英雄崇拜” 式的 “校草”， 将
令人头疼的政治课上得让学生们 “珍藏
于心”、 “终身受用”。 窦桂梅老师非常
精辟地提出： “我们的讲述可能是流利
的， 但却是就事论事、 浅薄、 平面化的；

我们的答疑解惑可能是耐心细致的， 但
缺少更深意义上的关怀和考量； 我们的
声音可能更多地来自喉咙， 而不是发自
内心； 我们的目光亲切柔和， 但是却缺
少深邃和睿智。 这一切都因为我们缺少
应有的知识底蕴和文化视野。” 于是， 她
认为， 读书是 “我们必须的生活”， “读
书修缮我们的灵魂， 使心灵日益变得健
康阳光 ”， “人的精神因读书而蓬勃葱
茏、 气象万千”。 教师是一种终身修行的
职业， 她需要心灵的静养， 精神的操持，

灵魂的涵蕴， 人格的修磨……

心灵的开启

真正的教育教学有别于技术性的训
练与职业性的驯化， 其重要的区别在于，

所有的教育教学活动是否经由心灵， 并
通过心灵从而改善心灵？ 在人性的冥迷
幽暗之际，是教师携一缕微明，让人心魂
清明；在徘徊歧路，知迷不返之时，是教师
一点一拨，唤醒沉睡于心的理性；在绝望
放弃的关头， 是教师用深沉绵长的心智，

给予学生一种不断向上、向善的力量……

上课铃响了， 玩打雪仗的孩子们余
兴未消， 老师去板书的一瞬间， 一个雪
球砸到了一位学生的脖子上， 这个孩子
高叫 ， 全体同学哄笑 。 面对这样的场
景， 多数教师怒不可遏， 直接将课停下
来， 查办 “恶作剧” 者， 同时， 稍带给
全班同学一次纪律教育。 而吴正宪老师
是怎么处理的呢？她话语贴近学生，说她
也喜欢玩雪，中午要跟大家去打雪仗。同
学们欢呼雀跃，老师又说，上课就认认真
真地学，下课就痛痛快快地玩。孩子们全
身心地投入到这节课的学习中来了……

班里的赵洁同学要买钢笔的
5

块钱不翼
而飞了，老师明白是谁拿了，同学们都大
嚷要搜身。 吴老师提议全班同学为赵洁
凑钱买钢笔。结果，拿钱的同学还了钱并
通过纸条与老师交流这一切。 老师真心
地安慰与帮助她 。 这个孩子长大成人
后， 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和一份满意的
工作……吴正宪老师深有感触地写道 ：

“当你走进孩子的心灵 ， 把自己的生命
和孩子的生命融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会
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换位思考， 就会用童
心去感受孩子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给
予孩子的不仅是一个智慧的头脑， 更应
为孩子塑造一个美丽的心灵”。 我们应该
寻找开启学生心扉的那把钥匙。 而这把
钥匙就深深地潜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智慧的锤炼

智慧锤炼的途径有多种多样 ， 各位
特级教师及教育专家在此都贡献出 “独
门绝技”， 让人受益匪浅。

于永正老师刷新备课观念 ， 强调
“备课要注重隐性备课 ”， 就是从教材 、

学生、 方法各方面来着手， 从而备知识、

备情感、 备方法、 备思想……其境界在
于 “万物皆备于我”。

当遇到诸如学生们对老舍先生的文
章质疑这样的问题时（读了《猫》可见老舍
爱猫胜过爱花，而读了《养花》则可见老舍
爱花胜过爱猫，这怎么解释呢？ ），钱正权
老师恳切地叙说，“语文教师怎样与学生
一起会晤文本”，只有教师能读到什么，学
生才可能感受到什么， 教师所得深浅高
低，决定了学生所得的深浅高低。

为了追求阳光般的课堂教学境界 ，

钱守旺、 陆安、 沈百军、 戴银杏等特级
教师针对有效的小组合作学习、 怎样提
高学生的操作能力、 教学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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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意

外怎么办……进行了细致深入 、 具体入
微的探讨。

对于教学反思与教科研的指导更是
切中肯綮。 其中， 有于漪、 于永正等名
师对教学反思意义的佐证。 小学数学特
级教师、 北京市昌平区城关小学柏继明
校长的教学反思让我感触非常深。 她认
为 ， 每一次都应该吸取上一次的精华 ，

去其糟粕， 带领学生少走弯路， 少摔跟
头， 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 要把自己成
功的经验 、 失败的教训记到教科书上 ，

记在例题、 习题旁， 学到哪里， 就记录
到哪里 。 有一次她在教小数加减法时 ，

书上安排了
5

个例题近
20

页的内容， 大约
要用两周学完。 她大胆改革， 用整数加
减法的法则来学习小数加减法， 注意归
纳整数加减法与小数加减法的相同点与
不同点， 只用了一节课， 学生们就掌握
了。 她马上在书边写道： “过去我用两
周讲此段内容， 学生最后的学习结果也
不过如此， 但在漫长的变化不大的学习过
程中，学生感到不新鲜了，厌倦了。 学生厌
学，厌的不是知识本身，而是教师一成不
变的教学模式。 这次改革，抓住了新旧知
识的联系， 大大减轻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提高了单位时间效率， 学生学得兴趣盎
然。 ”这样的反思扎实真切。

如何实现教师专业发展 ？ 怎样从专
业成长的 “高原” 跨入 “高地”？ 夏炎老
师提出 “与问题同行”， 杨德伦老师提出
“专题研究”， 童嘉森、 吴继烈老师对学
校开展教研活动及课题研究提出了几点
切实可行的建议。 宋运来老师则是非常
“具体而有用” 地总结了自己教科研写作
的体会， 他认为教师写作的论题可从以
下几方面得来： 从听课记录中找回忘却
的 “记忆”， 从 “教后记” 中寻找深刻的

“反思”， 从他人的言谈中意外 “拾荒”， 从
教育教学的困惑中 “探求”， 从不经意的小
事件中 “寻觅 ”， 从学生的作业与试卷中
“寻宝”， 从成功的做法中 “筛选”， 从教材
疏漏处 “指瑕”， 从业余阅读中 “触发”， 从
课题研究中 “收获”。

当然， 教师的课题研究其目的不是发表
文章、 出版专著， 而是如郑金洲教授所说的
“能否解决实际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解决实际
问题；能否改进教育教学实践，在多大程度上
改进教育教学实践； 能否提升教师教育教学
水平， 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教师教育教学水
平；能否促进学生的身心发展，在多大程度上
促进了这种发展， 才是衡量教师教育科研的
最终标准”。 郑金洲教授提出的《教师做科研
的十条建议》堪称教师教科研的行动指南。

所有这些都是教师对自身及对课堂教学
智慧的锤炼。 课堂教学如鱼得水 、 应对自
如、 妙趣横生……都是来自于阅读、 反思、

研究的千锤百炼、 精雕细琢。

荀子曰： 君子之学以美其身。 印度著名
的哲学家克里希那穆提意味深长地说， 正确
的教育来自我们自身的改造。 我必须再教育
自己……也许， 《特级教师的特别建议》 是
我们自身改造与教育自己的开端！ 特级教师
的特别建议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它会还
你一个独特的全新的自己！

《特级教师的特别建议》， 张彦春、 雷玲
主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出版

编后： 《特级教师的特别建议》 一书记
录并综合了一批特级教师成长的路径， 教育
教学经验的生成， 对广大教师， 尤其是青年
教师的成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种经验荟
萃成书， 使我们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
费工夫， 剩下的只要认真研习， 这是站在巨
人肩膀上的领悟与实践。

对外汉语：正是方兴未艾时
———我国首部大型对外汉语工具书应时而生

■

苏黎明

“学汉语吧， 那意味着你未来几十年
的机会和财富。” 这是法国巴黎街头的一
则广告， 看似普通的广告， 却足以向人
们展示汉语在当地的 “热度”； 而在亚洲
的一些地区， 人们甚至提出了 “汉语学
习要从娃娃抓起” 的口号； 展现在我们
面前的事实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
响力正在逐步加大， 而汉语也必将逐步
成为国际交往中的重要语言， 在世界更
多的国家和地区使用， 成为各国间发展
政治外交、 经贸文化、 教育科技交流的
重要工具和桥梁。

尽管汉语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难学
的语言之一， 但近年来， 世界上学汉语
的人却越来越多。

2007

年来中国学习的外
国留学人员达

19.55

万人， 分别来自
188

个
国家和地区。 与

2006

年相比，

2007

年来华
留学生年增长率为

20.17%

。 据国家汉语国
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预测， 到

2010

年，

全球学习汉语的人数预计将达到
1

亿人。

在国外 “汉语热度 ” 高涨的同时 ，

国内也早有对策与之呼应。 上个世纪
90

年
代中期， 北京语言大学还只是中国唯一
的一所专门对来华留学生进行汉语和中
华文化教育的国际型大学， 而今， 全国
已有

300

余所大学开设了对外汉语教学等
相关专业。

2009

年还将有
26

所院校新增对
外汉语专业。

为加快推广汉语国际化 ， 为全球汉
语学习者和研究者提供最全面 、 完备 、

系统的资料目录和文献， 作家出版社按
照基础实用、 全面系统的原则， 分门别
类汇集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发挥过重要
作用的专著和论文， 出版了 《对外汉语

教学论著指要与总目》 一书。

这套工具书全面展示了我国对外汉语
学科近

30

年来在教学、 科研等不同领域的
研究成果。 读者既能纵览国内各个阶段对
外汉语发展及科研的成果， 又可按国别寻
找汉语教学的研究成果及主要著作 。 该套
图书依据对外汉语教学学科体系的基本框
架将其分为十大板块： （一） 对外汉语教
学理论研究， 包括学科语言理论 、 语言学
习理论、 语言教学理论、 对外汉语教材基
本理论、 对外汉语教学流派及教学法 、 跨
文化教学论； （二） 对外汉语语言要素及
其教学研究 ， 包括汉语语音与语音教学 、

汉语词汇与词汇教学、 汉语语法与语法教
学、 汉字与汉字教学， 汉语与中国文化教
学； （三） 对外汉语课程教学研究 ， 包括
对外汉语听力教学研究、 对外汉语口语教
学研究 、 对外汉语阅读与写作教学研究 ，

对外汉语综合课教学及其研究； （四 ） 汉
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习得研究； （五 ） 汉语
测试理论及汉语测试研究； （六 ） 对外汉
语教师素质与教学技能、 对外汉语课堂教
学技巧； （七） 现代科学技术与多媒体教
学 ； （八 ） 世界汉语教学史研究 ； （九 ）

汉外语言对比与对外汉语教学研究； （十）

对外汉语教学学术集刊及其他。 目前已出
版的有 《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指要与总目第
一册》、 《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指要与总目第
二册》。

最近还将陆续出版面世的卷次有： 《对
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韩国朝鲜卷》、 《对外
汉语教学论著总目·北美洲卷》、 《对外汉语
教学论著总目·东南亚卷》、 《对外汉语教学
论著总目·俄罗斯卷》、 《对外汉语教学论著
总目·欧洲卷》、 《对外汉语教学论著总目·
国别全史》 等。

【专家视野】

【热点关注】

我们距离幸福有多远
■

孙海忠

暑假， 听陶继新作的 《读书与教师
生命成长 》、 《打点幸福人生 》 两场报
告， 令我经受了一次精神洗礼， 有一种
重生再造的感觉。

陶继新讲演的核心内容是 “做一个
幸福的教师 ”。 感动之余 ， 不禁反躬自
省： 我们距离 “幸福” 到底有多远？

有书作伴 ， 方能幸福一生 。 但是 ，

如今教师的读书状况并不乐观。 不少教
师除教材、 教参外几乎不读书。 教书而
不读书， 这种怪现象在教师群体中见怪
不怪 。 如果询问原因 ， 不外乎以下两
个。

一是工作压力大 ， 没时间读 。 这个
理由貌似合情合理 ， 其实经不住推敲 。

陶继新先生作为山东教育社的总编、 资
深记者， 身兼数职， 事务繁忙。 但陶先
生每天挤出时间读书、 背书， 雷打不动。

如此看来， 时间紧并不能成为我们不读
书的借口。 曾国藩说过： “苟能发奋自
立， 则家塾可读书， 即旷野之地、 热闹
之场亦可读书 ， 负薪牧豕 ， 皆可读书 ；

苟不能发奋自立， 则家塾不宜读书， 即
清净之乡、 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 何必
择时 ？ 何必择地 ？ 但自问立志真不真
耳！” 鲁迅先生有句名言： “时间就像海
绵里的水， 只要挤， 总是有的。” 这些经
验之谈的确是至理！

教师不读书的第二个理由是没必要
读 。 不少教师认为不读书也能教好书 ，

只要会做题就行了 。 这是典型的短视 。

不读书就会视野狭窄， 精神萎靡。 古人
云： 三日不读书， 便觉语言无味， 对镜
亦面目可憎。 试问： 这样的教师又会教
育出怎样的学生？ 不读书只做题的教师
也会把学生拖入 “题海 ” 而不能自拔 。

如果教育沦落为无休止地做题 、 讲题 ，

对师生而言都是一种生命的浪费乃至折
磨。 在其中找不到一点应有的美感和神
圣感。

读写是成就教师幸福人生的双翼 。

陶先生举了许多例子 ， 像关注师生读
写的朱永新 ， 奏起写作快乐乐章的黎
志新 ， 苦乐途中坚持读写的杨同杰 ，

酷爱 “红楼 ” 的张利平……这些成功
的教师有一个共同点 ， 就是坚持通过
读写提升自己的生命质量。 令人惋惜的
是， 放眼教师群体， 比读书更不容乐观
的是教师的写作状况。 一项调查资料表
明， 有近八成的语文教师不写作或很少
写作。 语文教师尚且如此， 遑论其他学
科的教师！

人生的最高需要是获得社会的尊重
和认可。 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渴望成功。

老师们， 请重新捡起曾经的梦想， 乘着
读书、 写作的翅膀飞向成功， 飞向幸福
人生吧。

淡泊宁静的心态是打点幸福人生的
基础。 诸葛亮有句名言： “非淡泊无以
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教育是一项寂寞的事业 ， 研究学问
需要 “板凳要坐十年冷 ” 的耐性和定
力 。 杨瑞清甘做 “傻子 ”， 多次放弃别
人求之不得的升官发财的机会， “一辈
子走在行知路上 ”， 在乡村教育园地里
默默耕耘。 陶先生五辞总编职位， 无论
身居何职， 始终坚守文化人的宁静。 这
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幸福离我们很远 ， 幸福又离我们很
近。 能否成为幸福的教师， 完全取决于
我们自己。

西点军校有句名言 ： “没有任何借
口。” 真的， 在把握人生走向这件事上，

我们的确没有任何借口。

编后： 德育在人们
的眼里似乎是老古董，

其实， 德为人成长之
首。 人无德， 其行不远
也， 它是人成长的脊
梁。 把德育融进各个学
科， 举手投足皆育德，

是一种很好的实践。 德
育不仅仅是说教， 更多
的是实践， 是身体力
行， 是以身示范， 是环
境氛围育人。

以创新的思路
推进学校德育发展

———简评《润物无声》

■

朱小蔓

少年兴则民族兴， 少年强则国家强。 当
代中小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 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德为才之帅， 其
思想道德状况如何， 直接关系到他们能否健
康成长成才， 关系到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

党的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

对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
的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 作出了重
要部署。 围绕中央的总体部署和精神要求，

全国各地都积极探索、 扎实行动。 最近， 由
翁铁慧同志主编的 《润物无声———党的十六
大以来上海中小学思想道德建设探索与发
展》， 全景式地展现了党的十六大以来上海
中小学德育探索与发展的创新成果和宝贵经
验， 无疑是近年来中小学德育创新的重要收
获， 值得全国同行关注。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 我国经济社会建设
快速发展， 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 一个面向
现代化、 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
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 这为育人事业提供
了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小学生德育工作迎来
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但与此同时， 我们也应
当清醒地看到， 在社会大环境飞速变化的今
天， 中小学生德育工作面临的新情况、 新问
题层出不穷、 挑战严峻， 必须用新理念、 新
方式和新的实践探索去应对。 在这样的形势
和背景之下， 《润物无声》 一书以下几方面
的特点尤其值得关注。

创新学校德育要抓住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的
新机遇
面对当代学生所处的时代环境， 上海市

教卫党委、 上海市教委及时而果断地制定了
《上海市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指导纲要 》 和
《上海市中小学生生命教育指导纲要》 （以
下简称 “两纲”）。 在这本书中， 我们可以看
到其中最闪亮的字眼也是 “两纲 ”， 并把
“两纲” 实施作为上海德育创新发展的突破
口贯穿始终。 这是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落
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学科教学是学校德育的主阵地。 因为不
同学科学习的内容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育资
源， 学科学习的过程也是道德学习的过程。

上海鲜明地提出构建学科德育体系， 要抓住
教育的本职， 激活原本就蕴含在学科教育中
的生命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内容， 把知识与
技能、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有机
地结合起来， 将德育和智育、 体育、 美育等
有机地结合起来， 把教书和育人有机地结合
起来， 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发展。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的将立足
点真正从传递知识调整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上来， 各学科课程标准都强调实现道德及价
值观教育目标， 强调培养学生积极情感体验
的态度目标， 要求尽可能地挖掘、 展示不同
学科在实现道德教育上的不同价值。

而且， 课程改革用生活德育的理念大大
改变了传统专设德育课程的面貌， 强调在真
实、 开放的生命感受中构建个体的道德成长
经验。 就此而言，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为解决以往学校教育中存在的智德分离、 知
情分离、 道德与生活相分离等二元现象提供
了一个实践平台。

创新学校德育要创设
育人为本的和谐精神文化
氛围
德育不是空洞无味的说教、 高深莫测的

理论， 而是有血有肉、 以心换心的真诚实
践。 该书紧扣德育 “做什么”、 “如何做”

等问题， 对基层学校的德育实践和氛围营造
作了生动的回应。 如， 结合区域特色， 引导
学生自主寻找城市文化遗产的内在精神， 增
强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 又如 ， 通过
“行、 习、 赏、 唱、 礼” 等一系列主题实践
活动， 推出了 “民族精神教育月”、 “阳光
星期六” 等一批活动； 通过 “温馨教室” 的
创建， 构建和谐的师生、 生生关系。 这一幕
幕场景、 一件件案例都十分可亲可学。 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在为学生营造良好的精
神文化氛围过程中提出了构建 “温馨教室”

的创新思路， 并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

“温馨教室” 是构建 “和谐校园” 的重要基
础， 是激发学生生命活力、 实现 “勤奋学
习， 快乐成长， 全面发展” 的有效途径， 也
是改善教育环境、 实现 “人人都是德育工作
者 ” 的重要举措 。 通过该书 ， 我们看到 ，

“温馨教室” 在校风、 教风、 学风的建设中，

对于大力倡导和谐温馨的理念、 培育和谐宽
容的精神、 构建和谐文明的人际关系产生了
积极的影响和推动。

创新学校德育要激发
教师成为有道德教育意识
和能力的人
教育的发展关键是教师。 只有通过教师

的创造性教育活动， 才能将教育内容具体化
为学生的道德认知、 道德情感和道德实践。

该书强调， 提高教师的育德意识和育德能
力， 关键是要深刻把握教师专业发展的内
涵， 坚持科学的教师专业发展观。

首先，教师的专业发展，要坚持正确的价
值观和科学的教学思想的统一。教师只有认同
并坚信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价值观，才能树立
正确的教育思想，把学生培养成具有创新精神
和健康人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 教师的专业发展， 是育德能力和
专业能力的统一， 只有正确把握德育的内容
体系和实施方法， 提高学科教学各环节落实
民族精神教育和生命教育的能力， 才能真正
担负起 “立德树人” 的重要使命。

再次， 教师的专业发展， 是学识魅力和
人格魅力的统一。 渊博的学识是教育和教学
的基础， 人格魅力是吸引学生、 影响学生的
重要条件， 只有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才能为
人师表、 严谨治学、 乐于奉献， 和学生共同
成长， 才能通过自己的专业发展促进学生的
全面发展。

总之， 该书是对上海中小学近年来德育
实践探索进行梳理、 总结的硕果， 是当前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
要研究成果， 对于继往开来， 进一步丰富我
国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新鲜经验， 具有宝贵的
意义。

（作者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农村教育研
究与培训中心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润物无声———党的十六大以来上海中
小学思想道德建设探索与发展》， 翁铁慧主
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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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写作的论题可从以下
几方面得来： 从听课记录中找
回忘却的“记忆”， 从“教后
记” 中寻找深刻的“反思” ，

从他人的言谈中意外“拾荒”，

从教育教学的困惑中“探求”，

从不经意的小事件中“寻觅”，

从学生的作业与试卷中“寻
宝” ， 从成功的做法中“筛
选”， 从教材疏漏处“指瑕”，

从业余阅读中“触发”， 从课
题研究中“收获”。

我们应该寻找开启学生心扉的那把钥匙。 而这把钥匙就深
深地潜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压力管理策略》（第五版）

压力———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所使用的高
频词， 因为它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的一种无法
逃避的心理状态。 有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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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是心理学
的时代， 因为人类开始真正关注解决自身的
问题了。 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如此强烈地感
受到压力对人类心理的冲击。 压力是把双刃
剑，在压力状态下，人们的反应是不同的。《压
力管理策略》 由美国学者

Brian Luke Sea鄄

ward

著，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该书被誉为
压力管理领域的“圣经”和权威之作，它将教
会你明智而理性地去看待外界的压力， 在变
化中实现和保持内心的平衡。 （佚名）

《舞蹈艺术概论》

由资深舞蹈理论专家隆荫培、 徐尔充合著
的舞蹈基础理论教材———《舞蹈艺术概论 》

（修订版） 日前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该书
自
1997

年出版以来， 深受广大专业舞者和业余
舞蹈爱好者的欢迎和厚爱， 很多艺术院校舞蹈
系将它作为舞蹈理论课程的教材。 同时它也是
报考各院校舞蹈研究生必备的参考书籍之一。

作者在多年教学的基出上， 根据国内外舞
蹈艺术发展的新情况对该书进行了修订。 除了
对各章节进行了充实或改写外， 还在各章前增
加了“本章要义”，各章后增加了“思考题”和“参
阅舞蹈舞剧作品要目”等。 （有宁）

【案头备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