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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隽永是书香
■

张贵勇
博尔赫斯说： “我的摇篮是铁栅栏之后的花园和一间放满英文书的藏书室。”

读书是人生的起点，人生就是不断求索的过程。 每个人都是从认识第一个汉字之后，

开始感悟世界和了解自身；在一本本教科书中积累知识，成长成熟，自立自强；在一部部经
典名著的感染下，不断顽强自己的意志，坚定未来的人生之路。

读书是令人难忘的精神之旅， 是思维对古今中外的肆意穿越， 是一场与先贤哲人
的温情对话。 在万籁俱寂的夜晚， 当你潜入文字的世界， 会听到一朵鲜花盛开的声

音、 一条河流呼吸的声音、 一缕月光微笑的声音……游走在由文字所描述、 所编
织的世界， 心灵复归宁静， 一切烦恼与苦痛都烟消云散， 天地间仿佛只剩下脚踏
大地仰望星空的自己。

思接千载， 神与物游， 读书不仅仅是一种心灵的享受， 更是对已逝过往的凝
神反思和自我价值的重新体认。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在阅读
中反思， 在反思中阅读， 智慧能得到提升， 心灵能得到净化； 再次凝视身边的世
界， 许多东西会变得更清楚， 再次反问自己的内心， 许多事理变得更澄明。 我们

的人生也因此达到另一种高度和境界。

这就是书籍的魅力， 这就是阅读的力量。

少年时代的苏东坡爱读书， 曾写下 “发愤识遍天下字， 立志读尽人间书” 的文字，

用以自勉。 在信息浩如烟海的时代， 我们虽不能像东坡居士那样皓首穷经， 却可以将
读书作为一种日常习惯、 一种生活方式、 一种精神寄托， 因为在浮躁的当下， 能满足
我们的求知欲、 让我们明白世界与人心、 实现诗意地栖居的， 唯有读书。

最为隽永是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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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浙
江教育出版社给广大教师们带来了
一份礼物。 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

浙江省功勋教师张天孝主编的《小学
数学》

1-12

册教科书， 已经全国中小
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

1-6

年
级上册已出版，成为通过教育部审查
的九年义务教育小学数学实验教科
书之一，供广大教师参考和选用。

该套教科书是在原来大纲版教
科书 《现代小学数学》 基础上， 按
照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实
验稿） 编写而成， 延续了以发展学
生思维能力为核心的指导思想， 倡
导 “提高数学素养 ， 降低学习难
度”， 主张 “轻负担”， 但不是削减
数学教学内容， 降低数学能力要求，

而是设计科学的学习序列， 降低学
生学习难度； 注重 “高质量”， 但不
是增加数学学习内容， 延长数学学
习时间， 而是创造有效的教学方式，

提高学生数学素养。 把知识转化为智
慧， 把技能转化为智慧。 在长期实验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教材特色， 通过
“重组结构、 更新内容、 滚动发展”

的方法， 设计了学习新序列； 通过
“主题介入、 数学建构、 差异发展”

的途径， 形成了教学新方式， 从而构
建了 “提高数学素养， 降低学习难
度” 的数学教学新体系。

浙教版小学数学的特色在哪里
呢？ 可能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有
不同的解读。 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
员会专家认为， 该套教科书： 双基比
较落实， 注意思维训练， 题目设计比
较灵活， 教材编排结构具有一定特
色。 可以说， 理念上所有的老师都认
同思维发展是数学教学的重中之重，

甚至可以说 “为思维而教”， 但数学
思维到底是什么？ 怎样有序地进行培
养？ 却常常是 “摸着石子过河”。 这
套小学 《数学》 教材一直注重学生数
学思维的培养， 并基于教材努力构建
思维训练的序列。 比如， 数与代数领
域中， 纯数学问题的

8

大结构； 图形
与几何领域的空间观念训练的

10

大系

列； 萌发辩证思维的
10

大系列等， 都是
基于

20

多年来实践经验的积累。

该教科书在第
11

届国际数学教育会
议上 （墨西哥） 做展示与交流， 并多次
获得教育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领导与专
家的赞誉： 新思维数学教材根植浙江，

辐射港澳， 影响华语圈。 教育部相关领
导对实验教材也寄予希望： 实验教材可
以为数学课程改革开辟新思路。 该教科
书的研究成果已先后获得两届浙江省人
民政府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目前
作为

2001

年以来浙江的
30

项优秀成果之
一选送教育部， 参加全国基础教育优秀
成果征集评奖活动。

自
2003

年以来， 该教科书已在杭州
市上城区开展了

6

年实验， 目前已经被
列入中小学用书目录， 供各地实验学校
选用， 由政府统一采购配套的作业本也
相继经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审
查通过，配套的教学参考书陆续出版，定
期的培训及时满足了一线教师的需求，

专业的网站已积累了大量的实验材料，

一个完整的教材服务体系已逐渐形成。

一轮实验结束后 ， 由北京师范大
学 “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 ” 国家重点
实验室， 对上城区

2003

年至
2009

年全程
使用该套小学数学教学实验的学生进
行了数学学业质量监测 ， 结论是 “数
学基础很好”。 目前， 该教科书已在北
京 、 上海 、 广东 、 江苏 、 安徽 、 内蒙
古等各省市的实验学校推广使用 ， 浙
江省内杭州 、 温州 、 绍兴 、 金华 、 台
州 、 衢州等地区均有实验学校加盟 ，

在杭州上城区 、 萧山区作区域推广 ，

更大范围的推广工作目前已经启动。

（何黎峰唐彩斌）

浙教版小学数学实验教科书（1-6年级）

———经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

进入
21

世纪以来， 教师质量以及
对教师的教育越来越成为全球社会 、

研究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特别是在新
名词 “教师教育 ” 取代 “师范教育 ”

的近年， 关于教师、 教师教育的话题
层出不穷。 更有世界各国以教师教育
创新为己任的教师培养与培训机构 ，

基于对教师这一社会角色的重新认知，

正在推进一些融传统与现代因素为一
体的教师教育变革。

在尊师重教依然任重道远的今天，

中国的教师教育者与世界各国的同行
一样面临着双重压力： 一方面， 对师
道理想的追求不能也不应该削弱； 另
一方面， 对教师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要
求也越来越高。 教育是人类文明延续
的重要方式， 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因素， 而教师素质对于教育的质
量则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教育的一
切改革最终都离不开好老师。

有鉴于此 ， 华东师范大学利用
“

985

”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建设的
契机， 集全校之力成立了教师教育改
革推进委员会。 在开展各种教师教育
理论研究和实践改革的同时， 我们组
织从事教师教育研究的多位学者， 精

心选择并翻译国际教师教育的新作 、

力作， 推出了这套 “教师教育新观察
译丛”。 从

2009

年到
2010

年出版了第一
批共

5

本图书。

《高效学习》 基于人是如何学习
的理论观点， 聚焦于阅读与素养、 数
学、 科学这三大主要学科领域， 从理
论和实践层面探索了 “理解性教学 ”

的教学形式 （基于项目学习、 基于设
计的学习和基于问题的学习）， 阐释了
在新技术的强大支持下， 革新课堂学
习环境， 促进高效学习的策略以及影
响这些策略有效性的因素与条件。

《有力的教师教育》 为我们呈现了
一幅清晰的图景，包括好的教师教育项
目在实践中是怎样的、这些项目的毕业
生能够做什么以及大学内部、大学和中
小学之间需要怎样做，等等。 对于那些
参与教师教育并努力使教师教育在教
育体系中占居一席之地的教育者来说，

该书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工具书。

《为了民主和社会公正的教师教
育》 一书， 构思了坚实的理论和哲学
框架， 是把教师教育概念化为社会公
正事业的一个令人信服的例子。 书中
充满了引人注目、 具有挑战和富有见

地的多种声音。 作者把教师教育实践和
政策作为社会公正的基石， 向读者展示
了参与为了社会公正的教师教育真正意
味着什么。

《文化多样性与教育： 基本原理、

课程与教学》 （第五版）， 旨在帮助教
育者明了多元文化教育的哲学与概念问
题。 此书从一个明确的哲学立场出发，

设计和有效实施了旨在反映多样性并为
多元文化实践提供合理指导的教学策
略， 同时描述了一些可以实现多元文化
理念、 概念的教育活动。

《学会教学： 教师专业发展导引》

以全新的视角阐述教师教育研究的过
程。 对于所有准备从教或有志于教师专
业持续发展的人来说， 该书将为他们的
课程学习提供一本易于理解、 可读性强
的必备指南。 书中探讨了如何从一个学
习者的角度认识自我， 分析了知识与理
解的性质。此外，该书对研究进行了有益
的综合的阐述， 甄别并揭示了与师范生
密切相关的各个方面。 该书各章的撰写
者， 都是具有丰富经验和广博专业知识
的教育学者， 而各章的内容则预示着多
元趋向的教师教育框架和专业持续发
展。

(

彭呈军
)

教师教育的不同视角
———华东师大出版社“教师教育新观察译丛”真情献给教师节

笪

许嘉璐先生作序
笪

出版发行韩文版， 开创我国教
育理论图书版权输出之先河

笪

深受各界好评， 连续重印
笪

全国新书销售排行榜名列前茅
笪

荣获全国教育理论优秀畅销书奖
笪

第一卷《新教育之梦》 荣获首
届中国教育学会奖

《朱永新教育文集》 是由
3

条纬线
和
4

条经线编织而成的一幅五光十色的
教育思想图景。 该书的

3

条纬线如下：

古—今线 考虑教育问题 、 研究
教育思想必须熔古今于一炉： 鉴古以
知今， 就今以论古。 《朱永新教育文
集》 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 它在讨论
今天的教育问题时， 常用古代思想家、

教育家的观点来加以印证； 在探讨古
代教育思想时， 也常与今天的教育观
点进行比较分析， 而且它还以三卷的
篇幅来讨论古代 （第二卷 ）、 近现代
（第三卷） 与当代 （第四卷） 的教育思
想。

中—外线研究中国的教育问题，

必须借鉴外国的教育理论和经验， 即
所谓思考问题要国际化。 当然， 在国
际化的同时还要加强本土化 。 可见 ，

研究教育和教育思想的所谓中—外线，

就是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 《朱永
新教育文集》 的这一条纬线是非常突
出的。

教育—心理线 教育与心理是紧
密联系、 不可分割的。 作者朱永新不
仅懂教育， 也很懂心理， 特别是对中
国心理学思想史极有研究。 正由于这

样， 作者在研究教育问题时， 便
自觉地与心理学挂起钩来， 相互
印证。 文集中有两卷专门研究心
理问题。

《朱永新教育文集》 的
4

条经
线如下：

人文—科学线古今中外的
学术研究存在着两种取向， 即人
文精神与科学精神， 现在的基本

共识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与
统一。 这一共识在研究教育和心理问
题上显得更为重要。 可以说， 《朱永
新教育文集》 中篇篇洋溢着人文精神，

充满着对人与教育的爱； 同时， 文集
也处处体现着科学精神， 揭示了教育
与心理的某些本质和规律。

理想—现实线 朱永新是一位既
富有理想又重视现实的人 。 第一卷
《新教育之梦———我的教育理想》， 就
是作者对理想与教育理想的大型交响
乐 式 的 赞 歌 。 第 五 卷 《困 境 与 超
越———教育问题分析 》 则是对我国教
育现实的思考。 同时， 作者还从自己
的教育理想出发， 紧扣教育现实， 开
展了有一定规模的新教育实验。

专精—广博线朱永新博学多才，

又在教育与心理领域有专门的研究 ，

是博与专结合的人才 。 正因为这样 ，

作者就用博—专线编织了自己的文
集。 以博而言， 包括有古今中外的有
关知识； 以专来论， 主要有对中国教
育思想史、 中国心理学思想史、 中外
教育现实问题等的专门而精深的研
究。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线这条线
是上述

6

条线的集中体现 。 由于文集
体现了古今与中外， 包括了教育和心
理， 统一了人文与科学， 融合了理想
与现实， 贯穿了专精与广博， 所以该
文集才会有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
式。 以内容说， 阅读这套文集， 会使
人产生畅游在教育与心理知识海洋的
感受 ； 以形式言 ， 有严谨的科学论
文、 轻松的散文随笔、 动人心弦的诗
歌吟唱。

编织五光十色的教育思想图景
———人民教育出版社隆重推介《朱永新教育文集》

《课堂教学的颠覆与重建》

陶继新、 李升勇著
2010

年
8

月出版
“杜郞口中学的课堂改革这几年

那么响， 但如果和乐陵市第一实验小
学的课堂改革比起来， 只能算改了一
半！” 在参观完山东省乐陵市第一实验
小学课堂改革后， 有专家曾毫不掩饰
地说 。 是专家偏爱 ， 还是确有实力 ？

您读了本书自有答案。

书中不仅介绍了乐陵实小课堂改
革的经历， 还为您解读一个经济欠发
达地区薄弱学校成长蜕变的秘密， 为
您诠释乐陵实小如何把 “回归” 作为
自己的办学追求， 让教育回归于生活、

回归于农业、 回归于儿童、 回归于游
戏的理念。

《管建刚作文教学系列》

管建刚著
2010

年
3

月出版
该系列共有

3

本： 《我的作文教学
主张》、 《我的作文教学革命》、 《我
的作文教学故事》， 既有系统性的教学
主张， 也有操作性的教学流程， 又有

真实生动的教学故事， 从不同侧面
反映了管建刚作文教学改革探索的
成果 。 这些成果 ， 作者虽自谦为
“一管” 之见， 实有广阔的视野。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50

位大师论教育》

杨斌编
2010

年
1

月出版
这是一本兼具思想性、 可读性

和经典价值的教育智慧读本。 书中
介绍了孔子、 卢梭、 爱因斯坦、 康
德、 梁启超、 杜威、 蔡元培、 叶圣
陶等

50

位古今中外思想家、 科学家、

教育家关于教育的精彩论述， 集中
回答了教育的本质 、 教学的艺术 、

知识之美、 教师的职业生活、 儿童
的成长等问题。 探幽析微， 居高声
远 ， 让我们直窥教育本原之堂奥 。

归真返璞 ， 正本清源 ， 你会发现 ，

教育， 原来可以如此朴素而美好！

《世界教育思想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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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现当代教
育思想大师探访》

檀传宝主编
2010

年
1

月出版

该书荟萃了从亚历山大·尼尔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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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世界级教育思想巨擘的主要思想。

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 维果茨基的文
化—历史理论、 布鲁纳的结构主义、 加
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 一直到诺丁斯的
关怀教育思想， 等等， 现当代世界教育
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 准确而完整。

在认真借鉴英语世界同类著作的基
础上， 该书既有思想评介， 又有论著摘
录， 无论教育研究人员还是一线教育工
作者， 均可非常便捷而精准地从中获得
思想大师们的生动启迪， 加深对现当代
教育发展特质的深切理解， 是教育、 教
研 、 教学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必备工具
书。

《经典教学法
50

例》

余文森、 林高明主编
2010

年
4

月出版
教学方法决定着师生智力活动与精

神生活的走向与品质。 该书共列举了
50

种中小学常用的经典教学方法， 论及各
种教学法的来龙去脉、 思想内涵、 行动
要领 、 得失优劣 、 应用案例 ， 分析透
彻， 十分具有操作性。

探寻教育的真谛与美好
———福建教育出版社系列好书送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