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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教育图书的艰难成长

———2010年教师阅读和教育图书出版回眸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回顾

2010

年的教育图书市场， 许多业

界人士不约而同地用了 “平淡 ” 一词 ：

教师读书状况依然没有实质性的改观 ，

图书出版种类和整体销量与

2009

年基本持

平， 也鲜有吸引人眼球的畅销书。 零售

市场卖得最好的， 还是

2009

年出版的那本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

2010

年的教育图

书没有亮点。 事实上， 一些一线教师的

著作以鲜活的文字和饱满的热情， 为教

育图书市场注入了勃勃的生机。 这类作

品在数量上尽管不多， 但却彰显出教育

图书的发展态势———一线教师的真诚之

作注定要在图书市场占居一席之地。

侧重于实用、 可操作的

阅读特点没有实质改变， 教

师整体读书状况不容乐观

某著名教师曾表示 ， 近年在一些地

方和同行交流时， 他发现语文教师不读

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 每次报告结束 ，

留下一点儿时间请教师提问， 结果递上

来的条子大部分是打听高考试题的。 尤

其是参加教育行政部门主办的骨干教师

培训进修班的教师， 按教龄和资历都是

各地的教学中坚， 可是除了高考， 他们

往往就没有其他感兴趣的问题了。

其实， 不仅是语文教师 ， 很多教师

的主要精力依然在应试而不是读书上 。

一位高中教师向记者坦言， 他们只在评

职称或者上公开课时， 才看看书， 而且

看的基本都是拿来即用的书籍。 据北京

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统计，

2010

年

1

月

至

11

月， 销量排在前三位的教育图书分别

是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 《王金战育才

方案： 学习哪有那么难》、 《哈佛家训大

全集》。 从中可以看出， 最受读者欢迎的

教育图书 ， 关键词依然集中在 “学习 ”

和 “家教” 上。

一直以来， 国外引进版教育图书无

论在种类和销量上， 都没有超出国内本

土作品， 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教育类书

籍读者更注重实用性的阅读倾向。 据了

解， 我国引进的教育类图书多来自美国

和台湾地区， 欧洲国家的教育类图书由

于语言翻译问题， 引进品种和数量均较

少。 引进版图书以教育理论类书籍为主，

每种图书年销售量大约为

1000-4000

册 ，

基本属于常销书， 个别引进版教育图书

能卖到两三万册 ， 但总体看并不盈利 ，

出版社更多地靠之打品牌。

在源创图书出版人吴法源看来 ， 不

容乐观的教师读书状况， 既是应试教育

的恶果， 也是应试教育的表现。 在应试

的压力下， 教师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提

高学生成绩上， 很难有时间、 精力去读

书。 而教师不读书， 不仅束缚其自身教

育水平的提高， 也直接影响学生阅读习

惯的养成。 除此之外， 阅读对于教师群

体还有特殊意义， 教师的交流圈子相对

较小， 活动范围基本被束缚在学校和班

级之内 ， 更需要通过读书来开阔视野 ，

通过读书来提升内在的生活品质。

教师出版教育教学心得，

不仅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其行

为本身也具有标杆意义

“教师不读书， 是因为没尝到读书的

甜头， 也因为好书太少。” 吴法源说， 好

书少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既有思想积累又

有文字功力的作者少。 如今， 许多 “名

师” 一旦成名， 便难以有时间静下心来

出精品。 而大多数一线教师又因为阅历

和积累不够 ， 很难写出有分量的作品 。

好书少的另一个原因， 是目前的教育图

书市场存在不鼓励原创、 劣币驱逐良币

的现象， 即一些跟风性、 拼凑性的作品

往往因为出书周期短、 成本低而更有市

场， 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那些需要积

累多年才能完成的优秀著作。

记者曾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浏览

新书， 发现时下跟风性的作品比比皆是。

在家教类图书展架上， 与 《好妈妈胜过

好老师》 并排摆放的就有 《好爸爸胜过

好妈妈》、 《好爸妈胜过好老师》、 《好

妈妈也是好老师》、 《一个好父亲胜过一

百个老师》 等数十种封面设计极其相似

的 “山寨版” 图书。 更可笑的是， 竟然

有

7

家出版社同时用了 《好父母胜过好老

师》 的书名。 这种跟风炒作之风让那些

优秀作品需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才能走

近读者。

与此同时， 仍有一些优秀教师始终

坚守课堂， 踏踏实实进行

着可贵的教育实践， 并用

心血书写出不少优秀作

品。 例如， “

50

后” 高中

教师吴非， 曾以 《不跪着

教书》 闻名于教育界， 刚

刚出版的 《致青年教师 》

再一次受到强烈关注。 凭

借多年爱读书、 勤动笔的

生活习惯， 他主编了

20

多

种教学用书， 成为语文界

推广阅读的标杆式人物 。

他用实际行动表明， 教师

应充分认识自身的职业特

性， 自觉读书， 努力提升

思想品质和精神高度。

“

60

后 ” 教师薛瑞萍

也是语文界的标杆式人

物。 虽然只是合肥市第

62

中学小学部的一名语文教

师， 但她却有着普通教师

难以企及的专业素养 、开

阔的人文视野。 她主编的

《亲近母语·日有所诵 》系

列读本， 销量已突破百万

册。 她创作的“薛瑞萍班级日志”丛书（

6

册）、《给我一个班，我就心满意足了》等专

著， 既是一个班级教育生态的生动展示，

也是一位一线教师对教育孜孜不倦的反

思与总结。

作为 “

70

后” 教师的代表， 南京市琅

琊路小学语文教师周益民， 同样用自己

的文字展示着一线教师的喜怒哀乐和所

感所想。 他先后出版了 《步入诗意的丛

林》、 《儿童的阅读与为了儿童的阅读》、

《周益民讲语文》 等著作， 并主编了 《小

书虫牵手大作家》、 《上读书课啦———班

级读书会案例精选》 等书籍。 这些鲜活

有趣的文字反映了他充满激情的教育生

活， 同时也吸引着不同学校、 不同地域

的教师不仅自己多读书， 成为一名能教

会写的专家型教师， 也带动更多的学生

亲近经典， 走近书籍。

通过读书、 写作而成长起来的优秀

教师还有一大批， 像江苏南师大附中周

春梅老师、 常熟市石梅小学沈丽新老师、

山东泰山学院附中孙明霞老师、 福建东

山一中王木春老师等， 都是其中的佼佼

者。 他们的经历对一线教师的专业成长

都具有示范意义。

教师博客因为真实、 真诚

而格外打动人， 并成为本土原

创教育图书的重要来源

“

2

月

24

日，周三，多云。 清晨，走进教室，

我发现早来的孩子一些在参与服务， 另一些

孩子则规规矩矩地坐在位置上读书预习。 明

显感觉得出来， 这些孩子是带着满满的梦而

来，期望有一个好的开始。 走上讲台，我发现

那里放了一封信，打开一看，原来是芯羽写来

的道歉信……行走在课堂之上， 我总期望师

生能够在敞开的空间里焕发出思考的活力，

让每一节课都成为生命的历险。 我虔诚地期

待心灵下一次的相遇。 ”

这是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教师刘成伦

的一篇博客。 在教育在线的网站上，他的《我

的教育手记———守望的快乐》 已经写了约两

千篇，近

40

万字。字里行间记录着他看似平凡

却充满激情的教育生活， 其中既有感人的故

事，也有深刻的反思、随性的交流。 每篇博客

都用优美的诗歌作结束语。 这些博客人气颇

高，不仅有大量学生、网友的留言，不少家长

也纷纷写下读后感想。

据中国青年出版社 “常青藤系列教师图

书”负责人赵玉介绍，目前坚持每天写博客的

一线教师有很多。 在中国中小学教育教学网、

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网等网站上，就有

大批教师坚持写教学反思。这些教师忠实地记

录着日常的教学生活和反思，可谓当下教师生

活和中国教育现状的原生态展示。而其中鲜活

的文字资料，因为真实和真诚，格外打动人。其

实，像薛瑞萍、周益民等就是通过博客不断为

人所知，拥有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我现在每天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浏览

热门的教育网站或教育论坛。 ”在赵玉看来，

越是来自一线的文字越鲜活、越有趣，它反映

的是当前中国真实的教育生态， 具有很强的

发掘价值。 那些富有思想的文字如果加以梳

理和编辑，积累到一定篇幅，就是很好的本土

原创作品。而且，写博客的作者往往都有固定

的读者，有一定的交流圈子，博客一旦集辑出

版，将影响到一批教师。 例如，台湾教师阿伦

的博客就有很高的人气， 因之编辑出版的

《爱·读书》、《爱·上课》 在教育图书市场也有

不错的销量。赵玉表示，尽管目前总体来说能

够长期坚持下来并保证内容富有思想性和可

读性的教师博客并不多， 但这表明了教育图

书的一种发展趋势， 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有越

来越多的优秀作品从教师博客中走出来。

书名： 《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

缺失症儿童》

作者：

[

美

]

理查德·洛夫

出版单位：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获奖理由： 总是听到妈妈们担忧地说起

孩子对于电视、 电脑游戏、 游戏机、 虚拟世

界的沉迷， 听到孩子提起去公园玩时 “走多

路会太累” 的反抗声音……这是电脑、 信息

和科技的包围里成长起来的一代， 同时却出

现了越来越多肥胖、 注意力不集中、 心理抑

郁等令大人们手足无措的毛病。 《林间最后

的小孩》 及时说明了自然缺失症给儿童带来

的各种不良影响， 也通过很多令人鼓舞的案

例说明了与自然重修旧好的路径。

书名： 《那些让孩子感到幸福的事儿》

作者：

[

德

]

安东·布赫尔

出版单位： 中国青年出版社

获奖理由： 该书让你了解如何让孩子们

开心地迎接每一天， 让你与孩子的关系达成

美妙的沟通。 作者安东·布赫尔亲自询问了

孩子们的幸福感受， 得到了简单明了且感人

的答案。 他借用具有代表性的幸福研究的结

果， 最终得出了令人惊讶而又实用的结论：

孩子们比教育学专业书籍里描述的更幸福。

该书上市

9

个月， 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2010年影响教师的100本图书” 之十佳图书

最佳图书奖

书名：《致青年教师》

作者：吴非

出版单位：教育科学出版社

获奖理由： 该书是吴非告别讲台之

作。 在书中，作者与青年教师促膝谈心，将

30

年的教育教学经验与教训和盘托出。 该

书

40

余篇随笔文章，涉及青年教师工作与

生活的诸多方面。 作者就像是一个即将交

班的老师傅，手把手地在教徒弟，领着他

们去思考和解决一个个即将面对的问题。

他推心置腹，现身说法。 今天应该如何做

教师， 吴非以自己

30

年的经历作了回答。

因为真实、坦诚，该书格外打动人。

书名：“心理学经典实验书系”

作者：董奇 边玉芳 总主编

出版单位：浙江教育出版社

获奖理由：该书系兼顾学术性和普及

性，在介绍经典心理学实验目的、过程、结

论的同时，深入挖掘实验所蕴藏的心理学

原理，并对实验结果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

作了深入分析， 在介绍心理学原理的同

时，告诉每一位读者为什么是这样和应该

怎么正确应用。 对每一个心理学工作者而

言，该书系是他们开展心理学研究，揭示

心理规律的重要参考工具；对教育工作者

而言，可以从经典心理学实验中了解自身

和学生的心理规律。

书名：《给青年教师的

15

封信：教育家

对话新任教师》

作者：

[

美

]

乔纳森·考泽尔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获奖理由： “可恶的学生固然让人不

能容忍， 但如果能够经历这么一段， 他从

开始对老师不加掩饰的冷漠到后来愿意在

本上记录一些从前拒绝透露的事情， 新教

师都会觉得由衷的快乐 。 作为新教师 ，

没有经历这些美好时光 ， 可真有点遗

憾。” 教育家考泽尔在写给新教师的

15

封

信中， 没有耳提面命的倨傲， 只有这些

让人不忍不读的小句子。 在千人一面的

专家口吻教育图书里， 这就是一个很值得

推荐的理由。

书名：《拯救男孩》

作者：孙云晓 李文道 赵霞

出版单位：作家出版社

获奖理由：该书首印

10

万册，被称为

0-

18

岁男孩父母与教师的必读书。 该书以众

多研究为基础， 对当代中国男孩的危机作

了科学而翔实的描述， 深刻揭示了男孩成

长与教育的四大危机： 学业危机、 体质危

机、心理危机和社会危机。 同时，该书尖锐

地指出：“应试教育是男孩成长危机中最为

凶猛的杀手。 ”书中强调：教育应尊重男孩

的性别差异， 父教对男孩教育有重要的影

响，教育应让男孩适当承担压力和责任。

最具潜质奖

书名 ： 《老师的谎言———美国历史

教科书中的错误》

作者：

[

美

]

詹姆斯·洛温

出版单位： 中央编译出版社

获奖理由： 该书在美国的总销量超

过

100

万册， 并获得美国 “国家图书奖”，

这在目前的历史社会学著作中堪称绝无

仅有。 该书提供了一部内容真实且丰富

的历史， 使其能够完全忠实地展现美国

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 作者詹姆斯·洛温

针对美国教科书充斥的错误信息和短视

见解 ， 写成了这本震惊世人之作 ， 它

“极其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教育的真相 ”，

并改变了我们对美国历史的认识。

书 名 ： 《 孩 子 的 画 告 诉 我 们 什

么———儿童画与儿童心理解读》

作者：

[

德

]

罗泽·弗莱克

-

班格尔特

出版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获奖理由： 该书从儿童画的角度对

儿童心理进行了解读， 有助于我们进一

步认识儿童画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 儿

童画里面包含着重要的信息， 孩子们在画里

面展示着他们的世界观， 他们的感觉、 情绪

和所处的生活状态。 这本书将孩子们的图画

融入他们的生活环境和关系情境之中， 用敏

感的观察力描述了画画的孩子们所处的状态

和父母的想法。 每个阅读过该书的人， 都将

以新的态度对待孩子们的画， 并且重新审视

自己的行为。

书名： 《家庭作业的迷思》

作者：

[

美

]

艾尔菲·科恩

出版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获奖理由： 如今学生大量的课外时间被

家庭作业所占据。 对于为什么要有家庭作

业， 人们会给出很多答案。 该书作者用实证

的方法打破了家庭作业的虚假神话。 美国媒

体称， 该书是 “每位老师和校长都应该阅读

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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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在美国出版后，

曾长时间高踞亚马逊畅销书榜首。

2010

年翻

译成中文后， 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 该

书总结了大脑工作的

9

项基本原理， 这些原

理都是最基础的， 不会随环境的变化而改

变， 在教室里同在实验室里一样有效， 因此

可以推荐给教师运用在课堂教学中， 改善教

学。 作者写书的目的有两个： 让你知道学生

的大脑是如何运作的， 并利用这一点成为更

优秀的教师。

“2010年影响教师的100本图书”评选揭晓

教师爱读书不仅能提高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 也会对

学生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为了鼓励广大教师阅读优秀教

育书籍， 本刊于

2010

年

7

月推出第二届 “全国教师暑期阅

读随笔大赛”， 并在江苏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 开辟专

栏刊登 “全国教师暑期阅读随笔大赛” 优秀作品。 本刊同

时也联系了国内

20

余家主要教育出版单位， 向广大教师推

荐了

500

余本近两年出版的教育图书。

半年来， “全国教师暑期阅读随笔大赛” 得到了广大教

师的热烈关注和支持。 为了让更多的教师受益于优秀教育图

书， 本着精益求精的原则， 本刊启动了 “

2010

年影响教师的

100

本图书” 评选活动。 该评选活动从

500

余本教育图书中再

次遴选出

100

本图书， 并为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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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设立了最佳图书奖、 最

具潜质奖和特别推荐奖

3

个奖项， 以激励教育出版单位为教师

奉献更多的经典之作。

“2010年影响教师的100本图书”特刊

教师注重实用性的读书特点，

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优秀教育图书

的“小众化”，也反映了当前教师读

书状况不容乐观的现实。 可喜的

是，不少优秀教师开始用朴实鲜活

的文字，记录着教学实践中的点滴

感悟，成为今年教育图书市场为数

不多的亮点。

【报眼态度】

爱读书的教师

咋成了另类

■

孙村复

最近 ， 某教育刊物刊登了一封教师来

信， 信中反映了他遭遇的苦恼———爱看书的

他不受校长的欢迎， 也得不到同事的支持，

在学校几乎成了另类。

这种现象吴非在 “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志

趣” 一文中也提及： “你爱读书， 你以为到

学校工作能嗅到书香， 你甚至以为以后一生

都可以沉醉在书香之中。 你着迷地读书， 可

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你被同事们误会了：

他们起先以为你是想考研究生； 后来又以为

你有鸿鹄之志， 想著书立说； 再后来发现你

仅仅是爱读书而已； 最终认为你迂腐， 缺乏

生活情趣， 不懂生计。”

爱读书的教师竟然成了另类， 不容于校

长和同事， 这将是一种怎样的精神生态？

是的， 爱看书的教师肯定知识面广， 凡

事有一定的见解， 对校长作出的决定会提出

自己的看法。 腹有诗书气自华， 读书多了自

然才华流露， 在同事中形成一定的影响， 会

削弱校长的权威。 爱读书的教师往往喜欢舞

文弄墨， 在外面报刊上发表几篇文章， 其风

头会盖过校长。

这样的教师在身边， 校长多不自在啊！

是的 ， 下班后闲暇时 ， 爱读书的教师

不会和同事一起娱乐 ； 课间午间 ， 爱读书

的教师不会加入同事的神侃闲聊 ， 这样子

使得大家不自在； 在教学上 ， 爱读书的教

师常想出新点子， 下课时还常常吸引一堆

学生请教 ， 撂在一旁的同事多没面子啊 ；

爱读书的教师发表论文获得荣誉 ， 这不是

给别人压力吗？

这样的教师在身边， 同事多不自在啊！

自然， 爱读书的教师成了另类。

但是 ， 应该看到 ， 出现这种现象的学

校， 一定是一所封闭 、 保守的学校 ， 校长

依靠其行政权威控制着学校 ， 校长与教师

之间是一种命令与执行的关系 ； 这所学校

一定是一所从事着知识搬运的学校 ， 完成

知识的搬运不需要一再学习新鲜的知识 ，

思考深奥的哲理； 这所学校一定是一所沉

闷、 缺少生机、 没有创新的学校 ， 全新的

教学时间用来重复上演老套的故事 ， 教师

不会在乎学生眼神中对学习的热切期盼 ，

不会理解学生因成功产生的喜悦 ； 这所学

校一定是校长和一些教师缺少职业情怀和

追求的学校。 在他们看来， 教育教学只是他

们换取一份薪酬的差事。

听闻此事， 我本想谈谈半桶水和一桶水

的老调， 引引读史使人明智 、 读诗使人灵

秀、 数学使人周密、 科学使人深刻、 伦理学

使人庄重、 修辞学使人善辩等名人名言。 但

问题是， 这种学校的校长、 教师不知道读书

的重要吗？ 不， 他们知道 ， 但他们不想读

书， 为了保护自身不读书的状态不被打破，

他们本能地排斥读书！

基层的学校呼唤民主的管理方式， 普通

的教师在学校管理中也应享有参与权 、 评

价权。 我们常常呼吁要转变教育观念 ， 改

进教学方法， 其实不能单纯地看待教育观

念、 教学方法的变革问题 。 管理制度的变

革跟不上， 教育观念 、 教学方法的变革只

能寄希望于学校出现有觉悟、 有水平的高素

质领导者。

另外， 教师以一种怎样的态度生活决定

着其教育行为、 教育境界。 唤醒教师的职业

意识， 以积极的姿态投入教育生活， 体验教

书育人带来的愉悦， 这种内在动机催生的原

动力才会从根本上促使教师自发地去改变日

复一日的陈旧教学方式。

与一些地方的学校领导、 教师交流， 剖

析教学水平落后的根源， 常常会听到这样的

埋怨： 我们这地方偏僻， 经济落后； 教学设

施差， 用不上多媒体投影仪； 学生没见过世

面， 见识少……如此等等， 外部原因很多。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

之谓也”。 其实， 决定一所学校办学水平的

高低， 主要因素不在外部的物质条件， 而在

于校长、 教师的素质。 国外有一位校长， 为

兑现激励全校师生读书热情的诺言， 竟然四

肢着地爬行上班。 如果我们的校长也能有这

样的认识和襟怀， 引领师生爱读书， 何愁学

校不生机勃勃？

学校本是传递文化的机构 ， 教师本是

传递文化的使者。 只有教师喜欢读书 ， 成

为读书的楷模， 才能引导学生爱读书 ， 学

校才会充满浓郁的书香 。 但愿书香早日满

溢越来越多的学校， 催生出积极向上的教

育生态。

优秀的本土原创教育图书让教师受益， 也深受学生欢迎。 邱海鹰 摄

特别推荐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