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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影响教师的 100 本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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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青年教师的

15

封

信》作者乔纳森·考泽尔

【获奖感言】

【获奖感言】

需要拯救的不仅仅是男孩

■

孙云晓

荩

在问题重重的中国青少年

教育领域，《拯救男孩》 一书石破

天惊地提出“男孩危机”问题，指

出当代男孩得奖学金者更少了、

跑得更慢了、心理更脆弱了、更缺

乏责任心了……并揪出在学校、

家庭、 社会中潜藏着的男孩成长

的凶猛杀手， 为男孩教育和国民

素质的提升敲响了警钟。

我对“男孩危机”的关注有

20

多年了，

早在

1986

年发表的报告文学 《“邪门大队

长”的冤屈》中，我就写了男孩如何受陈腐

教育观念的伤害。

1993

年发表《夏令营中的

较量》一文时，与日本男孩相比，中国男孩

外表羸弱、 心理脆弱的形象就已印刻在我

的脑海中。在从事儿童、青少年研究的几十

年间，我的这种判断逐渐得到加深，既有研

究数据的论证，又有我自己的亲身了解。我

在全国各地作过上千次报告， 每次报告结

束， 总有许多男孩的父母问我各种各样的

问题，“问题孩子”好像成了男孩的代名词，

这些都促使我不断思考： 到底男孩有没有

不同于女孩的问题？如果有，那问题到底出

在什么地方？原因何在？

2008

年春天，我与李文道、赵霞两位发

展心理学博士开始认真探讨 “男孩危机”这

个现象，我们决定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把这

个课题做好。经过一年半的探索，我们发现

“男孩危机”是全局性的危机，从东西到南北，从

城市到乡村，男孩的情况都不乐观。

我们把“男孩危机”概括为四大方面：学

业危机、体质危机、心理危机和社会危机。在学

业方面，大量研究数据表明，从小学开始，到初

中、高中，再到大学，男孩的学业成就全线落后

于女孩。比如，国家奖学金获奖者的性别比例，

连续

2006

—

2007

、

2007

—

2008

两个学年度，男

女大学生获奖的实际比例均为

1∶2

左右，男生远

远落后于女生。 在体质方面， 从

1985

年到

2005

年，中国男孩的体质在持续稳定地下降，男孩跑

得更慢了、跳得更近了、爆发力更差了……这种

状况不仅对男孩自身是一种伤害，还会危及国

防事业以及国民素质的提升，危害当今、遗患

未来。在心理方面，男孩的心理更加脆弱，男孩

在常见心理疾病（多动症、自闭症、学习障碍）

方面的发病率远远高于女孩，男孩更容易出现

各种成瘾行为（烟瘾、酒瘾、网瘾等），男孩的社

会危机主要指当代男孩责任心不够、阳刚气不

足、更容易出现违法犯罪行为等。

在归纳四大危机的基础之上， 我们提出

了“男孩危机”的三大成因：应试教育、家庭教

育和流行文化。“男孩危机”首先是教育危机，

在利益的诱惑与驱动下， 许多学校被绑上了

应试教育的战车， 我们把应试教育看作男孩

成长最为凶猛的杀手，提出“应试教育对男孩

更不利” 的观点， 认为应试教育漠视性别差

异，男孩的优势被弱化、劣势被凸显、特点被

看作缺点，应试教育从教学内容、教学方式、

教学评价等方面对男孩都更为不利。 在家庭

方面， 父教缺失对男孩成长具有破坏性的影

响， 许多父亲对父教的价值存在认识误区或

不足，有意无意地疏忽了自己的教养责任，危

及男孩性别角色的形成、阳刚气质的获得等，

母教溺爱也会危及男孩的责任心、独立性、阳

刚气质等男子汉特质。在社会层面，不良的流

行文化对男孩发展具有消极影响， 如不正常

娱乐榜样的流行， 使许多男孩的性别角色标

准被颠倒，“伪娘”成风。

最后，我们总结出拯救男孩的策略：一是

改变对男孩的态度。男孩有缺点，也有优点，但

更多的是不同于女孩的特点，父母和教师要理

解男孩，宽容暂时落后的男孩，不因男孩暂时

的落后而丧失对男孩的信心。二是要充分发挥

父亲的作用。 父亲是男孩教育的第一资源，也

是最重要的男子汉启蒙教师。父亲要以亲密朋

友的身份回到孩子的身边，并就如何成为真正

的男子汉给儿子作出榜样。三是把男孩教育和

运动教育紧密结合起来。 就像雄鹰需要天空、

骏马需要草原，男孩的天性决定了他必须与运

动相伴终生。没有运动就没有男孩，更没有男

子汉，没有运动的男孩可能是“问题男孩”。

在长达一年半的写作过程中， 我们讨论

得越深入，就越发感到《拯救男孩》的价值，对

“男孩危机”的揭示使它具有了一定的思想深

度，它将改变人们对男孩的认识，使整个社会

正视“男孩危机”的现实存在，促使整个社会

思考如何拯救男孩。

《拯救男孩》一面世，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

关注， 其程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最初期待。《人民

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

报》等各大媒体纷纷予以报导道，各大网站纷纷

转载……中国教育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等均进

行了专题报道。《拯救男孩》一书及其揭示的“男

孩危机” 现象还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关注， 美国

CNN

曾引用此书报道中国“男孩危机”现象，美

国、意大利、西班牙、新加坡等国家的媒体均对

作者进行过专访。

《拯救男孩》还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某学者

在《青年研究》上发表《男孩危机是一个伪命

题》，我们则发表驳文《男孩危机是一个客观存

在的事实》。

2010

年

15

—

16

期的 《教育发展研

究》以“男孩危机”为专题，发表了

4

篇有关“男

孩危机” 的论文。

2010

年

11

期的 《中国青年研

究》以“拯救男孩”为专题，邀请《拯救男孩》作

者及相关学者发表

5

篇论文，展开理论争鸣。当

然，最重要的是教育实践。在《拯救男孩》的影

响下， 许多学校和家庭开始改变对男孩的教

育，明显增加男孩的运动量，一些学校设立男

生班和女生班，教育部门开始注意加强幼儿园

男教师的培养和引进工作。

我特别感谢朱永新教授在百忙之中执笔

作序， 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需要拯救的不

仅是男孩，更是我们的教育。”

（《拯救男孩》， 孙云晓、 李文道、 赵霞

著， 作家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

写给新教师的信

■

顾晓清

荩

在美国，乔纳森·考泽尔是一

个以 “一手经验写书” 著称的教育

家。《给青年教师的

15

封信》 一书充

分体现了他一贯的对抽象化的理论

和案例的质疑， 是其亲身到新任教

师弗朗西斯科班上听课一年多后，

对其提出的日常教育问题进行解惑

而结出的硕果。刚刚走上教学一线、

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而懊恼的年轻

教师， 尤其能从中获得心灵的理解

和教学困惑的解答。

2010

年， 我们引进出版了美国当代教育

家、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乔纳森·考泽尔的

《给青年教师的

15

封信： 教育家对话新任教

师》。 从事儿童教育工作

40

余年的考泽尔，到

新任教师弗朗西斯科班上听课一年多， 两人

成了莫逆之交。继而，弗朗西斯科向考泽尔请

教日常教学生活中的问题， 简短的谈话无法

尽兴，便催生了

15

封解疑信。在这些信件中，

考泽尔不仅回答了弗朗西斯科在日常课堂上

遇到的问题、穿插回忆了自己的教育生涯，还

结合了困扰其他青年教师的教学情境进行解

答，如是，使本书脱离了私人信件的狭隘性，

更具普遍适用性。

此书在美国一经出版，便被《出版商周刊》

评为“五星级图书”，得到美国国家教育协会主

席的热情推荐。它“向第一年入职的教师或执

教

40

年的教师讲述教师这一美好职业带来的

快乐、挑战和丰厚回报，用那些感动和喜悦让

教师记起自己的理想和职责，对逐渐僵化的教

育体制始终抱有警惕。但是，它又不是一本浅

薄的励志书， 除了对青年教师在教学方法、教

育态度等各方面给出善意的指点之外，作者还

对美国的公立教育现状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包

括高利害性测试、标准化训练、教育券等。”

同样地，《给青年教师的

15

封信———教育家

对话新任教师》中文版一面世，也在中国读者中

引起很大的反响。原本只是针对中小学教师阅读

与培训出版的一本书， 竟然也受到中职学校、技

术学院青年教师的欢迎。教师们自发写了许多读

后感，或在学校读书会上交流，或贴在自己的博

客空间里。 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封教师的来信，

他说自己第一年当班主任就“不幸”接到了一个

“差班”，成天面对那些谈不上天真，甚至有些凶

狠的学生的眼神， 就像被从头到脚倒了一盆凉

水。 但是有一天在书店里无意中看到这本书，看

着看着，眼泪都忍不住流出来，感谢华东师大出

版社出版了这样的好书。还有什么比收到这样一

封读者来信更让编辑欢欣鼓舞呢？教育出版是一

个利润不高的行业，但是正因为可以和教师朋友

分享那些美好的瞬间，我们才如此坚持。

当初考虑引进这本书，不仅仅因为作者考

泽尔获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更因为在美国，考

泽尔是一个以“一手经验写书”著称的教育家。

在一些抽象问题上，他从来不轻信纸上的案例，

也不把理论当成武器。在他看来，比起那些抽象

的语词———“批准”、“表彰”、“绩效考核”， 粉笔

和黑板擦这些具体的事物更贴近教师的课堂教

学。当一名教师面临失败的课堂时，他的语言习

惯和表情动作会比他的自我倾诉更具真实性。

此外，作为一个教育家，比起在大礼堂中对着一

群未知的受众讲述他的教育观点， 考泽尔更喜

欢针对教师个体，针对一个生动的、担负着教育

使命的个体，进行耐心的指导，从个体的真实反

馈中修正自己的方案。因此，他在

40

多年的教育

工作中， 花费了一半以上的时间去美国各地听

课，和许多教师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在这本书里，考泽尔向新教师承认，自己

初执教鞭之时并不顺利。作为一个哈佛毕业生，

在公立学校的教书生活并不符合他的期待，几

乎可谓一团糟。 他碰到过一些难教的孩子，“他

们对老师粗鲁无礼、横加指责，以至于他们赤手

空拳就能让几乎所有的严肃教育陷于瘫痪。”事

实上， 这种情况不论在美国还是中国都是客观

存在。 每年都会有一些踌躇满志的师范生走出

大学校园，进入他们想象中“朝气蓬勃”的中小

学校园。但是，和那些“看上去怎么也教不好的”

学生纠缠了半个学期后， 他们开始怀疑师范课

程中教过的内容。“如果允许这个孩子占用太多

课上时间，我就无法给班上其他孩子上好课，也

就毁了其他所有人的学习。”尽管知道这样做与

教育的根本原则背道而驰， 他们还是会用一切

可能的方法去孤立那个孩子， 将他无限期地留

在老师和同学的关注范围之外。

难道我们要眼睁睁地看着教育在年轻一

代教师的手上依然散发出陈旧的味道吗？对

此，考泽尔没有答案，正如对于教育本身的疑

问，我们永远没有答案。但是考泽尔提醒所有

的教师， 你们和孩子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你

们对教育使命的忠诚将是你们力量的源泉、思

考的起点。“我们在学校中努力工作，不是为了

自己有钱去购买什么，我们投资的是我们生活

于其中的地区以至国家的利益……我们是在

为公平和正义而教书”。 今天你在处理学生的

问题上为自己找了借口，日后当你碰到不公的

处理时也记得不要抱怨。 找借口是有传染性

的，“向那些极不合理的规定屈膝投降也是具

有传染性的”， 孩子会记得你和你的话。 这一

点，不会因为教师的年轻与否而有所动摇。

（《给青年教师的

15

封信：教育家对话新

任教师》，

[

美

]

乔纳森·考泽尔著， 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10

年

1

月出版。 本文作者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

感受教育之光的温暖

■

吴法源

荩

这是一本让人不忍卒读的

书， 阅读时， 读者常常担心读得太

快，会一下子读完了。在商业领袖普

遍成为大众偶像的今天，从《不跪着

教书》到《致青年教师》，吴非老师的

书总让人思考和落泪， 从其中温暖

的教育细节中感受到教师职业的高

贵与美好。

2010

年

2

月底，我收到吴非老师用电子邮件

发来的《致青年教师》书稿，就迫不及待地先睹

为快。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之后，意外发生了。

3

月的一天，吴非老师早上起来，突然发现

他的一只眼睛看不见东西了， 但早读课和第一

节课是他的，临时也找不到其他老师帮忙代课。

他坚持到校上完课 （他家就住在学校旁边），他

和他的学生都没意识到， 这竟是吴非老师的最

后一节课！ 是他

30

年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节课！

下课后赶到医院， 吴非老师和往常一样，

排队、取号、等待叫号。 他是江苏省首批教授级

特级教师，可以优先看病，但他从来没有使用过

这个“优待证”，等终于轮上号、看上病，已是下

午

1

点多钟。 他以为只是视网膜脱落，没想到情

况要严重得多， 医生初步诊断为左眼底动脉栓

塞导致视力缺失，这种病的诊治要分秒必争，不

幸的是，吴非老师已经贻误了最佳的医治时机，

后来经过针灸等各种措施医治， 都无法扭转病

情。就这样，吴非老师的左眼基本上再也看不清

东西了，而他的右眼视力原本也不好。 因为这

个意外，吴非老师提早半年“被退休”了。

乍听到这个消息，我忍不住流泪，陷入长

久的自责中。如果不是《致青年教师》的写作，

这个意外也许就不会发生！尽管我知道，吴非

老师会说是自己一时疏忽， 说他不该熬夜看

东西、写东西，说这是一次意外，但我可能永

远无法释怀。发生这样的不幸，也许最根本的

原因是，吴非重承诺，答应的事总要尽力尽快

地做，他又心软，来者不拒，这些年为了“还文

字债”，他每天笔耕不辍，像被抽打的陀螺一

样停不下来。《致青年教师》一书，吴非老师构

思、写作、修改、校对，又请几位青年教师朋友

帮忙核实细节、校对文字，薄薄一册小书竟也

历时数载。可以想象，他在这本书上倾注了多

少心血、耗费了多少眼力！ 每每想到这些，我

都很心痛、很内疚———借此，我向吴非老师表

达深深的歉疚和感谢！

在编辑这本书时，我好几次不忍卒读。 怕

读得太快，一下子读完了（后来许多读者反馈，

他们也有这样的感受），很久没有看到这样充满

深情和智慧的书籍了。阅读中，我有时忍不住地

兴奋，为作者对教育常识、对教师职业尊严的捍

卫而击掌；有时又不禁落泪，为作者对教师职业

的热爱、对学生的挚爱而感动。读这本书的过程

中，我也在接受一次心灵洗礼、一次爱与善的洗

礼。 书中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美好人性的追寻和

赞美，这正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揭示！

《致青年教师》上市后，反响一如预期，这本

书引发了无数教师的热读和思考。 北京市十一

学校、复旦大学附属中学、福州一中、清华大学

附属小学、常熟石梅小学、广西师范大学“国培

班” 等数百所学校和机构纷纷将其选作培训教

材，或作为礼物送给老师。山东省临邑市教育局

向全县

3000

余名教师赠送《致青年教师》，掀起

“与书为友，同享智慧———同读一本书”的热潮，

更多的教师自发购买、传阅、讨论、撰写读后感。

2010

年下半年，几乎所有的教育报刊都刊发了大

量读者投稿的《致青年教师》书评、读后感。 在网

络论坛和教师个人博客上，《致青年教师》的读后

感更是数量惊人（为方便读者交流，出版者专门

建立了“《致青年教师》专属博客”）。

这些书评和读后感从各自不同的角度讲

述了《致青年教师》给老师们带来的思考和感

动， 很多老师从阅读这本书开始反思自己的

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反思教育改革的起点，

追寻教师职业的真谛。一些老师说，看了书中

《像太阳一样升起的白旗》这篇文章，忍不住

数度落泪，为那些来自校园里的温暖细节，为

教育中呈现的人性光芒而感动不已！

6

年前，我曾编辑了吴非老师的《不跪着教

书》， 切身感受到无数一线教师因 《不跪着教

书》增添了教育的信心，昂起头来做教师。 而

今， 我再次编辑吴非老师的书———《致青年教

师》，我感觉自己很幸运。 我期待着，那些不放

弃理想的老师们能从这本书中感受到教育之

光的温暖，体会到教师职业的美好、人性的美

好，这也是吴非老师的期待吧！

（《致青年教师》， 吴非著， 教育科学出

版社

2010

年

6

月出版。 本文作者系《致青年教

师》策划人。）

打开人类心理的黑匣子

■

周俊

荩

将罗森塔尔效应实验从心

理学资料中提取出来 ， 换之以

“教师的期望能够提高学生的学

习成绩吗” 这样的日常题目呈现

在读者面前，“心理学经典实验书

系” 对心理学史上的

300

多个经

典实验进行了从专业到大众的转

化， 是教育工作者的案头必备图

书。

心理学是一门很有趣味性的学科 。

有人说： “学心理学的人能看透别人的

心理， 知道他人心里想什么， 好厉害！”

这种说法把心理学神化了。

“心理学” 一词来源于希腊文， 意思

是关于灵魂的科学。 在心理学真正成为

一门学科之前， 人类一直都在为解开一

个个自身之谜而不懈地努力着， 这种努

力更多地表现为先哲们对人类自身的观

察和理性思考。 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

曾说 ： “心理学只有一个短暂的历史 ，

却有一个长久的过去。” 直到

1879

年德国

人冯特在莱比锡大学成立第一个心理学

实验室， 心理学才真正从哲学的母体中

独立出来， 成为一门学科。

实验是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 著

名心理学史家波林曾说： “一部心理学

史， 就是一部实验心理学史。” 心理科学

诞生后， 心理学实验成为探索各种心理

因素因果关系的最有效手段， 成为推动

心理科学快速发展的最大动力。

100

多年

来， 心理学工作者在心理学各个领域进

行了大量实验， 其中不乏构思精巧、 设

计巧妙的经典之作。 透过这些经典实验，

人类心理的黑箱子得以层层打开， 心理

规律得以发现， 人类在认识自身心理奥

秘的道路上不断迈进。

一个个经典心理学实验像化石和文

物一样记录着心理学发展的轨迹， 然而，

这些化石和文物零散地深藏于各种杂志、

专著或教科书中， 一般研究者和心理学

爱好者并没有机会欣赏。 心理学界长期

以来缺乏对心理学实验的系统梳理， 实

验或者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被抽象为各种

设计原则和操作方法， 或者在理论书籍

中为佐证观点而被泛泛介绍， 实验内容

与方法长期处于相对分离的状态。 这样

的 “骨肉分离” 使每一位心理学研究者

都不得不深埋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

独自摸索， 也使很多心理学学习者对实

验设计望而却步。

1992

年 ， 美 国 心 理 学 教 授 洛 克

（

Rock

） 编写了 《改变心理学的

40

项研

究———探索心理学研究的历史》一书 ，为

心理学研究者和爱好者搭建了一座心理

学经典实验的 “博物馆 ”。这部著作中的

40

项实验来自于心理学的多个领域 ，很

显然，洛克建造了一座综合性博物馆。但

像现实生活中有军事博物馆、 艺术博物

馆一样， 已发展成参天大树的心理学需

要更多的专业博物馆 。于是 ，这套 “心理

学经典实验书系”应运而生。

该书系从儿童、 教育、 健康、 生活、

管理 、 社会等方面进行分册介绍 ， 每

一个实验都充分体现了经典性 ： 从艾

宾浩斯的记忆遗忘曲线实验到皮亚杰

的三山实验 ， 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

得者卡尼曼的小概率事件的实验 ， 可

以说每一个实验都在心理学的某一领

域产生过广泛的影响 ， 成为众多后来

人模仿和学习的对象。 整套书系让人仿

佛置身于艺术品的世界， 为实验者的精

巧设计啧啧称奇 。 该书系共选择了

300

多个实验 ， 时间跨越

100

多年 ， 但给人

的感觉并不杂乱。 这些实验被该书系的

作者系统、 灵活、 恰当地放在了各个专

题下， 在专题的开头部分， 作者都对该

专题中涉及的关键概念进行了解释， 把

实验的经典性与知识的系统性完美地结

合在了一起。

了解心理学实验还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 对心理学工作者而言， 要掌握心理

学研究的方法、 揭示心理规律， 必须了

解经典心理学实验的设计、 过程和结论，

而大众可以从经典心理学实验中了解人

的心理规律、 了解人类自身 ， 指导自己

的日常生活、 工作和学习。 事实上， 很

多人正是从对心理学实验的解读中走近

心理学、 了解心理学的。

讲起教师对学生的期待的巨大作

用， 我们会提到罗森塔尔效应实验； 谈

到广告能改变人们的购买态度， 我们会

说起认知失调实验； 讨论如何减轻精神压

力， 我们会说到蔡加尼克效应实验……这

些经典实验引领人们进入最神秘的心理世

界， 使人们如醉如痴， 如醍醐灌顶， 渴

望能更多地了解这些实验揭示的心理学

原理。

“心理学经典实验书系” 没有停留在

理论层面， 也并非将经典实验原封不动

地照搬， 而是结合实验结果及作者自身

的管理实践经验， 提出了很多颇具实用

性的实践方案， 供读者选用， 可谓一次

颇具创造性的尝试， 使神秘的心理学走

出象牙塔， 走进大众的生活， 将心理学

的理论探索和科学研究与现实环境中个

体的成长密切联系起来， 帮助人们了解

心理学， 主动运用心理学原理指导自己

的生活。

该书系同时也是一套资料详尽的科

普读物。以《教育心理学》分册为例，它从

大量教育问题入手：“教师的期望能够提

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吗 ？”“跳一跳就能摘

到桃子？”“读了不如说了？”“怎样才能让

记住的东西不忘记？”这些是教师和家长

在日常教育中感到困惑的问题。 他们或

许已经知道其中蕴藏的原理， 但不清楚

在教学工作中该如何有效运用。 作者把

这些问题从经验层面解放出来，用科学的

方法作出了准确、客观的解答。

生活是单调的， 又是五彩缤纷的；生

活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五彩缤纷和幸

福的生活不是与生俱来的， 生活需要学

习，人生需要智慧。假如我们能够深刻地

剖析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进而智慧地解决

人生中的各种问题，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

享受人生，更快乐地生活。

（“心理学经典实验书系 ”， 董奇 、

边玉芳总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

年

12

月出版。 本文作者系 “心理学经典实验

书系” 策划人。）

【获奖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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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感言】

《致青年教师》作者吴非

�

“心理学经典实验

书系”总主编董奇

《拯救男孩》作者孙云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