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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应成为

精神文化的绅士

■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肖远骑

让校园里的每个人都成为精神、 文化的

绅士， 这是我的教育梦。

若干年前， 我曾在匈牙利工作， 住的地

方是布达佩斯的城市公园。 工作之余， 常去

公园里散步。 最令我感动的是夕阳下坐在公

园石凳上专心读书的人： 他们中有牙牙学语

的稚童， 有血气方刚的青年， 有温文儒雅的

学者， 还有耄耋之年的老人。 那种美丽的画

面， 就此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在德国， 无论

是在电车、 火车， 还是在飞机上， 都会看到

人们拿着一本书在读。 一个普通的德国人，

平均每月买书支出约为

40

欧元。 而这些细节

成就了德国优良的文化传统。

为此， 我常常想， 如何让中国学生成为

精神文化的绅士。 对此， 教师首先要成为儒

雅的绅士， 因为教师的精神生活决定了学校

教育的一切文化行为， 教师的文化素养决定

了学生的学习品质。 那么教师怎么读？ 我以

为， 首先要读学术精品。 不久前， 我知道一

位美国学者对人为什么与生俱来地具有社会

本性有了新的发现与解释。 他认为， 人是希

望过社会生活的， 人以沟通信息而生存和发

展， 这是人的本性。 人与人之间的无谓纷争

和相互争斗， 其实不是人的本性， 而是坏的

制度、 习惯和秩序的结果。

所以，我们要寻找为人做事的原则、信念

乃至方式。这些东西从哪里去寻找呢？不外两

个途径：一是从前人和他人的经验中来，二是

从人类的理性积淀———优秀的著述中来。真

正的阅读在于使两者不断连接、转化。

再说读书的方法问题。 保持着读书时不

断被激起的冲动、 想象、思考和希冀，它们会

渐渐地在你的精神和人格上留下越来越深、

难以磨灭的印记。经常阅读报刊、阅读网络，

能让你对世界保持一种新鲜感。 经常阅读经

典，能使你不断思考。对世界保持新鲜感，能

使你的观点不落后于学生。同时，你会从这世

界的时事、体育、娱乐新闻中找到与学生交流

的话题，从而增加彼此的交融性。

这里， 我还特别强调读一些教育教学理

论名著。教师要在较短的时间内，阅读本专业

和相关专业的著作。作为一名学科老师，要了

解目前教育教学领域最前沿的理论， 知道目

前本学科本专业在全国的主要代表人物和重

要人物，了解一些主要的学说或者流派。我经

常和我的同行讲，教了几年的书，你还剩下一

点什么？ 就剩下几套教材， 就剩下会做几道

题，还会什么呢？那是很可悲的事。长此以往，

我们连学生都不如了。

当然，读书还要有选择。如今，网络的优

势在于信息量大，反应快，但是太繁乱芜杂，

有时真伪不辨，在教学信息上相对不准确。我

提请老师应该引起重视， 千万别让网络代替

书本。

教育要具有世界眼光， 学校不只是传承

知识的地方，其根本在使学生成为精神、文化

的绅士。这应是每位教育工作者的理想。

【本期关注】

【报眼态度】

“我会给学生足够时间培养阅读兴趣”

———访全美最佳教师雷夫·艾斯奎斯

光明日报出版社向北京打工

子弟学校赠书

近日， 光明日报出版社联合北京市新华

书店、北京青少年服务中心，在北京地坛举办

了“品诗词之美，壮文化之根”经典古诗词诵

读暨向北京打工子弟学校赠书活动。 光明日

报出版社社长朱庆向北京行知实验小学赠送

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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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和播放设备，并为孩子们送上新学

期祝福。 来自北京行知实验学校的学生向北

京市所有小学生发出倡仪， 号召每天背诵两

首古诗，以诵读诗文为乐，以传承经典为任，

为建设书香校园而共同努力。 （却咏梅）

“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

史文献” 丛书面世

日前，“

2011

中国保护历史文化和自然遗

产峰会暨 ‘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

献’丛书首发式”在京举行。该丛书所收历史

文献下限至民国初年，影印出版，共分为文化

遗产、自然遗产、文化景观遗产、文化与自然

双遗产四大类。 每类遗产按照申报成功的时

间先后顺序进行编纂， 收录的文献主要包括

遗产所在地的地方志、 历代有关该遗产的专

门记载，包括游记、图集、宫观寺庙志、人物志

等， 并按照一定的体例进行编纂。 丛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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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贵勇）

华东师大出版社精心制作康

熙题诗 《御制耕织图》

清康熙

28

年， 康熙南巡时， 江南士子进

献藏书甚丰， 其中有 “宋公重加考订， 诸梓

以传” 的 《耕织图》。 康熙即命宫廷画师焦

秉贞据原意另绘耕图、 织图各

23

幅， 并附有

皇帝本人的七言绝句及序文。 康熙题诗 《御

制耕织图》 是清代宫殿版画的代表作， 此后

翻刻者甚多， 但墨印彩绘本却非常少见。 现

知国家图书馆与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各藏一

部墨印彩绘本， 但非同一版本系统。 在华东

师范大学建校

60

周年之际， 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以校图书馆馆藏珍本 《御制耕织图》 为

底本， 宣纸彩印， 手工线装， 并配装绫面函

套， 真实再现了作品风貌。 （群星）

《石油大棋局》 全球首发

日前， 由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中国民主

法制出版社、 中版国际传媒有限公司共同举

办的 “《石油大棋局： 下一个目标中国》 全

球首发式暨石油地缘战略研讨会 ” 在京举

行。 该书作者威廉·恩道尔专程来中国参加

了新书首发式。 恩道尔是美国著名经济学

家、 地缘政治学家， 从事国际政治、 经济、

世界新秩序研究逾

36

年。 在新著中， 他分析

了中国在世界石油格局中的处境， 以及近年

来中国在积极寻求石油这一能源对外合作方

面所做的努力。 （张贵勇）

“九零

time

” 系列小说发布

由文化艺术出版社主办、北京恒基博雅图

书有限责任公司承办的“九零

time

”系列小说

新书发布会日前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

“

90

后”文学领军人物后博寒、李昕、徐衎、孙天

慧带着自己的新作现场签售。多位著名青春文

学作家到场，发表了自己对青春文学的见解。

“九零

time

”系列小说包括后博寒的《千城》、

李昕的《定格》、徐衎的《小米村断代史》、孙天

慧的《若鱼若雁》。在书中，他们抒写了关于青

春和成长的故事， 希望能与读者分享他们关

于生命、价值与情感的思考。 （唐丽君）

《孩子，我想让你幸福》关注家庭教育

近日， 中国人口出版社推出 《孩子， 我

想让你幸福———儿童亲子教育

100

问》 父母

教育读本， 这是 “父母大学堂” 发起人海燕

10

年养育生活的追踪记录与观察， 以及对家

庭教育的关注与反思。 与此同时， 由中国关

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儿童发展研究中心主办

的 “父母大学堂” 大型社会公益活动在京启

动。 据发起人海燕介绍， 活动在北京启动

后， 将在全国

10

个试点城市巡回开展 “父母

大学堂” 公益活动， 面向年轻父母发放

30

万

份 “爱心大礼包”， 并举办家庭教育、 婚姻

和谐、 亲子关系等专家讲座。 （却咏梅）

伟创力杯商业伦理案例写作

比赛启动

近日， 伟创力杯商业伦理案例写作比赛

在清华大学启动。为期

4

个月的该项比赛是伟

创力企业社会责任讲席教授计划的一部分，

旨在帮助学生思考并探索中国商业伦理议题

的复杂性， 并鼓励学生找出跳脱框架的解决

方案。包括北京大学、中欧商学院等全国

50

所

大学报名参加了此次比赛， 最终由学术和行

业专家组成的评委团遴选出

15

支优胜团队，

参加

2012

年

1

月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举行的

年度总决赛。 优胜团队的案例将向清华大学

和哈佛大学案例库推荐。 （陈曦）

【业界动态】

快乐可以点燃孩子的

热情 ， 这是雷夫老师的名

言 。 每位教师都应向雷夫

学习 ， 转变教育观念 ， 不

再把课堂变得死板 ， 不再

仅用成绩把孩子分成三六

九等 ， 不再只会批评和体

罚孩子 。 作为家长 ， 我们

更要以雷夫老师为榜样 ，

给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

习生活空间 ， 让孩子成为

一个心理强大 、 能力出色

的人。

【暑期征文·人文组】

全国教师暑期阅读

中国教育报 主办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协办

第三届随笔大赛

爱 在字里行间流淌

———读龙应台的散文集 《目送》

■

南京市雨花台中学 张国林

这个暑假，我阅读了龙应台的散文随

笔集《目送》。这是适合情感细腻的人阅读

的一本好书。

《目送》收录了

73

篇散文，写了父亲的

逝世、母亲的老去、儿子的成长单飞、朋友

亲人的离散牵挂、 兄弟的重逢携手等。在

刚读完第一篇的时候， 我就不忍释手，深

深为之吸引、为之感动。

龙应台的文字，时而锋利，时而温婉，

时而脆弱 ，时而感伤 ，时而朴实 ，时而华

丽，却总是引人深思。

《目送》是全书的开篇点题之作。阅读

它，我的内心无比酸楚，眼泪差点决堤。文

章分为两个段落，第一段龙应台从一个母

亲的角度，叙述了儿子从第一天上小学起

到中学直至出国上大学十几年的感人片

段，她一次次目送孩子背影的离去，一次

次目送孩子的成长。第二段龙应台从一个

女儿的角度，追忆自己成长的岁月，与父

亲的一次次别离，总是目送父亲的背影渐

行渐远，直到有一天，父亲在殡仪馆的熊

熊炉火里永远消逝。 所以她说：“我慢慢

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

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

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

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最犀利的一支笔 ， 也有最柔软的时

刻。当孩子一天天长大，她的忧伤与日俱

增。昔日为了孩子，她辞去文化局长的官

职，重归学者作家的生活，仅仅是因为她

突然间的反思：“会不会你赢得了全世界，

但你失去了你的孩子？”

龙应台是一位优秀并且清醒的女人，

知道自己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有着怎样的

责任，知道生命的意义。并不是每个人都

能像她这样清楚地获知生命的本义。

阅读总是伴随着无数的感同身受，当

阅读《雨儿》一文时，我不禁被作者所记录

的一点一滴所感动。每天，作者都给妈妈

打一通电话，电话那头，年迈的母亲已经

糊涂得像一个可爱的孩子，而作者像哄孩

子一样地伴妈妈睡、陪妈妈聊天、带妈妈

洗温泉、坐公交车，让妈妈享受着有女儿

陪伴的分分秒秒，这应该是人世间最朴实

的幸福吧。所以，为人父母以后，不管工作

多么忙碌，都应该抽出时间带着孩子来到

父母亲的家中，看看他们。

忽然想到她写的另一篇文章《寒色》，

作者自认为是对“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

深处泊孤舟”早有体会的人，可是当别人

问她“家是什么”的时候，她却突然支吾，

不知所云。接着，作者又帮我们历数了一个个

叫作“家”的地方：作为被人呵护的儿女时，父

母在的地方就是家；和人做终身伴侣时，两个

人在哪里，哪里就是家。

在作者清新细腻的文字里穿梭， 我读懂

了太多关于爱的信息，还读出了世间百态。

也许是岁月增长， 人的心也越来越容易

忧伤。曾经视若无睹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中，

也在心中烙下了深深印迹。 开始在乎起父母

越来越多的皱纹， 也开始担忧起孩子越走越

远的脚步。

所以，这样的文字才令人心痛起来。放下

书，闭上眼，在苦涩的眼泪中，我领悟到的是

生与死那一瞬间的界限。无法忍受，却必须面

对：到底什么才是最宝贵的？

这是关于光阴的故事。 我们每个人都在

时光的洪流中渐渐长大， 我们眼前的背影从

高大到佝偻， 自己也慢慢成了别人眼中的背

影。 当我们再不能为过往的遗憾一一买单的

时候，彼时的目送就成了眼下的悲凉。

■

本报记者 郜云雁

霍伯特小学， 一所十分普通的美国

公立小学， 却因为一位名叫雷夫·艾斯奎

斯的老师而名声大振。 这所学校位于洛

杉矶， 高达

90%

以上的学生家庭困难， 且

多来自移民家庭。 可是， 就是在这样恶

劣的环境下， 雷夫班里学生的成绩却高

居全美标准化考试前

5%

。

近

30

年来， 雷夫一直在霍伯特小学担

任五年级教师。 在这间又小又破且时常

漏雨的 “第

56

号教室” 里， 他独创了阅

读、 数学、 艺术、 戏剧等深受孩子喜爱

的课程， 还依据 “道德发展六阶段” 理

论培养孩子健康向上的人格。 在他的引

导下， 孩子们谦逊有礼且诚实善良。

尽管雷夫获奖无数 ， 包括美国 “总

统国家艺术奖” 和 “全美最佳教师奖”，

但他仍坦言自己经常遭遇失败， “有时

在凌晨醒来， 会为一个我无力教育的孩

子而感到极度痛苦”。

雷夫认为， 他的 “第

56

号教室” 之所

以特别， 不是因为这间教室拥有了什么，

而是因为它缺少了某样东西———这里没

有害怕。 他努力用信任取代恐惧， 做学

生可以信赖的依靠。

近日， 雷夫的 《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

2

———点燃孩子的热情 》 正式在国内出

版。 为此， 本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对他

进行了独家专访。

让孩子爱上阅读需要时间

背景： 在美国， 许多学校是反对娱乐

性阅读的。 但雷夫认为， 为乐趣而阅读的

孩子比大多数只阅读指定功课的孩子， 会

拥有更多的热情、 更持久的专注力。 他发

现， 他所教过的那些后来成功的孩子， 都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 热爱阅读 。 他说 ：

“让孩子背着书包回家独立完成作业的时

代一去不复返了。 面对今天太多的电子娱

乐干扰物， 让孩子们爱上阅读需要时间。”

记者： 您认为 ， 为乐趣而阅读的孩

子会拥有更多的热情与更持久的专注力。

您是如何界定和看待娱乐性阅读的？ 您

对于男孩子喜欢看漫画书持什么态度？

雷夫： 我认为漫画书是很棒的书。 在

我小时候， 根本没机会接触到那些漫画

书， 但现在的孩子们却可以从我这里如愿

以偿。我最好的学生也在阅读那些漫画书。

因为我喜欢阅读莎士比亚 ， 人们就

误以为我整天坐着一动不动地看 《哈姆

雷特》。 这是片面的！ 我经常会和孩子们

一起阅读经典文学作品， 因为他们需要

一个阅读上的指导教师。 作为阅读方面

的行家， 我可以将阅读的主题和孩子们

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使他们从中受益。

但同时 ， 当我的学生独自阅读的时候 ，

涉及的书籍种类是包罗万象的。 这真的

很好， 因为他们确实在阅读。

记者： 您认为， 阅读文学经典可以

帮助孩子学会如何做决定， “因为多数

经典小说的主角面对着选择”。 请问， 教

师如何帮助今天的孩子爱上经典？ 另外，

文学作品中的人物， 无论是个性、 命运

还是所处的场合往往很特别， 并且带有

很多的虚构成分。 孩子在阅读过程中如

何把握哪些是可以学的， 哪些是不能盲

目效仿的？

雷夫： 这真是一个很棒的问题！

在美国和中国， 教师都必须依据一

些早已编写好的教案来开展教学， 但是

这些教案大都是一些没有从事一线教学

的人撰写的。 作为一名教师， 应该有自

己的阅读爱好， 应该阅读那些他们个人喜

爱的伟大作品。实际上，如果教师愿意和

孩子们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孩子们会愿意

尝试阅读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 对我来

说，我是倾向于和孩子们一起阅读的。

孩子们背着堆积如山的作业回家独立

完成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这

个时代， 有太多的电子娱乐干扰物在分散

孩子的注意力， 阻碍他们成为优秀的思考

者和阅读者。 要扭转这种局面， 教师必须

清醒地认识到， 让孩子爱上阅读是一项任

重道远的工程， 需要时间， 因为孩子们不

会立刻喜欢上阅读。 我的孩子们需要时

间， 我就给他们足够的时间来培养阅读的

兴趣。

当孩子们能辨别是非 ， 分清他们所

赞同的和不赞同的， 他们就不会盲目模

仿。 事实上， 伟大的文学作品所引发的

问题， 远远大于问题背后的答案。 我和

孩子们阅读的许多作品， 都可以教他们

学会从不同的角度思考问题。 而我本人

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教师。 孩子们通过

阅读和思考， 会发觉 “与众不同” 是理

所当然的事情。

戏剧对孩子成长有深远影响

背景： 第

56

号教室的学生常被称为

“霍伯特的小小莎士比亚们”。 因为学生每

年都会制作和演出一场完整的 “莎剧”。

为此， 孩子们要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雷

夫说，“我找不到其他计划能把所有想教给

孩子们的事情教给他们”，“我们的目标是

学习语言的力量和团队合作的乐趣”。雷夫

也一直在探索把电影当成辅助孩子们学习

的工具， 并设计了一项可自由参加的课余

活动———霍伯特·莎士比亚电影俱乐部。

记者： 您似乎一直在探索通过戏剧

表演的方式帮助孩子爱上文学和阅读 。

而在中国， 中小学生很少有机会参与戏

剧表演。 请问， 戏剧表演对孩子的发展

会带来什么重要影响？

雷夫： 在美国 ， 情形也是如此 。 为

了提升学生的考试分数， 学校取消了绝

大部分的艺术类课程， 我认为这是一个

很大的错误。 当我的学生扮演莎士比亚

戏剧中的角色， 或者投入地排演音乐剧

时， 他们从中可以学习到很多东西， 比

如语言表达能力、 懂得纪律和团队合作、

学会倾听以及为他人着想。 我相信， 这

些技巧不但能够帮助他们应对考试， 更

能运用到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去。 我也相

信， 孩子们从戏剧中学到的东西， 即使

在他们离开学校多年以后， 依然可以产

生深远的影响。 我并不十分热衷于每学

年年末的测试， 因为一旦学生陷入测试

的怪圈中， 不久之后就会耗光他们的学

习热情， 继而远离学习。

记者： 您在新书中不但推荐了很多

文学作品， 还介绍了不少影视作品。 您

是否认为， 跟孩子一起看一些经典的影

视作品是教育孩子的好途径？

雷夫： 我一直希望自己的学生有能

力去辨析和批判。 现在太多的年轻人觉

得 ， 过去的东西已经没有价值 。 此时 ，

我会告诉他们， 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

及电影， 经受住了世间最为苛刻的考验

而存活下来。 这个最为苛刻的考验就是

时间的考验。 孔子和莎士比亚的学说依

然适合当下， 有着不可轻易抹去的原因。

而现今一些娱乐明星数年之内就可能被

大众遗忘。 经典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可以

帮助孩子们认识到， 什么是真正的优秀

和卓越， 会使他们更有辨别力， 不会被

社会上一些别有用心者联手蒙骗， 把低

俗误认为优秀。

永远不要放弃你的学生

背景： 在美国 ， 许多中小学教师也

“时常很沮丧， 因为必要时惩戒孩子的力

量， 已被执行 ‘有教无类’ 的行政力量

拿走了……许多孩子发现他们可以为所欲

为”。 雷夫则认为， 惩罚学生有存在的必

要。 但他同时指出， 惩罚必须和不当行为

相匹配， 而对不当行为最严厉的惩罚， 就

是不准孩子参加发生不当行为所进行的行

动。 “孩子们并不介意一个严苛的老师，

但他们讨厌一个处事不公平的老师”。

记者： 您认为 ， 当父母和教师的首

要原则， 是做一个我们想要孩子变成的

人 。 您的同行们赞同您的这一观点吗 ？

您认为这个原则能实现吗？ 对于那些抱

有理想的父母和教师， 您有什么好的建

议？

雷夫： 我和很多教师共过事 。 他们

当中有些赞同， 也有些不赞同这一观点。

我不认为我拥有全部的答案。 但是， 你

可以想象一下， 当你冲着孩子们大声呵

斥， 要他们好好学， 那将是一个很值得

玩味的场景。

我的建议就是， 你经常要以身作则，

要让你的学生做到， 你自己首先要做到。

在我要求和期望某个孩子做任何事情之

前， 我都会让他看到我自己就在做着相

同的事情。 我也认为父母们应当列一个

清单， 清单中列明

5-10

件事情， 这些事

情是他们想要孩子在潜移默化和言传身

教中学会的。

我希望父母们不要仅期盼孩子们的

高分数， 而是对孩子们其他方面的成就

引起相当的重视。

记者： 您是如何看待对孩子进行惩

罚的？ 您认为， 惩罚需要遵循哪些原则？

雷夫： 我相信惩罚有存在的必要 ，

但是惩罚必须和不当行为相匹配 。 如

果 我 的 学 生 在 棒 球 运 动 课 中 表 现 低

劣 ， 我就会让他退出比赛 ， 坐在一旁

观 看 。 如 果 他 在 自 然 课 堂上不专心 ，

他就得站在一旁， 看着其他学生热心积

极地参与 。 当然 ， 这种惩罚的前提是 ，

要让学生觉得你的课堂十分有意义和令

他们感兴趣， 以至于错过哪怕一个小小

的活动环节， 都是对他们的 “终极” 惩

罚。 我知道， 孩子们并不介意有一个严

苛的老师， 但是他们讨厌一个处事不公

平的老师。

记者： 您曾指出， “教育无捷径 ”，

教育需要教师的大量付出。 您是如何看待教

师职业的？ 在从教生涯中， 您是否也曾面临

职业倦怠？

雷夫： 人们认为， 我只是简单地做些教

学工作， 其他的都不做。 这真的不是事实！

我有一个好妻子、

4

个孩子以及一个孙子 。

我永远不会遭遇到职业倦怠， 因为我喜欢我

的工作。 同时， 我和我的家人以及朋友也在

一起做很多其他的事情。 我之所以没有写出

来， 是因为我知道将这些写出来， 只会令人

厌烦。 没有任何人感兴趣这些零碎琐事。 即

使在心情糟糕的时候， 我也没有感到倦怠，

因为我知道在家中有一个好妻子在等着她的

丈夫回家， 我们将会度过一个美好的傍晚，

驱散那些不愉快。

记者： 您所了解的中国教育是什么样？

您对中国的教师同行们有什么话要说吗？

雷夫： 我认为全世界的教育 ， 远远比

人们所认识到的更有共通性和相似性 。 我

希望在中国的我的同行们， 能耐心地对待

他们的学生， 也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教给孩

子们的东西， 并不是仅仅依靠一场考试就

可以衡量的。

我的梦想是， 有一天能被邀请去中国，

在这里做演讲。 在其他国家， 我已经给许多

教师作过演讲， 发表我的意见。 在这些国家

中能够见到如此众多形色各异的人们， 真的

是一件令人激动的事情。

我想要对中国的教师朋友们说， 永不放

弃。 只要你不放弃， 你的学生也永远不会放

弃他们自己！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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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教室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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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

]

雷夫·艾斯奎斯著， 朱衣译，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1

年

8

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