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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教师的

100

本书之最佳图书奖

无论是引领学校和师生发展， 还是教孩子做现代公民， 都需要讲究教育方法和智

慧， 最终守护孩子的童年， 让他们体验到成长的快乐。 第七版

□

影响教师的

100

本书之特别推荐奖

教育结果不理想， 是孩子的问题还是教师的问题？ 理想的教育除了必须坚守一些准

则， 也需要回望曾经的教育家们是怎样为人师表的。 第八版

□

影响教师的

100

本书之最具潜质奖

“坏学生” 是否真的一无是处？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教师有了心理问题怎么

办？ 面对种种难题，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教育技巧。 第九版

□

“

2011

年影响教师的

100

本图书” 入选书目 第十二版

最具潜质奖

《孩子为何失败》

作者 ：

[

美

]

约翰·霍特著 ， 张 惠

卿译

出版单位：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获奖理由： 该书为作者在美国一所

小学的教学日志。 读完之后， 你会非常

惊讶地发现： 作者几十年前在书中所指

出的美国教育问题正在中国的中小学校

里蔓延。 该书还是一部探讨老师为何失

败或教育为何失败的作品， 对教育者具

有深刻的启发。

《“输” 在起跑线上的哈佛男孩》

作者： 于智博等著

出版单位： 清华大学出版社

获奖理由： 作为教育者 ， 我们该给

孩子什么？ 孩子最需要具备哪些品格和

能力？ 该书以于智博的故事为主线， 阐

述一些重要的成功秘诀———通过自我发

现找到自己的最佳匹配。 一些无法通过

考试检测的软实力在成长的道路中能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怎样让学生爱学习———激发学习动

机的

7

种策略》

作者： 赵丽琴著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获奖理由： 学生缺乏学习兴趣怎么

办？ 学生为什么上课总爱开小差？ “好学

生” 为什么也不爱学习？ ……如果我们把

学习比作一辆汽车， 那么学习动机就是发

动机、 方向盘。 如何激发和保持学生的学

习动机， 书中的

7

种策略可以给教师提供

重要的启迪。

《为心灵解压———一本写给教师的心

理自助书》

作者： 傅宏主编

出版单位： 江苏教育出版社

获奖理由： 该书由南京师范大学傅

宏教授牵头， 诚邀全国一线咨询师、教师

在内的教师心理健康选题小组进行编写。

书中精选了教师最常见的困扰，每个问题

都会配合案例分析，以心理学的观点展开

讨论，帮助教师们更好地理解问题。

教师的阅读时间从哪里来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不同的教师有不一样的课堂生态。

一位知识丰富的教师 ， 课上得生动

有味， 会受到学生的欢迎和推崇， 他的

一举一动都能不知不觉地感染和引领学

生。 而没有积累、 仅靠书本满堂灌的教

师， 课堂机械僵硬、 索然无味， 其执教

经历在学生的心中可能留不下太多痕迹，

甚至引起学生的反感。

表面上，这是教师之间执教水平的差

距，背后却是积淀的差异、阅读的差距。语

文特级教师程红兵说，名师与普通教师的

区别在于韧性、在于坚持。而坚持，不仅指

上好每一堂课，还包括坚持阅读。

“一直以来， 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忙

于备课、 上课， 批改学生的作业，辅导学

生。回到家里，要忙家务，要教育孩子，要

照顾老人，这些繁杂琐碎的事往往令人身

心疲惫，哪还有精力和时间去读书呢？”一

位教师在博客里曾经这样抱怨。

现实生活中，我国的中小学教师平均

每天上课三四小时， 加上备课和改作业，

每天还得至少有两个小时被课外工作占

用 ， 的确没有大段的空闲时间 。 那么 ，

教师是否真的难以找到读书时间？ 教师

的阅读时间从哪里来？

教师阅读离不开内在动机

在讲述自己的阅读经历时 ， 青岛市

蓼兰小学教师葛冬梅说： “看着日子匆

匆过去， 一咬牙， 把书放在床头， 规定

自己每晚入睡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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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果然， 一个月

下来 ， 书就读了一大部分了 。 所以说 ，

时间是挤出来的。 现在的年轻教师总有

许多娱乐活动， 下班比上班还忙， 或约

三五知己出去玩 ， 或在网上遨游四方 ，

感觉人生惬意无比， 却忽略了看书提升

自我的重要。”

某种程度上， 葛老师的话道出了教

师不读书的玄机。 事实上， 真正的名师

无不是忙里偷闲地阅读。 南京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特级教师王栋生， 每天第一件

事就是看时事新闻， 读喜欢的书， “如

果不读一些书， 我不知道早晨起来该干

什么， 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

说到底， 读书不是通过外力强加的，

而是需要有强烈的内在动机。

在心理学上， 动机是在需要的基础

上产生的。 有需要， 才会产生相应的动

机， 才有相应的行动。 教师一旦有了阅

读的欲望， 就会自然而然地放弃与阅读

无关的事情， 心无旁骛、 想法设法地寻

找书籍， 充实自己， 从学科书籍到人文

书籍再到教育哲学经典， 一步步对课题、

对教育和生活加深理解， 进而养成阅读

习惯。

苏霍姆林斯基在 《教师的时间从哪

里来》中写道：“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

籍结下终生的友谊。潺潺小溪，每日不断，

注入思想的大河。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天

的课，而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的渴

求。 一些优秀教师的教育技巧的提高，正

是由于他们持之以恒地读书。”

当阅读成为习惯 ， 成为一种生活态

度， 知识的丰实与内心的充盈似乎水到

渠成。 听王栋生、 窦桂梅、 王崧舟、 程

红兵等名师讲课， 整堂课下来简直就是

一种美的享受。 实际上， 这种高超的教

学艺术正是他们阅读生活的真实反映 、

知识的自然流露。

需要指出的是， 养成阅读习惯并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 其中不仅有教师自身

原因， 也与教师的工作环境有关。 有些

学校出于这样那样的原因， 不鼓励、 不

支持教师读书 ， 不为教师读书开绿灯 ，

没有建立健全的读书制度， 缺少积极的

读书环境。 有的学校要求教师写读书笔

记， 却不关心教师是否从阅读中受益，是

否将读书心得应用于教学实践。

现实也许让人失望， 但教师要明白，

阅读和吃饭一样， 有与无， 都是自己的

事， 多与少， 都会有收获。 面对不容乐

观的阅读环境 ， 教师更需要一颗恒心 ，

如阿贝尔·加缪所说的 “西西弗斯的全部

快乐就在于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 他的

岩石是他自己的事”。

在阅读中享受思考的乐趣

一些教师意识到阅读的重要性 ， 也

找了哲学经典和理论著作来读。 问题是，

这类著作有一定的阅读难度， 很长时间

啃不下来。 而阅读障碍一旦产生， 受挫

的可能是整个阅读计划。

其实 ， 真正的阅读应该是快乐的 ，

是王小波所谓的 “思想的乐趣” ———“插

队的生活是艰苦的， 吃不饱， 水土不服，

很多人得了病， 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

书看。 除此之外， 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

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 傍晚时

分， 你坐在屋檐下， 看着天慢慢地黑下

去， 心里寂寞而凄凉， 感到自己的生命

被剥夺了。 当时我是个年轻人， 但我害

怕这样生活下去， 衰老下去。 在我看来，

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而享受阅读之乐 ， 需要选对合适的

书。 在合适的时间读到合适的书， 实在

是一种幸事。 同时， 也要换一种思维来

阅读。 因为阅读尤其是教师阅读， 讲究

的是循序渐进， 从感性阅读开始， 拾级

而上至理性阅读， 最终上升到知性阅读

的境界。

在这方面， 王栋生和程红兵是很好

的例子 。 他们读书时都有一种好习惯 ，

就是喜欢联想， 喜欢思考。 有时为了读

懂一本书 ， 他们会画一些表格和公式 ，

借助数学和逻辑学的知识。 这种思考源

自他们青少年时期的阅读习惯， 也给他

们带来了诸多益处， 一是阅读变得轻松

而愉快， 真正产生阅读之乐。 二是养成

有条不紊的处事习惯。 三是借助旁证和

反例， 发现事物背后的逻辑， 透过现象

看本质。

教师每天要做的事情很多， 但事情都有

轻重缓急之分。 有了高屋建瓴的视角， 便可

以从容驾驭， 将头脑中想到的和所涉及的工

作进行分类， 合理安排时间， 提高工作效

率， 而不会被林林总总、 纷至沓来的杂事所

左右， 不会纠缠于日常教育教学的琐细。 阅

读之余多与同事交流， 也会有不同的感悟和

收获， 就像萧伯纳所说的， 你有一种思想，

我有一种思想， 我们彼此交换， 每人可拥有

两种思想。

其实， 对教师来说， 挤出阅读的时间，

最可行、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高工作效率。

程红兵在上饶一中教书时， 当时的学校非常

看重高考成绩， 他又不想陷入没完没了的试

题中， 于是把历年的高考题目按照知识点和

解题规律进行分类。 分析透彻之后， 他没有

直接灌输给学生， 而是让学生自己去领悟解

题规律和技巧。 这让他带的班的高考成绩总

是名列前茅， 也将他从课堂上彻底解放出

来， 有了更多的读书时间。

阅读是一辈子的事

通往名师之路无捷径， 阅读同样也没有

立竿见影的方法。

名师于漪多次表示： “我当了一辈子教

师， 一辈子学做教师； 我上了一辈子课， 上

了一辈子令人遗憾的课。” 苏霍姆林斯基也

说过： “教师的时间问题是与教育过程的一

系列因素和方面密切相关的。 教师进行劳动

和创造的时间好比一条大河， 要靠许多小的

溪流来滋养它。” 他还在书中记录了一个非

常典型的例子： 一位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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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教龄的历史

教师， 在区里上了一节公开课， 获得了极大

的成功。 课后， 有人向他请教： “您花了多

少时间来备这节课？ 不止一个小时吧？” 这

位历史老师回答： “对这节课， 我准备了一

辈子。 而且， 总的来说， 对每一节课， 我都

是用终生的时间来备课的。 不过， 对这节课

的直接准备或者说现场准备， 只用了大约

15

分钟。”

还是应了那句话， 名师与普通教师的区

别在于一辈子都在学习、 思考。

与之相比， 一些教师做事总是临时抱佛

脚。 为了上好一节公开课， 花了大量时间在

网上和杂志上搜索相关图片和资料； 为了写

一篇论文也是绞尽脑汁， 趴在电脑前连续几

个通宵。 最终的效果往往并不令人满意， 因

为平时积累不够。

教育艺术不是一朝一夕练就的。 只有坚

持读书，才能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才能厚积

而薄发，讲起课来充满底气、自信，轻松自如地

驾驭课堂。一位优秀的高级教师曾说过：“只读

教材、教参的教师无论如何是不能成为优秀教

师的。”教学中的困惑不是这两本书能解决的，

教学技巧的提高需要学术专著的指导。

大量的事实证明， 汲取学术专著的营养

绝非易事， 是一种知性阅读的层次。 而知性

阅读的内在含义，魏智渊在《教师阅读地图》

阐释道： 知性阅读是一种带有钻研性质的理

解性阅读，是提升教师思维水平的重要途径。

阅读者凭借逻辑和已有的经验去理解书中的

观点，与书籍反复对话，并以书中的思想对自

身经验进行反思和改进。 知性阅读强调双向

的交流对话， 强调阅读者通过自己的理解与

解释， 对书中的信息进行一个新的建构。

真正的名师无不达到了知性阅读的境

界， 并践行了把阅读作为一辈子的事 。 所

以， 教师是否真的没有读书时间？ 教师如何

才能有自己的阅读时间？ 想想名师的读书经

历和读书方法， 答案似乎就在眼前。

“2011年影响教师的100本图书”评选揭晓

为了鼓励广大教师阅读优秀教育书籍， 本刊于

2011

年

6

月初推出第三届 “全国教师

暑期阅读随笔大赛”， 并在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下， 开辟专栏刊登

“全国教师暑期阅读随笔大赛” 优秀作品。 本刊同时联系了国内

20

余家主要教育出版单

位， 向广大教师推荐了

400

余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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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启动了 “

2011

年影响教师的

100

本图书” 评选

活动。 该评选活动从

400

余本教育图书中再次遴选出

100

本图书， 并为其中

10

本设立了

最佳图书奖、 最具潜质奖和特别推荐奖

3

个奖项。

导读

特刊

编者按：

一所好学校要有响亮的歌声、开心的笑声，还要有琅琅的读书声；一名好教师

要有纯粹的爱心、高超的教育艺术，更要有阅读的习惯。 现实中，那些杰出的教师

无不是坚持不懈地阅读。 对于经常抱怨工作太忙太累、没有时间阅读的教师来说，

怎样才能挤出阅读时间呢？ 其实，读书不能仅靠外力推动，而是需要强烈的内在动

机。 阅读习惯就像火车，一旦开动起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它的前进。

“2011年影响教师的100本图书”特刊

最佳图书奖

“守望者的凝思： 读懂学校、 读懂校

长” 系列论丛

作者： 裴娣娜主编

出版单位： 教育科学出版社

获奖理由： 该论丛对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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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来中国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教育创新发展

的思路、 策略及方法的基本脉络进行了

全面系统的反思梳理。 论丛突显了学校

教育创新研究的时代意义。 每一部专著

都详细记录了校长们立足学校办学实际

所走过的教育创新之路。

“儿童心理咨询与治疗” 丛书

作者： 傅宏主编

出版单位： 江苏教育出版社

获奖理由 ： 该丛书从家庭 、 艺术 、

阅读、 行为、 团体、 游戏等方面分别对

儿童的心理特征进行论述， 帮助教育者

了解孩子的心理， 培养其良好的行为习

惯。 书中既有深刻的学理阐述， 也有具

体的案例研究， 可以为更好地教育儿童

提供非常有益的参考。

《守护孩子的幸福感》

作者 ：

[

美

]

理查德·韦斯伯德著 ，

张筠艇译

出版单位： 福建教育出版社

获奖理由： 该书以话题述评的方式，

通过对成长案例的分析，讲述了青少年成

长过程中的心理健康、道德培养和人格塑

造方面的问题，以及家长、教师及学校管

理者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该书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引起读者对当下中国

教育诸多问题的联想、比较和思考。

《全世界都在对我微微笑》

作者： 李庆明主编 李冰选编

出版单位：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获奖理由：恪守公共领域的秩序和谐，

是彰显公民公益精神和慈善精神之所在，

其范围涉及礼仪、慈善事业、公益精神、教

育、环保、平等、人与自然共生等。该书旨在

让孩子受到实实在在的审美熏染，与朋友、

同学、邻居的交往中，于公共场所展现出最

优秀也是最基本的公民道德素质。

特别推荐奖

《从中小学讲坛成长起来的杰出人物》

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组编

出版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获奖理由 ： 科学家钱伟长 、 文学家

鲁迅、 国学家钱穆、 教育家蔡元培、 艺

术家丰子恺……这些熟悉而闪光的身影

都曾在中小学的三尺讲台上留下过弘文

励教的足迹。 该书从我国近现代这些杰

出人物中选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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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分章节记述了他

们从中小学教师一步步成长为杰出人物

的人生历程、 思想信念和爱国情怀。

《为什么孩子这么难教———心理学家

教你养育五类问题儿童》

作者 ：

[

美

]

斯坦利·

I

·格林斯潘 、

杰奎琳·萨蒙著， 姚芸竹译

出版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获奖理由 ： 孩子的个性， 并不是由

先天基因或后天养育单独决定的。 该书

根据孩子各种与生俱来的身体上的特点，

确认出

5

种基本的个性类型， 并通过具体

的案例让教育者明白， 只要能够调整教

育方式， 就可以帮助孩子健康成长。

教师阅读为专业成长提供源头活水。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