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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藏在细节背后的力量

■

郑金洲

荩

古人云 ： “泰山不拒细壤 ，

故能成其高； 江海不择细流， 故能

就其深。” 成就任何事业， 都需要聚

沙成塔， 离不开细节的积累， 教育

更是如此。

也许已经熟悉了过多的对教育的宏

大叙事， 也许觉得教育叙述本来就应该

是着眼“大局” 的， 教育研究者很少就

教育的具体细节进行深究。 相对于理论

研究而言， 在实践中， 我们的教师更关

注自己的教育对象， 从具体的教育行为

中探寻教育的真谛。 在我为数不多的听

课经历中， 以及在与学校管理者交往的

过程中， 我常常注意到校长和教师们确

实是秉承着一种细节决定成败的理念在

工作。 把这些细节展示出来， 把教育教

学细节的把握经验提炼出来， 把细节蕴

含的意义揭示出来， 也就成了这套“教

育教学细节” 丛书的主旨。

真相在细节

学校管理的情况如何？ 课堂教学的

实际情形是怎样的？ 教师与学生正在进

行着什么样的交往？ 要了解这些问题的

真相， 可以进行整体情况的调研， 可以

从各种汇报材料中有所知晓， 可以从教师的

研究论文中洞察一二， 但确切的真相总是蕴

含在一系列的细节之中。 比如， 要了解一个

校长是如何管理一所学校的， 我们不能仅从

其个人的理念陈述中得知， 而是要观察他管

理学校的一举一动， 考察他的每一个细节行

为， 看他是如何处理一个又一个棘手问题

的， 在这个过程中， 真相也就逐渐浮出水

面。 可以说， 细节捕捉让我们在教育实践中

不只是听其言， 更在观其行。

力量在细节

听一个故事， 有细节才有感染力； 求

证一个事实， 有细节才有说服力。 把事物

演进过程中的细节呈现出来， 才能让人信

服。 教育的实际情景也是如此。 一个教学

模式的提出， 假如仅仅是程序性行为的展

现， 仅仅告诉我们该模式由几个环节构成，

没有具体展示模式运行的细节行为， 就很

难为他人接纳。 同样， 一种教学经验的总

结， 假如仅仅只是告诉我们这些经验是什

么， 而没有细节性的事例予以呈现和说明，

就很难走进我们的心灵。 美国哈佛大学的

约瑟夫·奈教授说， 体现一个国家实力的不

只是强大的武装力量， 更在于这个国家有

没有精彩的故事。 这句话所说的“精彩”，

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细节。

魅力在细节

法学领域常有这样的说法： 程序是美

的。 笔者认为， 教育领域中倒是该有这样

的认识： 细节是美的。 为什么有时候听完

一节课， 我们会深深地被课堂上师生的行

为感染？ 为什么有时候走进一所学校， 我

们会深深为校园环境与学校实践所触动而

赏心悦目？

仔细追究， 这些都和课堂上以及学校

情景中的细节行为紧密相关。 前段时间，

在一所小学听三年级的外语课。 课上， 一

个男孩回答问题与正确答案相差甚远， 同

学们哄堂大笑； 授课老师不经意地走到这

位同学身边， 轻抚了一下他的头以示抚慰。

我注意到后半节课， 这位同学丝毫没被答

错问题的尴尬所影响， 仍然是课堂的积极

参与者。 这个细节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教

育的无尽魅力！

问题在细节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们一直倡导

教师要成为研究者。 许多教师为找不到研究

问题而苦恼。 实际上， 假如我们对自己从事

的工作多一份细节意识， 就会发现很多问

题。 有人说， 从教师踏入学校大门的第一步

到离开学校， 如果从细节行为来分析， 无时

无刻不蕴含着许多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尽管

这话有点夸张， 但不无道理。 当下我们大量

的教育实践行为不太能经得起细节推敲， 一

进入细节领域， 问题很多， 障碍重重。 总体

来讲， 教育中大而化之的东西比较多， 细节

上推敲不够， 把握不准， 就会导致教育的科

学性不强。 研究教育教学细节， 应该成为教

师从事教育研究的基本特征。

意义在细节

教育上有很多理论， 教学上有很多规

则， 管理上也有很多规章， 所有这些要求和

规定只有在细节上体现时才有意义。 反过

来， 我们在把握教育教学以及学校管理细节

的时候， 也要注意分析其背后的理念、 理论

或者理性成分。 一般来说， 细节都是有意义

的， 发现这些意义， 就意味着对细节认识的

一种深化， 对以后把握细节就多了一份认知

保证。

我们善于对事物作总体上的规划， 作全

局性的思考， 下大力气去制定目标， 但很少

对事物作细节性处理。 翻检古代教育典籍，

从细节处谈教学方式方法者甚少。 我们了解

启发式， 但不知如何操作； 我们知道教学要

体现艺术性， 但几乎没有具体要求； 我们也

明了因材施教的原则， 但无从下手难以实

施。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教育教学细

节” 丛书， 虽然不能扭转我们细节思维缺失

的局面， 但对于从事教育工作的同行而言，

作细节思维的提醒还是必要的。

强调细节， 并不是不关注大局、 放弃宏

大。 事实上， 细节只有在方向正确、 战略明

确、 目标设定合理的前提下才有意义。 因

而， 在细节的把握上， 教师们不能碎片化地

理解细节， 而要注意把细节放在全局中去考

量， 这样的细节雕琢才更有意义。

《教师行为的

50

个细节》， 林存华著， 福

建教育出版社

2011

年

9

月出版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

惩戒比赏识更需要智慧

■

李生杰

荩

树苗长成参天大树需要浇水，

也必须剪枝， 奖与罚作为教育方式，

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缺一不可， 偏重

赏识教育而将惩戒教育打入冷宫的

倾向有失偏颇。

《学校教育中的惩罚与学生发展》 一

书提出了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为了让学

生健康成长， 合理而有效的惩戒教育不

但不应当废除， 而应当投入更多的心思

去研究， 因为它是一种行之有效而又不

容易掌握的教育艺术， 需要凝聚更多的

爱与智慧。

时下中国大部分独生子女在家中备

受娇纵溺爱，加之《爱的教育》、《窗边的小

豆豆》之类图书的流行，赏识教育赢得一

片喝彩声，惩戒教育因此成了大部分教师

忌讳甚至噤若寒蝉的话题。 在这种社会背

景下该书对教师重新思索教改中的德育

问题及相关技巧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 其实惩罚与

爱的教育并不矛盾， 它甚至是一种具有

更高难度的教育方式。 惩罚是教育孩子

明辨是非的必要手段， 可以让他们在成

长过程中更少地受到惩戒， 可以让他们的心

态更积极、 更阳光。

作者界定了惩罚及其相关概念， 进而阐

述了惩罚存在的必要性： 惩罚能够促进学生

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的发展， 能够促成学

生的自律。 惩罚在学校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价

值，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来审视惩罚，它不

仅有存在的必要， 而且具有不可替代性，因

此，“教师不敢惩罚”是不正常的教育现象。

该书为我们澄清了很多问题， 也带给了

我们很多启发。从我国目前的教育现状来看，

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大学，没有惩罚的教育

都是不完整的教育。 必要的教育惩罚手段不

可缺少，但要注意不要陷入一些教育的误区，

比如体罚，就是不值得提倡的教育方式。这种

以损伤人身体为手段的处罚方法， 容易损伤

学生的自尊心。而科学设计的惩戒教育，既充

分尊重学生，又能让学生真正认识错误，悔过

自悟， 从而不再重犯错误。

处理好惩罚与赏识的关系非常重要。 在

教育过程中， 学生的行为分为两种： 一种是

合乎规范、 值得提倡的， 需要学生坚持做下

去， 这样的行为需要教师的赏识和鼓励； 另

一种行为则不利于学生身心发展或损害他人

利益， 有必要对其进行矫正。 教师应当用赏

识来增加学生某一良性行为发生的频率， 同

时用精心设计的惩罚方式来减少一些不良行

为发生的可能性。 可以说， 奖赏与惩罚两者

是互补的， 缺一不可。

赏识教育的益处近年来已经有很多人谈

过， 此处暂且不论。 相反惩戒教育的正面意

义时下已被低估。 单从教育的角度说， 基础

教育阶段中的中小学生， 心智与道德观念都

尚未成熟， 而大学生则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

时期， 他们都必须接受外在的社会规范的影

响， 这是一个促进学生个体社会化的过程。

可以说， 对学生实施合理的教育惩戒， 是学

生成长的需要。

教师有必要研究和学习惩戒的相关技

巧， 让学生在此过程中能理解老师的一片苦

心， 心甘情愿地接受处罚， 并从中受到启

发。 目前， 有很多活跃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会

以巧妙的形式惩处学生。 比如， 魏书生老师

让犯错误的学生唱歌、 做好事， 郑立平老师

对犯错误的学生采取“弹性惩罚制度”， 郑

州某学校的“温馨班规”， 等等， 都收到了

非常好的效果。 这些精心设计的惩罚， 有助

于学生树立正确的是非观念， 从而将错误行

为及时转换为积极行为。

正如一位教师所言， 每个学生心中都有

两根弦， 一根是善的， 一根是恶的， 教师要

学会拨动善的琴弦。 当学生犯错误时， 教师

要以宽容之心， 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借助

惩戒给学生提供一次自我认识、 自我发展的

机会， 使之成为一个有是非观念的人， 从而

独立地演奏出自己的人生乐章。

（作者单位： 中国石油大学地球物理与

信息工程学院）

在比较中洞悉力量和方向

■

靳忠良

有一本书二十年来一直在我的手边。

现在这本书书页已经发黄， 书上有钢笔、

铅笔、 荧光笔多重笔迹， 书中还有不同

时期不同的书签。

每当我遇到教育上的难题就常常翻

看这本书。 这本书名叫 《比较教育学》，

成有信编著。

我买这本书起因是

1989

年参加中日文

化比较学者研讨会。 中方首席学者北京

大学周一良教授、 日方首席学者东京大

学竹内教授出席， 我以研究生身份旁听。

我清晰地记得周一良教授讲中日两

国比较， 近代两国都面临社会危机， 都

进行变法。 但是中国戊戌变法失败， 日本明

治维新成功， 日本逐渐强大。 周教授还讲中

日智者形象不同。 中国人推崇诸葛亮， 日本

人推崇聪明的一休……

那次会议持续时间很长， 中途多名中国

中青年学者离开会场， 或到外面抽烟 、 聊

天， 或提前退场。 而日方代表则全都正襟危

坐，无一人闲逛。中方周一良教授在会场一动

不动，一直坚持到散会。

会议上我聆听了中日学者令人耳目一新

的比较研究观点， 也看到了两国学者不同的

开会状态。

从那次会议后， 我开始搜集所有能搜集

到的中日比较研究的书籍以及 《比较教育

学》、 《比较宗教》 等有关比较研究的书籍，

并开始进行中外中学教育比较研究。

成有信编写的 《比较教育学》 一书包含

了日本冲原丰写的 《比较教育学》、 英国大

卫

.W.

布雷克写的 《论比较教育学的目的和

性质》、 澳大利亚

W.F.

柯纳尔写的 《二十世

纪教育》 以及顾明远的 《现代生产与现代教

育》、 毛礼锐的 《论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

等内容。

我阅读之后觉得就像是打开了一扇世界

教育的大窗户， 大量的国内外比较教育研究

的信息扑面而来。 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给我

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外学者严谨的研究态度

为我树立了学习榜样。

我多遍通读 《比较教育学》， 发现日本

学者实在不简单。 他们居然从最早的中国私

塾开始研究， 甚至还研究世界各国中学学生

厕所是谁打扫的。 他们把打扫者分为三类：

一类是清扫工， 一类是清扫工和学生， 一类

是学生。 日本是让学生打扫厕所， 欧美国家

是清洁工打扫， 社会主义国家是清扫工和学

生共同负责。

现在中国许多学校学生已经不打扫厕所

了， 但是， 日本至今坚持让学生自己打扫厕

所。 这一点对我触动很大。 我多次把日本学

生打扫厕所的事例引入我的教育教学实践。

我还专门搜集了日本一休小和尚的各种

资料书籍，设计了中日文化比较课文《二休的

故事》。我编写的包括《二休的故事》在内的中

外文化比较课程《阳光少年》获

2010

年全国中

小学思想道德建设优秀成果特等奖。

在读 《比较教育学》 的过程中， 我做了

大量读书笔记， 记了许多精彩观点。 古罗马

历史学家塔西佗曾说， “要想认识自己， 就

要把自己同别人进行比较。” 比较法对可比

较的教育问题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揭示被比

较对象之间的差别、 共同点和发展趋势， 可

以发现它们的发展规律。

我对比较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跑遍

了北京王府井、 西单等大书店购买所有能买

到的比较教育研究的书籍。 还到人民大学和

《人民日报》 图书馆借阅市场上买不到的最

新的比较教育研究书籍。 阅读后我的教育观

念和视野有了很大变化。

根据比较教育的思想我撰写了

3

万字的

硕士毕业论文 《中外中学德育课程比较》，

认真比较了中外德育课程的异同。 这篇论文

竟作为优秀学员论文介绍给下一届研究生，

并公开发表。

在 《比较教育学》 一书的启发下， 我运

用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 结合自己教育教学

实践和出国教育考察撰写了专著 《国外名校

新课程》。 我在书中写道： “要想认识自己，

最好方法是比较， 是和他人的比较。” 通过

对国外名校新课程的分析和中外教育比较研

究以及东西方文化的碰撞， 我们可以更清晰

地认识到中国现行课程存在的问题， 捋清正

确而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思路。

多年来 《比较教育学》 使我获得了一系

列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至今我依然把 《比较

教育学》 一书放在身边， 常常翻看这本旧

书， 书中的观点对我仍很有启发。

图书推荐： 《芬兰教育给教师和父母的

45

堂必修课》，陈之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靳忠良点评：

我曾专门到芬兰中小学考察， 与陈之华

有同感。 芬兰学生快快乐乐上课， 教师高高

兴兴讲课， 见不到任何皱眉苦学的样子。 芬

兰开设了大量不同年级同等层次学生一起学

习的课程。老师帮学生选课，学生自己决定进

度。 在芬兰有

40%

的学生选择上职业学校。

芬兰是世界教育改革的一个榜样。

（作者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附中特级教师）

《中学数学经典教学方法》

涂荣豹等编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该书从纷繁多样的数学教学方法

中，遴选概括出20种较为典型的方法。这

些教学法既有传统的一般性教学法，又

有试点的特殊性教学法， 还涉及尚在探

索的新教学法。 对每一种教学方法，作者

都进行了历史溯源，并从理论依据、实质

内涵、外在形式、基本特点等方面做了阐

述，辅以教学案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推动教育变革榜样力量》

教育时报社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教育时报》曾经通过举办“寻找河

南教育变革榜样力量”活动评选出56所

“最具变革价值的榜样学校”。 该书收录

了其中19所学校的报道以及教育管理

创新报告。 前一部分按小学、初中、高中

分类展示了这些学校的特色经验。 后一

部分以报告形式探讨了学校管理、德

育、课程创新、教学创新等问题。

《做有思想的教师》

尤炜 主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阅读对从事育人工作的教师而言，

显得尤为重要。 可以说阅读的广度与深

度决定了一个教师的高度。 该书中既有

大教育家的经典言论， 也有当代教育者

的鲜活心声。 作者期望这本汇集众多经

典文章和名家佳作的书能成为一块砥砺

思想的“磨刀石”，擦出激烈的思想火花。

《教育的细节与大节》

李冲锋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该书是作者关注教育、 思考教育

的心得积累。“大节” 涉及教育是什

么、教育对孩子成长的影响、尊重孩

子的情感、怎样做一名专业教师等宏

观问题；“细节”则涉及教师怎样上好

课、课堂教学中学生的表现、如何对

待迟到学生等微观问题。 全书无论是

理论的探讨还是生活的体验，都来自

作者平时的细心观察、用心感悟以及

对教育的高度关注与深刻思考。

《观课议课与课程建设》

陈大伟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由“观课议课的实践与文化”

和“课程建设的问题与解答” 两部分

组成。 “观课议课的实践与文化” 部

分赋予了“观课议课” 内在原则和文

化内涵， 从改变观念开始改变课堂，

从具体的教学案例入手提供一些实践

操作的策略与方法。 “课程建设的问

题与解答”， 以问题为引子， 将自己对

教育的理解和研究心得和盘托出。

《谁是教育的敌人》

郑杰 徐红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郑杰与徐红以对话体的方式

对办学思想、 教育理念、 课程与教学、

教师专业发展、 学校管理等问题进行

了讨论与交流， 以一种“闲聊” 的方

式展现出作者们对当下教育问题的一

些思考与探讨。 作为教育者的本真展

示， 这样的对话或许也能调动你对某

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吴巍）

今天我们应该

怎样做教师

■

点评者： 温德峰

《美国小学生语文读本：苏

菲亚的教子课本》的教育意识

长期以来， 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小

学“语文教育” 定位在工具性的识字、

造句练习上； 习惯了让孩子对课文的

语言及表现进行鉴赏与模仿； 习惯了

让孩子用是与非的标准， 对课文内容

进行价值判断； 也习惯了把语文学习

的目标， 引向功利性的阅读训练。 小

学语文重视“语” 的积累与识记， 忽

略“文” 的情趣激发与审美拓展， 已

经成为教师与家长的“集体无意识”。

多年生活在美国的中国妈妈苏菲

亚为儿子编写的课本， 或许可以纠正

我们原有的小学语文教育理念。 小学

语文的任务不能局限于功利的言语

“技术” 训练， 而应该落实在语言艺术

智慧的开启。 《美国小学生语文读本：

苏菲亚的教子课本》 不仅可以让孩子

在阅读的过程中收获丰富的人文知识，

更能给孩子以多元思维、 多元文化的

启蒙。

这是一本适合小学生阅读， 启迪

小学生人文、 审美、 思维智慧的语文

课本， 每一篇课文后别具一格的“苏

菲亚的问题”， 没有固定答案， 可以让

每一个孩子都积极思考， 表达自己的

个性。 这样的思考， 不是功利的技术

练习， 而是启发儿童的心智和想象力，

涵养多元化的思维品质。

《教师人文读本》 的真情叙事

今天我们应该怎样做教师？ 这是

新课程背景下每一位渴望成长的教师

都面临的问题。 面对现实的教育， 在

专业发展的道路上， 教师如果仅仅在

课程教学层面， 进行“术” 的实践思

考是远远不够的， 在如何仰望星空，

又怎样注目脚下的选择中， 常常会陷

入渺茫与困惑， 急需前辈大师的指引。

《教师人文读本》 荟萃了古今中外39位

大师的经典之作， 让我们跳出具体的

“教与学”， 聆听大师最接近教育本质

的真情叙事， 感悟“为师之道” 的智

慧点化。

教师的任务是什么？ 不管是费孝

通的 《一代良师》、 启功的 《夫子循循

善诱》， 还是傅斯年的 《我所敬仰的蔡

元培先生》、 季羡林的 《站在胡适之先

生墓前》， 都为我们描绘了“一代良

师” 的感人形象。 伟大的柏拉图和杜

威也在他们的文章中， 为教师阐述了

教育的本质， 爱因斯坦则说得更直接：

教师的任务就是“培养独立工作和独

立思考的人”。

教师除了传道授业， 还应具有诗

意生活的审美和情感价值。 朱光潜的

《慢慢走， 欣赏啊》、 罗素的 《我为什

么活着》、 林语堂的 《人生的乐趣》、

沈从文的 《时间》 等文章， 启迪教师

对人生、 对现实、 对理想、 对爱、 对

自己的精神进行个性建构， 并在思想

者的成长路上， 树立起精神和现实的

立体坐标。

《巴菲特给青少年的忠

告》 的真挚点在哪里

作为父母， 我们能给孩子最宝贵

的财富是什么？ 作为老师， 我们如何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基？ 与其让他们

功利地沉浸于诸如“高分秘籍”、 “成

功秘诀”、 “创业宝典” 之中， 不如让

他们用心品味 《巴菲特给青少年的忠

告》。

作者从日常生活的记述到投资策

略的分析， 从不为人知的小事情的描

写到世人皆知的“大事件” 的记录，

全方位、 多角度地呈现了巴菲特的投

资之法， 人生之道。

作为“世界级” 的大富翁， 巴菲

特生活俭朴， 不锦衣玉食， 无豪宅名

车， 但他有一颗慈善的心。 他曾将总

价值300多亿美元的私人财产一次性捐

给慈善事业， 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

一笔私人慈善捐赠。

巴菲特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投资家，

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人生导师。 他用

自己的一言一行向孩子们展示了在为

人处世、 树立人生理想、 投资理财、

面对人生挫折等方面应具有的态度，

将自己乐观、 积极、 健康的情怀传达

给了儿女。 他认为， 与有限的物质财

富相比， 积极向上的品德、 乐观的人

生态度才是让人受用一生的财富。

（作者系山东日照实验高级中学特

级教师）

《学校教育中的惩罚与学生发展》，

冉玉霞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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