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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的学校———体制外的学习天空》

让岁月见证种子的奇迹

《最棒的学校》

培养人格的价值取向

《致年轻教师》

好似一束光照亮暗夜

学校教育的根基

是人格培养

■

侯登强

《移动的学校———体制外的学习天

空》所记录的故事，已经超越了单纯的

知识传授，更多的是在帮助学生认识自

我，构建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我们经

常做的辅导往往是单向的灌输与训导，

而全人学校的辅导已经成为一种觉察，

一种对自己、对学生的觉察。 在觉察中

反省，在反省中改进，在改进中实现对

心灵的呵护与引导。 对生命的体恤、对

尊严的认同、对自我的成全，构成了全

人辅导的主题。 于是，读这些故事，饱含

着师生之间贴心的呼应，让人久久不能

释怀。

在全人学校，无论是课程、教师还

是学生都富有生机和活力。 在阅读的过

程中， 我们常常会被一些细节所吸引，

一句话，甚至一个词语都映射着作者细

腻而真实的情感。 其中蕴含着的教育智

慧，更是耐人寻味，意蕴悠长。 李崇建的

文字更如跳跃的精灵，挥洒精髓。

书中， 李崇建老师用罗勃·佛洛斯

特的诗句来形容全人学校的选择：“黄

树林里分叉两条路，我选择一条人迹较

少的路”，愿意相信这条路，可以探寻出

教育的真谛，更愿意相信：岁月一定能

够见证种子的奇迹。

只有推动人类发展信念的学校才

是最棒的学校———这句话题写在书的

封面上，颇有警醒的意味。

变成一个完整的人是学习过程中

最重要的观点。 学习的目的是成全人的

生命，不断让自我完善起来，透过丰富

的知识去感知整个世界，同时映照到属

于自己的内心。 教育就是帮助人慢慢获

得成长的动力，在彷徨与孤单中得到可

以慰藉心灵的力量。

评量全人的成长是一种有意义、持

续进行的历程。 学业成就信念主要通过

标准化测试进行监测，丢失了作为人的

隐性质地。 而人类发展信念重在记录过

程，怀着情感去关注人的成长而非标准

化。 每位教师每所学校都可以试着逃脱

分数的禁锢，把思考定向在成长的细节

中，坚韧、执著，开发出人的潜质。

人类发展信念偏好具有弹性、个别

化， 且给予学生有意义的选项的课程。

课程是学校奉献给学生的最好礼物，这些

课程凝聚着设计者的心血。 不过，依然要

记得尊重孩子试着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课

程。 提供的课程能否真正促进儿童的发

展， 关键看课程是否符合儿童的需要，是

否可以关注到每一个个体的发展。

人类发展信念对每一个学生的过往、

现在和未来感兴趣。 人都是有故事的，并

一直在延续着。 人类发展信念把当下的

教学良机视为我们可以为学生的教育创

伤疗伤以及鼓励学生以正向的态度迈向

未来挑战的最佳时机。 对过去的关切，对

现在的珍视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人类发展

信念给予儿童立体而生动的支持。

在学业成就和人类信念的讨论背景

下，我们唯有踏地而行，在一个教室里，在

面对一个孩子的时候， 拿出真实的情感，

鼓励点拨，体贴入微。 让我们从这本书开

始，践行丰盈的教育理念。

《致青年教师》一书封面中影印的两

个遒劲大字———教师， 慢慢从书里走出

来。 这是一本承载了对教师殷殷期望的

书，在阅读中，师者的胸怀与操守，渐渐明

晰。 这是一位教育前辈发自肺腑的箴言，

像一束光照亮青年教师们前行的路……

像与先生相对， 从一个个故事里，

我读到了那颗历经沧桑之后，愈加从容

的心。

书的建议， 没有居高临下的训导，没

有飘无虚渺的理论，也没有愤世嫉俗的笔

触。 那是从容的诉说，一个个带着生命印

记的教育感悟，在文字中涓涓而来。

先生用了很多文字来讲述“教育的常

识”，让人明白在流派纷呈的教育洪流中，

能够坚守“常识”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

走一条路，没有信仰，是很难坚持下

去的。 教育者要陪伴在学生的生命里行

走，且行且歌。 学会品味自己的教育生活，

试着寻找自己的教育梦想， 生活从此不

同。 愿意记下这句话：在教育界，高贵与卑

贱的距离也许只差一步，这就是能不能在

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教育者的尊严。

感动于先生用讲故事的方式将多年的

经验一一呈现出来， 为我们建构起一个立

体的教育宝库。 那一条条中肯的建议，一句

句暖心的话语，一个个真实的细节，都是先

生良苦用心的体现。 他在序言里说，自己愿

做引玉之砖、铺路之石，青年同行们一定能

做得比他好……

（作者单位：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韩仓

小学）

游戏具有无穷丰富的力量

■

郭铭

幼儿教育之父福禄贝尔在创办世界

第一所幼儿园时， 就将游戏确定为幼儿

教育的主导，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决定。

让儿童在玩中学， 在玩中成长。 许多研

究表明， 游戏是儿童成长过程中不能缺

少的链环。 儿童通过游戏进行学习， 许

多国家在幼儿园建设的内涵和外延上都

有让儿童在游戏中进行学习的要求。 然

而在国内， 在高考竞争第一的前提下，

游戏并没有被真正重视。 父母攀比的心

态让众多文化、 艺术兴趣班、 幼儿园爆

满， 众多孩子被剥夺了游戏的权利。 幼

儿园虽把游戏纳入了有目的、 有计划的

教育活动中， 但是很多幼儿教师并没有

真正认识到游戏对于幼儿发展所具有的

极其重要的作用。

游戏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是必不可少

的活动， 对于学前儿童来说， 它是激发、

培养情感的火车头， 是开发智慧和培养

创造精神的桥梁， 也是知识累积和升华

的溪渠河流。 游戏是儿童生活方式的组

成部分， 在儿童成长中起着主导作用，

它最适合儿童的发展， 最能满足儿童成

长的需要， 是推动儿童实现最佳发展最

给力的因素。

《游戏的力量———玩出创造力与竞争

力》 一书是美国幼儿教育协会主席戴维·

艾尔金德集数十年经验和研究而写出的著

作， 集纳了儿童游戏理论与实践的精粹。

游戏之所以最适宜儿童发展， 是因为

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和基本兴趣所在， 它不

仅可以满足儿童的需要， 而且在满足需要

的过程中， 还会使儿童产生新的需要， 生

成新的心理机能。 游戏构成了儿童心理发

生、 发展的最佳状态， 整合了儿童的各种

活动。 只要是儿童自主选择的活动， 儿童

总是以一种游戏的态度去对待它， 就连吃

饭、 睡觉也都富有一种游戏的趣味， 处于

一种童话的境界。

有研究认为， 个体心理机能越是儿

童化， 生活中行为的游戏性越鲜明， 游

戏的比例也就越大。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

说， 游戏属于儿童， 儿童生活在游戏之

中。 其实成人也离不开游戏， 戏曲、 曲

艺、 歌唱、 表演， 从某种意义来说， 也

都是一种游戏———不管从什么角度看。

有一句话叫“戏如人生、 人生如戏”， 从

游戏的角度你可以赋予它多重意义。

儿童游戏是超越了生存领域的活动，

儿童在游戏中倾注了全部的力量与智慧，

他们的游戏总是充满创意，他们常常为自

己的“创造”而欣喜，并感到精神上的满

足。 游戏是正在成长中的儿童最大的心理

需求。 正如凯洛夫所指出的那样：游戏对

于学前儿童发育上的作用，在于游戏能够

触及和培育儿童心理发展的各个方面。

作为儿童获得和表达社会交往能力

的情境， 游戏可以帮助儿童摆脱自我中

心倾向， 很好地理解他人的想法和情感，

是解决冲突、 合作等各种社会能力发展的

基础。 通过各种游戏活动， 儿童不但练习

各种基本动作， 使运动器官得到很好的发

展， 而且认知和社会交往能力能够更快、

更好地发展起来。 游戏还帮助儿童学会表

达和控制情绪， 学会处理焦虑和内心冲突，

对培养良好的个性品质和阅读有着同样重

要的作用。

《游戏的力量———玩出创造力与竞争力》

在探讨了游戏对儿童众多影响的基础上强调

指出， 游戏是幼儿学习最有效的手段和方

式。 不要用成人的方法禁锢幼儿， 幼儿的学

习不是靠观察、 吸收或仔细看来学习的， 实

践和研究证明， 幼儿是通过游戏来形成学习

经验、 了解现实的。 游戏在幼儿的学习和发

展中表现得最明显、 最充分。

作者在书中表明这样的观念： 如果我们

给予儿童充分的游戏时间和空间， 就能够有

效奠定儿童学习数学、 学会阅读的基础， 就

能把科学的学习和游戏有机结合起来。 这里

面表明了两种理念， 一方面对成人来说， 用

游戏培养幼儿最有效， 生活即游戏， 学习亦

游戏， 就是这个意思； 另一方面， 儿童在游

戏中的体验会有效增加“学习、 教育” 的效

果。 游戏使用的程度 （范围、 数量） 是衡量

幼儿教育水平的重要标准。

写在书页边上

正确的教育在追问中发生

■

宋洪昌

教育的“根” 在哪里？ 教育的灵魂

是什么？ 教育改革之路应该如何走， 走

向哪里？ 如果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

识， 教育之路必定会迷失在远方。

教育发展到今天， 教育改革推进到今

天， 许许多多的问题， 从宏观到微观， 从

教育到教学， 需要我们去思考， 去研究，

去追问。

我们需要追问， 因为追问会让我们不被

浮云遮望眼， 会让我们不人云亦云， 会让我

们的眼光穿透现象， 直抵教育的本质。 缺少

了追问， 对教育的认识会变得肤浅， 就难以寻得

教育的真谛。 因为缺少追问， 人们才会对教育中

的问题视而不见， 才会年复一年地做着违背教育

规律的事情却浑然不知。 为什么教师会体罚学

生？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厌

学？ 为什么学生不喜欢老师？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少有人对教育中存在

的这些不该存在的问题发出“为什么” 的追问？

没有追问， 就会有“追风”。 为什么一

所学校“发明” 了给学生布置为父母洗脚的

“感恩作业”， 随后会有学校组织学生在校园

里集体“跪敬” 父母？ 为什么有的学校砸掉

讲台， 美其名曰“为了让教师走下讲台， 走

近学生”， 随后会有学校更上一层， 让教师

跪着给小学生上课？ 为什么一所学校摸索出

了一种教学模式， 许多学校的管理者就会蜂

拥而至， 将这种模式奉为“万能药方”， 生

搬硬套地让每位教师运用这种模式？

据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 只有当我们

的教育官员、 校长乃至教师习惯于思考和追

问“教育的本质是什么”、 “什么样的教育

才是理想的教育” 等问题的时候， “发展理

想的教育”、 “办理想的学校”、 “让学生受

到理想的教育” 的目标才有希望成为现实。

教育者需要这种追问， 迫切需要这种自

由、 开放、 大胆的追问。 因为只有在追问

中， 才有可能发现规律、 找到方法， 才能够

将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引向正确的道路。

正确的教育思想正是在理性的追问中生

发的。

当今的中国教育缺少的不是改革的经

验，而是缺少支撑教育改革的正确思想。

思考与行动， 这应该是校长的职业生存

特性。 校长应该是一群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善于追问的人。 但是， 当前的现实是， 许多

校长缺乏追问的意识和行动， 缺少思考和思

想。 太多的教育问题， 在我们面前司空见

惯， 被我们所漠视。 在这种漠视里， 教育的

核心价值、 教育的本质要求、 教育的内在规

律这些本该清晰透彻的问题， 在我们面前就

变得模糊。 而没有了清醒的认知和把握， 教

育改革实践也就要么是隔靴搔痒， 要么是花

拳绣腿， 要么是偏离正途。

我们需要一双远望的眼睛， 能够站得高

一些， 使自己的目光能够到达更高远的地

方， 知道自己在哪里， 应该到哪里去； 知道

教育在哪里， 学校在哪里， 又应该到哪里

去。 我们需要怀疑和批判， 需要在怀疑中学

会辨别， 在批判中作出理性判断。

我们需要教育家， 更需要具有教育家思

想的校长。 没有教育家， 没有具备教育家思

想的校长和教师， 教育就必然虚弱， 前行的

路上难免会虚脱。

《名校长对教育的再思考》 一书汇集了

全国51位知名校长的独到思考和前瞻观点，

他们用睿智的思想， 为我们打开了一扇扇窗

子， 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思考教育、

观察教育， 并用我们思考引领下的行动凝结

出的思考， 去探索中国教育的科学发展之

路， 以期改变当前中国教育的行走轨迹。

（作者系山东教育报刊社《现代教育报》

编辑部副主任）

重磅推荐

精神地图

新书速递

作者解惑

《游戏的力量———玩出创造力与竞争力》

（美） 戴维·艾尔金德著 重庆出版社

《走向德育专业化：学校德育100问》

檀传宝等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将与学校德育相关的

100

个问

题分编为理论 、 流派 、 热点 、 务实

4

个

篇章。 理论篇主要探讨怎样实现德育专

业化 、 如何做到尊重学生权利等问题 ；

流派篇主要探讨了诸如苏霍姆林斯基 、

马卡连柯、 诺丁斯等不同教育家的教育

思想对德育的启示； 热点篇则以时下热

点新闻为切入点探讨学校德育工作的开

展； 务实篇则从德育环境 、 学校德育管

理、 学生心理等方面探讨德育工作的细

节问题。

《名校长对教育的再思考 》

宋洪昌编 福建教育出版社

讲故事呵护儿童成长

■

孙一

美国儿童文学作家谢尔·希尔弗斯坦

在他的诗中说：“总得有人去擦亮星星，它

们看起来灰蒙蒙的。 ”讲故事是呵护童心

的重要方式。 好故事给孩子带来的不仅是

美妙的阅读体验和奇妙的想象，还有对成

长的启迪， 对品德、 人格和气质的滋养。

《童媒突围》一书讲述了《小学生拼音报》

50年来如何通过讲故事呵护童心的。

多年来，作为“擦星族”，《小学生拼音

报》遵循儿童成长规律，用故事来呵护孩

子的成长。 浙江绍兴市一位叫王英男的

小朋友在给 《小学生拼音报》 编辑的信

中写道， 每天晚饭后， 他就拿起报纸读

故事， 读完后， 把故事讲给爸爸妈妈听，

晚上睡觉时， 又把故事讲给爷爷奶奶听。

并因在学校举行的讲故事比赛中绘声绘

色地讲述 《小学生拼音报》 上的童话故事而

多次获奖， 同学们都羡慕地称他为“故事大

王”。 因为识字有限， 很多孩子在小学入学

前后都是在拼音的帮助下实现了自主阅读，

很多孩子通过 《小学生拼音报》 爱上了阅

读， 通过讲故事提高了“说” 的能力。

孩子们除了能在报纸上经常阅读金波、

樊发稼、 冰波、 王一梅、 安武林等著名儿童

文学作家的经典故事外， 还能通过 《小学生

拼音报》 举办的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和作家

“零距离” 接触。 又通过和作家的接触激发

了更浓厚的阅读兴趣。

近年来， 小学生拼音报社开展的丰富多

彩的儿童阅读推广活动很受孩子欢迎。其中，

2006年发起的“阅读中国·书香校园”活动已

在全国500多所小学举办, 儿童文学作家杨

鹏、安武林、方素珍、汤素兰、王立春、肖云峰、

李姗姗等通过这个平台， 给孩子讲述了他们

的成长故事。除了定期举办“‘阿笨猫杯’幼儿

故事大王比赛”等活动，报社还有一支“故事

姐姐”团队，经常深入幼儿园、小学、社区和书

店等，为孩子们讲故事。通过这些阅读推广活

动,孩子的想象力、阅读与习作的兴趣得到了

迅速的提高。报刊就应该贴近它的读者，做一

些有意义的事情。

周汝昌

远行之后的回响

■

郭铭

红学泰斗、 国学大师、 诗人、 书法家周

汝昌先生于

2012

年

5

月

31

日凌晨

1

时

59

分于家中去世， 享年

95

岁。 周汝昌是继胡

适、 俞平伯等之后， 新中国研究 《红楼梦》

的第一人， 为新红学开宗立派。

周汝昌先生一生有

60

多部学术著作问

世， 代表作 《红楼梦新证》 是红学研究历

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

1947

年他对曹雪芹

卒年的考证 ， 表现出新一代学者的生气 。

1953

年秋， 《红楼梦新证》 出版， 这部

40

多万字的红学专著恢复了 《红楼梦 》 世界

文学史的最高地位， 是与托尔斯泰的 《战争

与和平》、 但丁的 《神曲》 等并肩而立的世

界顶级名著； 以丰富详备的资料和考证将

《红楼梦》 实证研究体系化、 专门化。 著名

学者刘梦溪在其学术著作 《红楼梦与百年

中国》 中把红学研究分为索引派 、 考证派

和小说批评派。 考证派的开创者是胡适， 而

集大成者则是周汝昌。 周汝昌搜罗材料之广

泛、 辨析材料之精细、 考镜源流之深远， 无

人能够望其项背。 由于搜集文献广泛充分，

周汝昌第一个确定了曹雪芹是正黄旗包衣

旗人的身份， 并对曹雪芹的整个家族历史

以及他的交友史都作了厘清 。 广泛的阅读

和丰富的材料应用使周汝昌有了不同于他

人的考证成果。

从红学研究出发， 周先生又发展了其他

3

个分支， 开创了 “曹学” ———曹雪芹及其

家世研究、 “脂学” ———《红楼梦》 点评批

注研究、 “探轶学” ———原稿迷失后 《红楼

梦》 情节和人物命运研究。 中国红楼梦学会

副会长孙逊认为， 这

3

个分支都是成立的。

1976

年文革后期再版这一巨著时， 我就满

京城搜罗， 好不容易在北京西单中国书店搜

罗到一部旧 《红楼梦新证》， 并将其奉为至

宝， 从中了解到不少相关的知识。

20

世纪

60

年代初， 周汝昌在光明日报

《文学遗产》 专刊上连载 《曹雪芹家世生平

丛话》， 在这组文章的基础上， 周汝昌出版

了他的第二部著作 《曹雪芹传》， 这本书勾

画出了曹雪芹的生平和 《红楼梦》 的创作过

程。 阅读中， 曹雪芹的声音、 动作行为似乎

真切地凸现在我的眼前。

至

1982

年， 周汝昌发表了 《什么是红

学》 一文， 他实际把西式文学性研究剔出了

红学的范围， 认为那只是一般小说学研究的

范围， 从那时起周汝昌已经在心中酝酿用中

国文学艺术的概念、 范畴、 方式解析 《红楼

梦》 的艺术性。 果然后来周汝昌出版了 《红

楼艺术的魅力》 一书。 在书中周汝昌纵横捭

阖， 又细致入微地运用中国的绘画、 书法、

戏剧、 诗词等多种艺术手法讲解红楼艺术。

著名古典文学家吴小如先生说周汝昌不凭借

任何舶来的文艺理论， 全用中国传统文学艺

术的各色理论为武器， 来分析阐释 《红楼

梦》 的艺术特点， 从微观到宏观， 从事件的

脉络到人物特征无不探微抉秘， 发前人所未

发。 从这本书中我感受到了很多 《红楼梦》

创作中的中国艺术特点和气派， 尤其是那如

画如诗的韵味、 意境解读能够让你如醉如

痴。 凭借非凡的艺术鉴赏力，

90

岁高龄的

周先生登上了央视百家讲坛， 再度讲解 《红

楼梦》， 一时成为盛事。

点评是中国独有的艺术评价方式， 几乎

从 《红楼梦 》 创作开始那天就如影相随 。

2011

年， 译林出版社出版了 《周汝昌校订

批点本

<

石头记

>

》， 这是一部集资料 、 观

点、 评点讲解于一身的大作， 汇集了周先生

几乎一生的研究所得， 尤其是具有中国艺术

特色的艺术解读， 能让你有醍醐灌顶之感，

在品味咀嚼中， 不知不觉品位就会有所升

华。 而能够这样解读 《红楼梦》 的， 必须是

研究中华文化的大家。

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

梦溪这样评说： 周汝昌是目前中国红学学者

中学问最好的一位， 不仅是红学， 他对古诗

词、 中国文化流变都有研究。 他对杨万里、

范成大选集的注释， 很有见地。 周先生还擅

长书法， 诗学造诣也很深， 律诗也能脱口而

出。 由于周先生研究视野的广阔， 学问根底

的深厚， 他的红学研究不是从红学到红学，

而是从中华文化到 《红楼梦》。 由于周先生

具有深厚的古典文学知识和考证功底， 因此

他对 《红楼梦》 作者和本事的研究， 可以立

一典范。 他的成就现在没有人超越， 即使未

来的红学研究也无人可以绕行。

周先生远行了， 但是他的这些著作是留

给我们丰厚的财富， 每当我们重新阅读的时

候， 我们就会想起他来， 那是一座难以超越

的文化大山！ 周先生做学问的精神和追求学

术的中国气质， 也是我们教师教学应该而且

能够学习的典范。

《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著 人民文学出

版社

1976

年版

《曹雪芹传》 周汝昌著 百花文艺出版

社

1980

年版

《红楼艺术的魅力》 周汝昌著 作家出

版社

2006

年版

《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 译林出

版社

2011

年版

读者视角

《童媒突围》 张梅霞著 光明

日报出版

《游戏的力量》 让我们明白游戏不只是好玩和刺激， 它是儿童了解世界、 了解自己、 了解他人与社会最重要的途径。

《游戏的力量》 告诉我们， 乐在其中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有心理学家指出， 爱玩的孩子比不爱玩的孩子大脑至少大30%。

《李吉林和情境教育学派研究》

顾明远主编 教育科学出版社

她， 自称 “长大的儿童”； 她， 被誉

为 “诗人” 教育家； 她， 书写儿童教育的

“中国史诗”， 她所创立的情境教育学派被

誉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奇葩。 该书编选

了李吉林及其情境教育研究相关的文章，

分为

5

辑。 第一辑主要评价了教育家李吉

林的学术品位与学术成就， 第二辑到第五

辑则从本土文化特色、 核心理念、 时代特

征、 国际视野等不同角度评价了李吉林创

立的情境教育思想及其价值。

（史慧芳）

《学校新文化解码》

教育时报社编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学校新文化”是《教育时报·管理周

刊 》于

2007

年提出的一个概念 ，其核心

是重塑学校管理文化。 该书以“学校新文

化”为主题，收录了《教育时报》对求实中

学 、许衡中学 、濮阳市实验小学等

5

所学

校教改理念与实践的报道，以及围绕 “学

校新文化” 展开的一系列理论探讨性文

章。 该书既有案例解读，又有理论探讨 ，

同时还切入“学校新文化发展论坛 ”的实

况记录和专家视角 ， 对学校文化建设具

有指导意义。

《女儿好养》

马健、 马泽著 译林出版社

如何改善亲子关系 ？ 如何从疏远 、

畏惧、 愤懑、 隔膜、 怄气、 失望、 互存敌

意， 转为亲密 、 渴望 、 赞赏 、 交流 、 信

任、 尊重 ， 成为朋友 ？ 怎么教育出懂自

律、 敢担当、 知感恩的孩子？ 心理专家马

健的养女心经记录的是马健与女儿依依

一同讲述女儿成长的故事 ， 读者可以从

中感受到马健与女儿是一种和谐的亲子

关系， 他们之间可以无障碍沟通 ； 女儿

身心健康， 有良好的生活习惯、 学习好、

有能力……

《读懂中国智慧》

冷成金著 重庆出版社

中国智慧本质上是一种深刻的文化，

只有身心渗透了这种文化， 才能成为真正

的大谋略家、大智慧家。

在该书中， 人民大学教授冷成金用独

特的“以智论史，以史说智”的手法，博采史

实，剥开传统文化内核，详实生动地向今人

阐释了中国智慧的

6

个主要组成部分： 最

深刻的儒家智慧， 最圆融的道家智慧， 最

超脱的佛家智慧， 最刻毒的法家智慧， 最

无耻的纵横家智慧， 最冷峻的兵家智慧，

最神秘的阴阳家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