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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美]塞缪尔·亨廷顿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该书总结了19世纪以来世界三波

民主化浪潮的进程及其产生的原因，该

书试图解释发生在1974年到1990年间

的这一波民主化浪潮发生的原因、方式

及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三国演义》数字化助推名著研究性阅读

■桑哲

在守望中超越

■刘笑天

对 《路在脚下延伸》 的作者， 笔者虽很

熟悉， 但读完全书之后， 内心仍被深深地震

撼了。 作者程翔在专业领域内可谓年少成

名， 25岁时即获得省级课赛一等奖， 28岁获

得省教学能手第一名和全国课赛大奖， 30

岁时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31岁即摘取了

特级教师的桂冠。 诸多荣誉接踵而至， 掌

声鲜花扑面涌来。 在一个浮躁之气日渐浓

厚的时代， 这意味着巨大的诱惑： 人极有

可能就此陶醉流连、 迷失自我。 此时面临

的最大挑战就是超越自我。 它会成为你人

生历程中的一个临界点， 最终决定你的人

生走向。 而挑战自我始终应该与坚守自我、

反省自我同步进行。 所谓“守望” 是指必

须坚守自己的精神追求与精神高度。 人生

追求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不断延展

深化； 精神高度也并非持久凝固， 而是持续

增长。

作为从课堂实践成长起来的教育专家，

程翔的早期研究多源于教学实践， 如 《语文

教改探索集》、 《播种爱心》、 《语文人生》

等书课例魅力十足， 然而均以经验梳理为

主， 未免有所局限。 至 《课堂阅读教学论》

为之一变， 其中既吸收了源于课堂的丰富营

养， 又注重进行理论阐发， 使得这本专著拥

有了重要价值。 在学术生涯和人生道路上，

最艰难的莫过于不断超越自我。 然而， 程翔

却每每纵身一跃———《〈说苑〉 译注》 一书的

出版， 对于程翔的意义堪称具有革命性。

《〈说苑〉 译注》 的最大价值就在于作者对过

往“自我” 的超越。 无论是研究方法、 知识

架构， 还是学术环境， 作者都无法与专业研

究者相比， 但他还是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完成

了这项价值非凡的工程。

大凡取得卓越成就的人， 成功缘由无

外乎职业需要与内力驱动两种。 前者可以

让人经受严格甚至严酷训练后在专业领域

出人头地， 但却往往缺少迷人的人格魅力、

深厚的人文精神和强大的精神磁场。 晏阳

初先生令全世界为之动容， 在于他近乎圣

洁的宗教式人生境界； 陶行知放弃象牙塔

里的优越生活， 在于他内心燃烧着一个强

国之梦； 蔡元培70岁时尚居无定所， 却诠

释了两种伟大文化， 一曰中国传统圣贤之

修养， 一曰西欧自由博爱之理想。 他们之

所以伟大， 在于他们是大写的人， 是纯粹

的人， 他们身上体现着高贵的人性。 他们

确立的高度不是供人凭吊， 而是激励后人

践行； 不是供人仰望， 而是勉励后人超越。

我们可能达不到他们的境界， 但是可以从

点滴做起， 敏于知， 敏于行， 并且其源头

应该是去功利的。

我们曾经用假大空模式制造泡沫， 制

造神圣， 制造崇高， 在愚弄别人的同时愚

弄自我， 其结果很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

彼时， 源于内心的那种挚爱和使命越发显

得弥足珍贵。 “一课讲到得意处， 类似酒鬼

醉成泥。 周身万物俱忘却， 只有两张薄嘴

皮。” 源于爱， 对语文课堂的一种切切实实

的爱， 在其中灌注着青春、 汗水和泪水。

“承包一个差生”， 源于爱， 看似面对一个生

命个体， 其实面对的是许许多多活力四射千

姿百态的生命成长， 没有什么高于它、 大于

它、 重于它。

《说苑》 研究的不是显学， 程翔的 《〈说

苑〉 译注》 同样做的是不折不扣的“冷学

问”。 梁衡先生曾经问教于季羡林老人：

“您研究的学问有些很冷， 有用吗？” 季先生

正色曰： “学问只论精不精， 深不深， 不论

有用无用。” 文明延展凭借的是文化， 文化

传承凭借的是“纯粹的学问”。 《〈说苑〉 译

注》 与其说是在做学问， 不如说是在净化心

灵、 提升人生、 承继道统。

作者写过一篇文章 《教师在母语教育的

文化使命》， 我觉得“文化使命” 在作者生

活事业各个领域一以贯之， 可能不潇洒， 甚

至被目为陈旧， 然而也许它就是作者心中的

那柄神剑。 它外化为治学、 处事方式， 在中

国士人群体中持续了几千个寒暑。 “五四”

后， 中国文化“丸已出盘”， 但中国知识人

心中此种情结依旧未曾消解。 作为天下公

器， 附着于不同主体以后， 往往生发出缤

纷多彩的“独门绝学”， 展现出姹紫嫣红的

春季风姿。 读罢 《路在脚下延伸》， 自然会

触摸到当代教育中最令人神往的一隅， 并为

之心潮起伏。

（作者系山东省济南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特级教师）

写在书页边上

《路在脚下延伸》 程翔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当我们给教育附加了太多的功能之后，教育促进人的社会化和个性化的本质功能就经常被忽略，甚至忘记了教育所有

的功能都是借助于“育人”来实现的。 教师有意识思考时所具有的常识并不能够在其日常实践中体现出来。

用教育常识引领课堂行动

■王少非

教育常识应成为教师

思维的原点和行为的基础

梁文道曾断言， “此乃一个常

识稀缺的时代”。 其实常识本身并不

稀缺， 稀缺的乃是常识的传播， 以

及人们在思维和行动中所体现出来

的常识遵循和应用。 教育的常识并

不少， 可关于教育的常识却经常被

遮蔽、 被忽略、 被曲解， 被漠视则

是更为常见的事情。

比如教育是培养人的这个常识，

在现实中就经常被遮蔽、 被忽略、

被曲解。 当我们给教育附加了太多

的功能之后， 教育促进人的社会化

和个性化的本质功能就经常被忽略，

甚至忘记了教育所有的功能都是借

助“育人” 来实现的。 比如， 学习

是多维度的， 知识的增长、 认知的

发展都不是学习的唯一结果。 这也

是一个常识。 但当考试被当作衡量

学习的唯一手段之后， 学习除了认

知以外的其他功能就被忽略了。

“要了解学生的学习结果， 考一考”

就成了“常识”， 教育被“龟缩” 为

学习就成为了新的“常识”。

夏雪梅博士在 《以学习为中心的

课堂观察》 一书中说“了解儿童， 了

解儿童的学习过程， 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基础”。 表述虽然学术， 但内容依

然是常识。 课程、 教学、 评价都是为

学生的学习服务的。 课程设计与实

施、 评价都必须以学生的学习为出发

点， 并以学生的学习为归宿， 课堂研

究自然离不开学习的研究。 对教师而

言， 尤其需要关注学习。

几乎对所有的教师而言， 这一观

点似乎多余。 当将这些观点向教师提

出时， 几乎所有教师都能做出符合常

识的回答。 但问题在于， 这些常识是

否都体现在教师的日常思维和行为之

中， 并成为他们思维的原点和行为的

基础？ 答案是否定的。 教师有意识思

考时所具有的常识并不总是能够在其

日常实践中体现出来， 有时， 他们的

行为甚至可能背离了常识。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

其中一个原因正是现实。 现实浮

躁的表现、 功利的追求被当作合

理的了， 而教育常识则如敝帚被

抛弃了。 “每个儿童的学习是一

个个别化的历程”， 这是一个经过

广泛实践和无数哲人研究证明了

的“常识”。 但是当遭遇“产生与

工业时代的批量式的课堂结构与

信息时代所需要的个性化的人之

间的矛盾” 这样一个“本质性的

桎梏” 时， 这样一个常识就成了

“理想”。 虽然理想很丰满， 但现

实很骨感， 于是理想被放在一边，

常识也就这样被抛弃了。

惯性或定式也许是另一个重要

的原因。

习惯具有影响人行为的巨大力

量， 教师们已很难避免行为惯性或

思维定式的影响。 与其他职业工作

者不同， 教师们的许多惯性或思维

定式的形成并不是始于走上讲台之

初， 相反， 很多惯性或定式在多年

前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比如， 他们

作为学生的经历基本上就是接受教

师以分数为依据的评判， 那么借助

于考试得到的分数来判断学生的学

习就可能成为习惯。 所以， 要判断

学生的学习是否发生， 学生学习了

多少， 考一考， 得到一个分数即可

作为判断的基础。 当这一习惯成形

了， 一些“更好” 的教师就可能获

得了另一些“常识”， 比如， 考试

要有客观性， 考试要有效度， 考试

要有区分度， 缺乏这些特性的其他

了解学习的方法是不可靠的， 等

等。 加之， 教师们通常忙得很难停

下脚步， 结果习惯成了自然， 而支

撑习惯的那些理由就成了常识。

教师应掌握常识应

用于行动的策略和方法

问题是相当一部分教师并不缺

乏关于教育、 课堂和学习的常识，

而且还时常有意识地将这些常识作

为他们行动的基础， 可实际行为却

依然不能体现常识。 笔者认为， 教

师的行为背离了常识， 还有一个更

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教师们缺乏将常

识应用于行动的策略和方法。

比如， 有效教学的“效” 最终必

然体现在学生的学习上， 所以学习是

有效教学的归宿， 教学要真正有效，

就必须建立于学生已有的学习体验之

上。 所以， 作为教师， 就必须关注学

习， 必须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 这些

都是常识， 而且是教师不该忽略的常

识。 可为何那些宣称在实践“以学定

教” 的教师行为中， 我们依然看不出

对这些常识的坚持？ 其中关键在于教

师是否掌握了观察学习的有效策略和

方法， 而掌握并能纯熟运用观察、 分

析学习方法的教师并不多。

这不能怪罪教师， 因为以往的

教师教育没有为教师获得这一方面

的知识提供渠道， 而以往的教育学

研究也缺少关于儿童学习的内容。

在这一方面， 夏雪梅博士发现了一

个很好的课题。

《以学习为中心的课堂观察》 的

核心部分， 从学生知识与技能类的目

标达成、 有意义的学习过程、 合作学

习的过程、 课堂中的积极学科情感、

课堂中的社会关系5个领域探讨了对

课堂学习的观察， 并借助学习科学、

积极心理学、 社会心理测量等多学科

研究成果， 呈现了多种观察学习的工

具和方法。 这些观察领域撇开以往课

堂观察的重点———教师的教， 而集中

关注“学生的学”。 这是基于作者头

脑中关于“学习” 的框架， 在这个框

架中， 学习不只是一种结果， 还是一

个过程； 学习不只体现在认知的变化

上， 同样体现在方法情感态度的发展

上。 应该说这个框架体现了作者对课

堂学习的全面理解。

教师既要掌握策略和

方法， 也要善于开发创新

该书所呈现的种种观察工具来自

于许多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 但又并

非是纯粹的逻辑推演， 是经过实践检

验， 有着充分的实证研究， 从而为教

师的实践操作提供了良好的指引。 鉴

于课堂情境的多样性、 学生学习的差

异性， 工具恐怕不能照搬使用， 教师

应该具有策略的开发创新精神和能

力， 教师需要根据实际的课堂情境加

以再开发和灵活应用。 运用工具实施

观察、 记录之后再对观察结果分析解

读是课堂观察的必然组成部分， 没有

这样一个环节， 观察记录对教学和教

师专业发展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老

师缺乏创新精神和能力， 将是学生学

习的一种悲哀。

该书还提供了关于观察结果分析

的多重视角， 为课堂观察实践“观察

结果分析” 这一最困难环节的实施提

供了一个可参照的范例。 而“多元解

读” 的观念更提醒我们， 应该超越

“数据” 本身， 来推断影响学习的因

素和机制。

总而言之，《以学习为中心的课堂

观察》 为一个尽人皆知的常识———对

教的“效”的判断必须依据学生的学。

从常识出发， 寻找让常识体现于

行动的方法和策略， 让常识真正引领

行动， 这也许是大部分教育学者能做

的事； 鉴于当前因教育中“技术” 的

缺失而导致对教师专业性的质疑， 这

也许是所有教育学者必须做的事。

（作者系浙江台州学院教师教育

学院院长）

《以学习为中心的课堂观察》 夏

雪梅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重磅推荐

禹天建 绘

新书速递 专家视角

在信息化社会， 运用电脑、 网络和数字技术对传

统文化， 首先是中国古典名著进行数字化， 是推动和

提升名著阅读的重大举措， 更是推动文献资料普及、

推进名著文献研究从象牙塔走向更为众多草根学者

的重要途径。 包括小说在内的古代文学作品以及文

化典籍的电子文本的出现和广泛运用， 各种电子书

库、 期刊检索网站和专门的文学研究网站的建立与

更新完善， 等等， 都为我们今天的阅读、 研究带来了

重大变化， 且具有里程碑般的意义和作用。

‘

‘

‘

‘

《何谓普世？ 谁之价值？》

曾亦、 郭晓东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该书是中国儒学界首次集中以儒

家视野探讨“普世价值” 之作， 作者

以诙谐的笔触， 通过对历史和义理的

探讨， 推进了“普世价值” 与儒家传

统的对话与共融。

《鲁迅作品里的教育》

鲁迅 著 顾明远解读

福建教育出版社

该书为当代教育家顾明远对鲁迅

平生论及教育文章的解读， 以“原文

+解读” 的方式， 结合鲁迅所处时

代， 对鲁迅的教育思想给予详细解

读， 同时将视角延至当代。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协办

前不久， 第11届中国古代小

说戏曲文献数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在台湾嘉义大学召开， 会议展示了

《三国演义》的数字化成果。这对《三

国演义》 的研究者和广大教师指导

学生阅读《三国演义》 以及相关教

学，都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文献数字化” 是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对传统介质的文本、 图像、

声音、 视频等信息进行“数字化”

处理， 使得一些珍稀文本等资料能

够大众化， 实现广泛意义上的资源

共享。

中文古典文献数字化工程已有

20多年的历史， 国内外已建立了

一系列智能化大型数据库， 对于学

术研究、 教师教学、 读者阅读的重

要意义和作用日渐凸显。

《三国演义》的数字化，目前已

经走在了《水浒传》、《西游记》、《金

瓶梅》和《红楼梦》等名著甚至各类

专书数字化及研究的前列。

《三国演义》 数字化包括版本

数字化和研究（文字版、图像版，版

本比对、全文检索、图文对照等）、文

史对照、 地图和地理研究、 评语分

析、语言研究、插图汇集和检索，以

及一些专题的计算机研究。

和其他文献的数字化比较 ，

《三国演义》 数字化的特点是： 不

仅仅局限于把版本资料等进行简单

的数字信息转化， 而且充分利用计

算机技术， 分别从小说、 历史、 地

理等多方面， 对 《三国演义》 进行

多学科、 纵向比较及横向综合的数

字化研究。

多种版本汇聚囊中

目前的版本数字化， 主要包括

文字版和图像版。

文字版： 《三国演义》 数字化

最后确定了8个版本， 包括毛本、

嘉靖元年本、 周曰校本、 李卓吾

本、 钟伯敬本、 李渔本、 叶逢春

本、 黄正甫本。 其中有6种“演

义” 系列版本， 两种“志传” 系列

版本 （叶逢春本、 黄正甫本）。

根据一些专家的建议， 后续还

增加了其他版本， 增加的版本集中

在“志传” 系列， 包括“繁本” 系

列的余象斗 （双峰堂本） 和“简

本” 系列的刘龙田本、 朱鼎臣本

等， 以便促进 《三国演义》 的阅读

和版本演化的研究。

目前 《三国演义》 数字化的

软件开发团队， 在文字版数字化

方面除了具有简单的检索、 统计

功能外， 已经完成了版本比对、

同词脱文等辅助研究功能的开发，

并为专业研究人员提供了相关软

件的使用。

图象版： 目前， 《三国演义》

数字化的软件开发团队已经完成了

4个版本的图象版———嘉靖元年

本、 刘龙田本、 汤宾尹本、 余象斗

本， 并正在根据版本价值和专家建

议陆续增加其他版本。

在计算机辅助研究方面， 版本

图文对照方面的软件功能已经开发

完毕并投入应用。

地图和地理数字化方便阅读

在 《三国演义》 地图和地理计

算机辅助研究方面， 目前主要进行

了 《〈三国演义〉 地图集》 的编制

和 《三国演义》 的地理研究。

《三国演义》地图集：首都师范

大学计算机专家周文业先生利用计

算机绘制了全套《三国演义》 地图

集，为国内首创，目前共完成了180

多幅地图，填补了《三国演义》阅读、

研究中的空白。 在每幅地图上都对

《三国演义》 中发生的事件作了标

注，并在图后编写详尽说明。

《三国演义》 地理研究 ： 在

《〈三国演义〉 地图集》 的基础上，

学者进一步针对 《三国演义》 中的

地理问题进行研究。 目前， 周文业

先生已经撰写出了两篇相关论文，

并正在探讨 《三国演义》 中的地理

错误产生原因与版本演化、 成书过

程的关系等。

文史对照开阔读者视野

利用计算机辅助功能，把《三

国演义》的数字化文本与相关史书

的数字化版本进行对照研究，这种

对照不仅可以全面了解《三国演

义》与历史著作的差别，而且对于

研究《三国演义》成书过程也很有

价值。

目 前 已 完 成 《三 国 演 义》

（毛本） 与 《三国志》 的对照， 并

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 《〈三国演

义〉、 〈三国志〉 对照本》 一书。 多

年来， 周文业等进行了多版本、 多

史书对照， 拟进一步将文史对照扩

展到嘉靖元年本与 《三国志》、 《后

汉书》、 《资治通鉴》 及 《晋书》 4

部史书和嘉靖元年本、 毛宗岗本与

《三国志》、 《后汉书》、 《资治通

鉴》 等3部史书的“段落对照” 和

“句对照”。

去年国家语委成功立项了“国家

语委十二五规划项目” 《〈三国演义〉

字频研究》， 该课题将在建立 《三国

演义》 数据库的基础上， 利用计算机

进行字频的统计分析和研究。

数字化带来阅读变革

在信息化社会， 运用电脑、 网

络和数字技术对传统文化， 首先是

中国古典名著进行数字化， 是推动

和提升名著阅读的重大举措， 更是

推动文献资料普及、 推进名著文献

研究从象牙塔走向众多草根学者的

重要途径。 包括小说在内的古代文

学作品以及文化典籍电子文本的出

现和广泛运用， 各种电子书库、 期

刊检索网站和专门文学研究网站的

建立与更新完善， 都为我们的阅读、

研究， 带来了重大变化， 具有里程

碑般的意义和作用。 它使文本的获

得更为容易， 资料的获取更为丰富，

垄断文献的空间愈来愈小， 使得文

献资料学霸失去了赖以存在的依托。

据统计， 目前至少有700余种中国古

代小说、 戏曲等文献资料实现了数

字化存储和应用。

《三国演义》 数字化对 《三国

演义》 版本的整理与研究等具体

工作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 掌握

这种大型数字化资料库 ， 对丰富

学者的研究， 对大学、 中学教师

的教学和读者阅读的裨益将是可

以预期的。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现代语文》 执行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