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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节

秋高气爽，九月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季节；华美丰硕，九月是一个成熟收获的季节；九月，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情怀，
教师节踏着轻盈的步子缓缓而来——9月10日，我们将迎来第33个教师节，本刊特辑关于教师与教育的部分经典图书，向
全国千千万万正奋斗在教育岗位的年轻教师以及为教育奉献一生的老教师们致敬。

——编 者

■《燃灯者》
赵越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一段最朴实最感人的师
生情，一曲千回百转感人肺腑
的精神长歌，再现一代大师的
风骨与情怀。厚重如山，空灵
如诗——两代学人精神相续
的心灵史、思想启蒙史。

■《课堂的革命：师生平等对话录》
沈 思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著者结合多年对教育的观
察与思考，从以学生为本、重点
培养学生能力的教育观念出
发，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学生自
主学习、主动思考、积极提升自
身社会实践能力的创新课堂，
为中国教育的美好愿景提供了
一个切实可行的生动案例。

■《论人的成长》
【美】卡尔·罗杰斯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罗杰斯大师回顾了自己的
人际关系经历、成长体验，以及
人生观的起源等。详细介绍了
其个人的专业观点和参加的各
种活动，并重点讨论了教育问
题，他提到了自己对于教育性质
的认识以及展望。在本书的最
后一部分中，罗杰斯发表了他对
文化巨大改变的看法，也推测了
我们的世界改变的方式。

■《慢·话教育》
杨士军 著
漓江出版社

本书作者认为，“良好的教
育是在细腻与沉静之中”。以

“慢”的心态来对待教育，陪孩子
慢慢走，慢慢等待和欣赏孩子成
长之乐，何尝不是一种睿智、气
度？事实上，教育最核心的问题
是着眼于孩子的可持续发展，而
绝非眼前一时进度之快慢，或许
这才是更大气的教育。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
【美】戴维·珀金斯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什么是有价值的学习？
你过去学到的那些知识,在今
天的生活中是否用得上？今
天教授什么样的知识,能帮孩
子在未来过上理想的生活？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是
一本被“多元智能”之父霍华
德·加德纳誉为“注定影响深
远的书”。中国教育学会副会
长朱永新亲笔撰文深情推荐。

在当前全社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氛围
中，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蒋泽先教授又完成了一部力作

《点亮希望：感动中国的支月英老师》，这是一本关于生命赞
歌的著作。

通读这部作品，我们仿佛与蒋泽先一起共同倾听着寂静
的大山深处36载光阴流转的平凡岁月里，一位山村女教师用
生命的燃烧谱就的生命之歌。这歌声36年来在山谷回荡，承
载着36年来支月英老师与村民、与孩子们之间纯洁、无私、真
挚又美好、平凡而高尚的相知相守。这个人、这份情深深打动
了蒋泽先。他渴望再一次用他的将心比心在“文学”与“生命”
的双重视阈中读出支月英老师的一颗“过去心”“现在心”“未来
心”…… 作品让我们看到了崛起的中国在基层的另一面以及
身处基层的“脊梁人物”那种甘于平淡后面的澄澈心灵。

从美学上说，这本书的风格始终保持着纪实的沉着大
气，体现出的是文字后面的思考。所有的思考，又都以生活
的褶皱和心灵的赤裸交织共鸣，堪称有力透纸背之功。一
切都尽在不言中，一切又都仿佛已言尽。写作者从头至尾
不刻意制造人物“冲突”，而是巧妙地让位于生活流程的自
说自话，作品虽然直接面对了支月英老师坎坷艰辛的生活
史，但并不愿意沉湎于所谓感动中国的口号与标签中。书
中关于支月英老师山村执教 36年寒暑几易的所有细节串
联起了支月英老师守望山村教育，撑起山村两代人梦想的

“历史记忆”。
真人、真事、真实的生活情状支撑起这部书稿整体的叙

事框架。作者总是让生活本身来说话，试图真实而具体地
在文本中展现支月英具体的生活状态、生活环境和生活遭
遇，从而把一个扎根在大山深处的偏远世界里36年孤独执
教的“支老师”带进可以被读者充分感知和理解的现实生活
中。作者的叙事围绕“她是谁？”“她为何而来？”“她因何坚
守？”……作者将真实的力量转换为审美的力量，即文本中
透射出的无处不在的“纪实美”。

文学文本除了以真实的力量撞击读者的心灵之外，还
须以真情实感浸润读者的内心世界。本书始终回避直白的
灌输和教条式的宣传教化，而是着眼于情理交织、以情动人
的叙述风格。作者用上个世纪 80年代以来若干首不同阶
段流行一时的歌曲名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年轻的朋
友来相会”、“敢问路在何方”“让世界充满爱”“我想有个家”

“飞得更高”等勾勒编织成一幕幕具有深情怀旧意味的 36
年时光荏苒的岁月流金之美，读来令人深受感动。

作者希望能够写出对支月英这个人物的理解与想象，
理解是为了还原，想象是为了超越。还原与超越体现正是
心灵的互动，真心交流。读者可以真切地体验到作者是在
用一颗同样曾经有过山村经验，有过教师职业生涯体验的
写作者的“心”在与“山村女教师”支月英进行着默默地对
话。也许是医学专业的缘故，生命的意义高于一切。蒋泽
先没有把支月英这个人物仅仅限定在先进模范人物的序列
中，也没有把自己的创作拘囿于先进事迹报告的窠臼里。
作家的创作旨趣可以提升到这样一个高度，即作者的生命
经验是和他笔下的支月英的生命流程相通相守的，在世俗
喧嚣的年代，渴求守望的是物欲时代的精神家园和人文情
怀。于是，读者从书中读到的不仅仅是人物的事迹，更为打
动人心的是一个普通女性真实的生活气息、真实的人物经
历，真实的喜怒哀乐，真实的挫折坎坷，家庭、父母、先生、女
儿……

支月英老师真实的生命履历以及蒋泽先与“山村女
教师”之间真心诚意的心灵对话，都化作了一种生命的热
度温暖着一颗颗有痛苦有欢愉、有惶惑有追求的怦怦跳
动的心……

■《陶行知卷》
余子侠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陶行知毕其一生致力于新式
教育事业的进步和教育理论的创
建。《陶行知卷》被收编在“中国近
代思想家文库”，内容在两套《陶
行知全集》（湘版、川版）的基础上
进一步挖掘和搜寻，集结了更加
全面而完整地反映陶行知教育学
说的文字内容。

言简意深通古今
□ 陈相飞

希望之光在坚守中点亮
□ 沈 鲁

三尺讲台育桃李三尺讲台育桃李
一支粉笔写春秋一支粉笔写春秋

致

《杂草记》
柳宗民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

人们总是习惯将不知道名字、长
得也不够漂亮的草统统归为杂草。
著名园艺家柳宗民却没有忘记这些
不起眼的小草。他以专业的眼光去
观察、去体悟，娓娓道来每一株普通
杂草的独特与不凡。在他笔下，每一
棵小草都有自己的美丽与功用，都蕴
蓄着生命的坚韧与美好。它们或可
食、可用、可赏玩、可入药，亦可默默
无闻自在洒落。没有一种草，该被叫
做“杂草”。《杂草记》将专业知识与人
文关怀熔于一炉，是一部严谨翔实的
自然笔记，亦是一曲洋溢着爱与尊重
的生命礼赞。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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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 回望井冈山》
李目宏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17年5月

让初心照亮远方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江西，再一次登上五百里井冈。抚今追昔，他语重心长地
说，井冈山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之作，从这里
革命才走向成功。

今年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10月18日，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将召开，再写井冈山这
段历史，能不能有所创新，怎样写才有新意，让现在的人们
得到什么启示？这些，是人们关注的，也是江西高校出版
社出版《不忘初心 回望井冈山》所回答的。

《不忘初心 回望井冈山》分为“道路”“理论”“制度”
“精神”四篇，全面、完整地阐述了井冈山斗争时期的主要
历史成果和深远意义。全书写井冈山，但没有局限于井冈
山，而是以全新的视野，空间上跳出井冈山，时间上延伸至
当下，选用了大量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沿着井冈山
时期开辟的道路、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史实，将井冈山的
革命实践成果一直延续到当下。这些宝贵的历史成果和
经验，现在成为我们这个国家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
信和文化自信的基石，证明井冈山对中国革命、中国社会、
中国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

这本书的现实意义，在于有较多创新。
创新之一，以“初心”为主题和主线，这是以往关于井

冈山的书所没有的。不忘初心——这个主题和主线，在中
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在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之际，在中华民族向着伟大复兴的
道路阔步迈进之际，有着非同一般的时代意义。它提醒着
人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中国革命史，不能忘记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不能忘记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 95周年大会上的反复告诫——“不忘初心，继续前
行”。

创新之二，对于井冈山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该书
从文化角度进一步揭示，经过历史积淀的井冈山精神，已
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成为红色文化的基因。这一创新的
观点，使井冈山精神在当代的继承和弘扬找到了文化依
据。

全书还有两大鲜明的特色。
其一，对历史细节的准确把握。该书不仅用了两章的

篇幅着重描写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英烈壮举、根据地人民的
巨大奉献和牺牲精神，而且在每一章中都选用了不少可歌
可泣、鲜活生动的史料穿插其中。如，书中对领袖、高级干
部和普通士兵一样同甘共苦的描写：每天吃同样的“红米
饭、南瓜汤”；一同从山下挑粮上山；一同忍受缺医少药的
折磨……大量的历史细节，让读者看到一段鲜活的中国革
命史，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革命者。

其二，让人们从历史中汲取正能量。党的十八大以
来，党中央加大了反腐力度，强调“老虎”“苍蝇”一起打。
许多落马贪官的忏悔中都提到一个共同原因：抛弃了自己
原来追求的理想和信仰，走向了党和人民的反面。这本书
除了引用纪伯伦的诗——“也许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
于忘记了为什么出发”作为
一种提醒，还用了两章加尾
声的篇幅，对井冈山斗争时
期的英烈和做出巨大奉献与
牺牲的根据地人民群众做了
重笔描写，这些带着热血温
度的情节，可以为人们的精
神补钙，让更多人重新回味
中国共产党的初心。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到一个
新的时代节点时，《不忘初
心 回望井冈山》能让更多人
进一步了解井冈山，进一步
了解中国革命，进一步了解
中国共产党，重新唤起不少
人的理想和信仰，照亮他们
前行的道路。

□ 张 衍

近日，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长篇报告文学《点亮希望：
感动中国的支月英老师》正式出
版发行。该书向我们讲述了支
月英之所以感动中国的故事，通
过支月英礼赞我们的人民教师，
礼赞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

■《情系教育》
钱理群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教师”是钱理群先生非常
看重的一个身份。从北大退休
以后，他投身到一直关注的中小
学教育中，与很多在教育一线的
中小学教师进行了交流对话，一
起对中国教育的现状和前景进
行着总结与思考。《情系教育：教
师与青年篇》即是他多年来关注
和思考中小学教育、农村教育等
问题文章的结集。

■《对话孩子》
黄蘅玉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对话孩子》以实践案例为
主，解读了儿童与青少年的心理，
对网络成瘾、抑郁、焦虑、自杀等
困扰和伤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问
题作详细分析，并介绍了加拿大
儿童心理健康保障的社会体系及
其运作方式。

■《和孩子一起成长：文县教育援
助“百人计划”纪实》
樊 志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五年中的每一个盛夏和寒冬，
百人计划不断深入大山，足迹遍布
文县乡镇，本书将历年参与支教的
大学生的文章集结成册，我们有理
由相信，这个已经讲了六年的老故
事带来的对青年责任和教育真谛
的思考，理应被更多的人看到，而
它的精彩才刚刚开始。

■《如何成为高效能教师》
【美】黄绍裘、黄露丝玛丽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本书汇集全美最前沿教育
研究成果，120个国家使用，销量
过 400万册。建构了一套完整的
高效能教师培训系统和教师素
质与能力提升解决方案，为教师
日常教学和管理实践提供丰富
的行动指南。自引进中国后，北
京、上海、山东、河南等各地教委
和中小学校自发组织关于该书
的研讨会。

文
学

《沉睡的人鱼之家》讨论是
当生活不能自理，活着到底还有
怎样的意义这样一个两难的问
题。当希望变成一种绝望，痛苦
有如无边的黑暗吞噬人生。挑
战人性与道德的界限，是对人类
心中之爱的终极考验。东野圭
吾的文学性，在本书中得到了极
致的发挥。感受到东野圭吾前
所未有的耐心，对内心世界、人
性的深度剖析。

《沉睡的人鱼之家》
【日】东野圭吾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年7月

系列书评①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千百年
来，许多经典论著一直传诵不衰，发挥着开
启心智、化人资政的重要作用。最近再度仔
细研读《习近平用典》，反复咀嚼、受益匪浅，
真可谓一枝在手、可赏百花，于一卷之中读
到诸多典籍，明白诸多道理。

时下出版繁荣，各类图书浩如烟海，尤
其是进入信息时代，人们阅读的选择面大大
拓宽。然而，优秀图书仍然不可替代，价值
也永远不会打折。在众多出版物中，《习近
平用典》无疑可圈可点。这部由人民日报评
论部组织编写的图书，脉络清晰、简明扼
要。全书共分为敬民篇、为政篇、立德篇、修
身篇、笃行篇、劝学篇、任贤篇、天下篇、廉政
篇、信念篇、创新篇、法治篇、辩证篇等 13个
章目。每个章目收录了若干则短文，并在章
目首页提纲挈领地提炼了一段文字，用以概
述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思想；每则短文均由习

近平总书记引用的经典名句及其解读、原
典、释义等 4个部分构成，文字简约明快，决
不拖泥带水，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的“求短、求实、求新”的文风。

《习近平用典》虽然采用的是“摘要式”
编著体例，但信息量大、很成系统。全书以
别致的方式，较为全面地梳理了近年来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
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广大党员干部普遍关
注的一些问题，比如，如何落实“信念坚定、
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好干部标准，如何忠实践行“三严三实”要
求，如何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
记从中华五千年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丰富
营养与元素，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古为今
用、推陈出新，作了生动形象的论述，于平实
中见深邃，于寻常处见精神。书中既有世界
观、价值观方面的要求，也有认识论、方法论

方面的阐述，为我们增强本领、履职尽责提
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有助于增强思想定
力、战略定力、道德定力，提升政治眼力、理
论功力、工作能力。

通读《习近平用典》，深切感受到，正如
该书序言中指出，“我们可以感悟‘以百姓之
心为心’的宗旨意识，‘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的政治智慧，‘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务实
精神”。有学者把习近平总书记运筹帷幄的
政治智慧，概括为充满自信的战略定力、直
面难题的勇者担当、纲举目张的大势把控、
严以修身的主体锻造、哲学智慧的顶层设
计、抓铁有痕的刚性执行、梦想引领的力量
凝聚、改革清障的问题倒逼等治国理政“八
大品格”，或者从科学思想方法层面条分缕
析，概述为以深邃的历史思维观大势、以宏
阔的战略思维把全局、以真挚的民本思维定
目标、以缜密的辩证思维增智慧、以务实的

精准思维抓关键、以强烈的创新思维添活
力、以规范的法治思维求善治、以整体的系
统思维聚合力、以清醒的底线思维防风险等

“九大思维”，这一系列品格与思维，同样能
从该书中获得教益。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勉，透过《习近
平用典》一书，可以鲜明体会到，习近平总书
记博古通今，善于援引古籍经世格言用以指
导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展示
出中国智慧的独特魅力，提振了中华民族的
文化自信。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执政者在把读
书作为陶冶情操的精神追求的同时，也应把
读书作为一份为国为民的责任、一项终身学
习的事业，要多读书、善读书、读好书，多读
如《习近平用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
（作者系赣州广播电视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