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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9年6月12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悦读·话题

悄悄地，读些古文记在心里
□王栋生

雷通群是民国时期的教育研究者，他的《西洋教育通史》成书于20世纪20年代，是国内比较早的对西洋教育史进行通盘

研究和介绍的书籍。

这里选择的是《西洋教育通史》序言的节选和绪论中的一章《教育史的价值》。一般教育史著作，过分注重史实的罗列和

义理的阐发，而较少关注教育史的价值。雷通群此书特别注重价值的审视，因此他特意用一章论述教育史的价值。如今，教

育研究专业化日趋精深，但也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

今日的教育者，重读那个“重估一切价值”时代的书籍，也许在史实的考据和义理的阐发上未必比得上今日的专业书籍，

但是能够获得教育研究更加高远的格局和纯正的趣味。今日的教育者，恐怕再也难以发出“（教育史）第一种价值在能满足

吾人学术研究的兴味……盖为学问而研究学问，其目的本属纯粹的，高尚的，单得到智识欲的满足，吾人已觉无上

的快感”如此黄钟大吕般的纯正之音了。 （杨赢）

教育史的价值□雷通群

每周推荐

随看
随想

夫一部教育史，正如一道河流，虽

其间偶有激湍，有回澜，而一泻干里之

势，决不能以“抽刀断水"之法治之也

明矣。故本书之编，纯用"夹叙夹议"

体，上始希腊，下讫苏俄，分每期每国

乃至每派每系的教育详细论列，中于

新进的美国教育，尤三致意焉。每期

的教育，均以总论起，而以总评终，使

读者了然于每一期教育的最大趋势何

在，派生何种特征，于当时之社会、政

治、经济、宗教等有何关联，与前期及

后期之教育有何种呼应与伏脉。因

此，读者在一览之下便入于相当理解

之途,执此种要领以罗贯诸种事实与诸

种思想,正如网之在纲，不甚费把持记

忆之力。

犹不只此。历史任务，一面固在

罗陈实在性，他面尤贵究明价值性.假

令徒偏于前者而疏于后者，则虽史实

之叙述井然，终亦成为一种"目录学 "

姓名学"乃至“家谱学”而已。

古来的教育事实与思想之中,吾人

实不能不分出"遗蜕"与"精意"两者审

辨价值。今使聚古来恒河沙之教育事

实与思想，而以现代性实用性两种价

值标准照烛之，斯可辨认何者为不适

于当代，何者为仍有留存斟酌之必要

的精意（或公例）。所以本书之编，对

于价值稀薄之内容，往往故意叙述从

简，若认为精采所在处，则又不惜钩玄

索隐，以补历来的教育史书之未逮。

……

第四章 教育史的价值

（一） 历史的一般价值。欲明教

育史有何价值，须先明历史的一般价

值为何。历史的价值，简析之可为以

下诸点：

（1）为认识事物变迁发达之次第

的价值。

（2）为认识某种事实是属于某时代

的智识价值。（此正犹吾人能辨认某种

磁器或字画是属于某朝代的遗物相同）

（3）借过去之认识，使吾人更深切

明了现在之真相的价值。

（4）既知过去与现在，使吾人具

某程度的豫见，可免末来覆辙之祸

的价值。

第四种价值，可认为是从历史的

必然性上来的。本来关于历史的“循

环性”与“直进性”两者，分成两种学

说的派别，意见尚难一致。照德国西

南学派的哲学家，如温狄班（Windel-

band）（注 ：文 德 尔 班），利 卡 尔 特

（Rickert）（注：李凯尔特）等，均认历

史的事实以一次为限，无复演性，竟

以个性记录学看待历史矣；但历史究

可认为有某程度之通例性，必然性。

因此，认识过去，实含有豫测未来的

价值存在。

（5） 历史的研究，又有情意陶冶

的文化价值。盖与伟人杰士的人格，

生活，勋业等相接角虫，固能使人发扬

蹈厉，又与美感的宗教的文化相接触

时，亦能使吾人之情操意志纯化。此

虽属间接的价值，究不得算为文化科

学之历史的本质价值，但历史之有情

意陶冶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二）教育史的价值教育史之在形

式上，是具有上述之一般的历史价值，

此外又因其在内容上，则具有特殊的

教育内容，故更生出特殊的价值，现将

此种特殊价值作如下之分析：

（1）第一种价值，是在能满足吾人

学术研究的兴味。此是属于一种形式

的价值，盖为学问而研究学问，其目的

本属纯粹的，高尚的，单得到智识欲的

满足，吾人已觉无上的快感。

（2）第二种价值，是在于教育研究

上的裨益。吾人借教育史之研究，一

面既洞悉过去的教育理论与实际如

何，并经过何种变迁而始至现在的状

态，从此可得教育上"当为的概念"，其

裨益诚非浅鲜。

（3）第三种价值，是在于社会的认

识。教育既属社会之一事象，又属文

化之一肢体，故吾人在教育史研究之

过程中，常着眼于社会的背景，故大有

裨于广大社会的认识。

（4）第四种价值，是在其可为教育

家修养之资。教育史上恒掲载伟大教

育家的传记，吾人因此得详其行状性

格，而发生油然的感兴，或出于直接

的摹效，或供吾人间接的反省，其有

资于修养之价值殊大。曷不观裴司塔

罗齐（注：裴斯泰洛齐），其对于全世

界教育家之感化力如何大；又不观海

尔巴脱（注：赫尔巴特），其促进教育

学的研究及科学的教育学之组织等，

亦属显而易见。

（5）第五种价值，可包括其他如

（A）文化研究上的价值,

（B）历史研究上的价值，

（C）社会学（社会进化论）研究上

的价值等一并言之。文化研究上的价

值云者，是指吾人在研究教育学者之

思想或学说时，既洞悉其世界观与人

生观，而他面又可了解关于真，善，美

等一般概念，此大有裨于文化之研究

无疑。历史研究上的价值云者，盖指

历史的研究，既常注重文化史方面，而

教育又为文化之一肢体，所以从教育

史上得到许多补助。社会学研究上的

价值云者，盖因教育史上恒叙述古今

社会的组貌与变迁。故于社会学本身

的研究上大有贡献无疑。

以上除第一种为形式的价值之

外，其余自第二种至第五种，可算为教

育史之实质的价值。

（选自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商

务印书馆1935年版）

有人将老师比作自己人生路上

的贵人。而我的人生路上，也确实有

这么三位恩师配得上这样的称号。

商文庆老师是我读初中时的教

学主任，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

学前身）数学系高材生，一米八的帅

小伙儿。1981年大学毕业，他主动放

弃留在县城教书的机会，申请回到家

乡学校——北京市通县次渠中学任

教。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对于一所

普通的农村初中校来说，商文庆老师

这样的本科生绝对是个宝贝。工作

没几年，他就因教课出色而被破格提

拔为教学主任。因为要兼顾全校的

教学管理工作，他只教一个班的数学

课，我与他无缘成为天天碰面的师

生。只是有一次，教我们数学的老师

生病了，他为我们代了两次课，使我

有幸领略到商文庆老师的学识和魅

力。我不无遗憾地想，“要是商老师

能天天给我们上课该有多好啊！”

时光飞逝，转眼间三年初中学习

生活即将结束。在这三年中，商文庆

老师没再给我们上过课，人生似乎再

无交集。然而就在毕业前夕，商文庆

老师又一次走进我的生活，成为改变

我人生轨迹的人。

那时，为了早点参加工作减轻家

庭负担，我选择报考师范院校。商文

庆老师听完我的想法，又与我一起分

析了招生简章，最后建议我报考北京

市东城区师范学校。正是在商文庆

老师的鼓励下，我以第一名的成绩步

入了东城区师范学校的大门。

刚成为师范生不久，我遇到了许

高生老师，他个子不高，精瘦干练，是

我的政治老师兼班主任。许高生老

师是一个工作严谨、教学水平很高的

名师，他曾获得过曾宪梓奖和全国优

秀教师的称号。受许高生老师的影

响，我爱上了文学，从他身上我学会

了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面对生

活。更重要的是，许高生老师让我认

识了中国共产党，引导我走向党的大

门。尽管由于种种原因，我没能成为

一名学生党员，但在工作期间我一直

牢记许高生老师的话，努力提高教学

水平，终于在 25 岁生日即将到来之

际，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并被评

为东城区第五届优秀青年教师。当

我把这一消息告诉许高生老师时，他

激动得连声说好。

曹建文老师是我师范时的历史

老师，30岁出头，端庄、优雅，深受学

生喜爱。我师范毕业后，听说她调出

了东城区，便失去了联系。2001年 4

月，从教 10 年的我来到北京市教育

学院东城分院参加学习，我惊奇地发

现，讲课的竟然是曹建文老师。曹建

文老师讲课依然那么生动，那么富有

感染力。我们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下

课铃响起，竟然浑然不知。

听课结束，曹建文老师走到我

身边和我打招呼，问我这些年的学

习工作情况。我将这 10年工作的主

要成绩向曹建文老师做了汇报，她

边听边点头。“不错，如果这时候让

你来东城分院做一名干训教师，你

愿意吗？”我的脑子一下蒙了，小学

老师与干训教师之间的跨度太大

了。曹建文老师诚恳地说：“这是一

个更广阔的平台，对你来说新鲜而

充满挑战，但只要你虚心学、勤思

考、用心做，一定可以胜任。”经过两

天的思考，我下定决心接受挑战。

就这样，我从一个小学语文教师华

丽转身，成为北京教育学院东城分

院的一名干训教师。在之后的工作

中，我努力补习学校管理理论、深入

干训班听课学习，并担任了《东城教

育党建干训》杂志的责任编辑。

白驹过隙，如今三位恩师都已经

退休了，我也接近知天命之年。回首

自己的人生路，我最想说的一句话

是：“三位恩师，今生能与你们相遇，

我何其幸运！”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东城区教师

研修中心）

商伟的《给孩子的

古文》一书，编得简约大

气，特别是篇章的解说，

能培育阅读趣味，引发

学生关注与思考，我看

了比较喜欢。与“给孩

子”系列的其他书一样，

编者能从自身的经验出

发，用一种比较长远的

眼光，为少年儿童的阅

读积累提出建议。按中

国语文教育的观念，这

些古文都属于“应知应

会”的（即使课程标准在变化，学生学力

有差异，至少也要做到“应知”），比起时

下一些自以为的同类读物，这个选本并

不算难。没有具体的学习要求，它是供

中小学生在课外根据自己的需要阅读

的，而且可以长久地伴随他们。

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疑虑：学这

些古文，有没有用？

依据经验，我得回答“不知道”。因

为如果要告诉他们“有用”，要花很大的

力气；如果根据常识，说“不要管有用没

用”，那就得花更大的力气，而且吃力不

讨好。因为你无法跟读书言利的人谈

读书，他们关注的是“眼前”“考分”和

“立竿见影”，所以大可不必试图说服所

有的人来读这些古文。但是，智者永远

摆脱不了这些烦恼，人们仍然顽固地

问：“有什么用？”

有个人在黑夜里赶路，忽然有神灵

在他的耳边说“蹲下去，蹲下去，捡一点

东西放在袋子里。”这个人不敢违背神

的旨意，捡了一把沙石放进袋子。当他

走出谷地后，天亮了，他想起袋子里的

砂石，打开袋子，发现竟然全是钻石！

30多年前，我在课堂上讲这个故事，有

学生笑说“早知道为什么不装一麻袋

呀”。是啊，所有的纠结就在于很多有

趣的学习不可能“早知道”。

这个故事，应当是俄国生理学家巴

甫洛夫在论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时说

的，他用这个比喻谈基础教育不得不用

强制法，只是他这里借用的是神谕，中国

古代用的是打板子和罚跪。“强制”毕竟

出于“跟小孩子没法讲清道理”，是一种

“不得已”，不是理性、科学的教学法；如

果能遵循认知规律，引导学生发现阅读

的趣味，培育成“热爱”，才有可能养成习

惯，提升阅读的品质。我想，商伟在编这

本《给孩子的古文》时，也许有这方面的

考虑吧。

义务教育阶段，少年儿童对读书学

习多多少少会有些畏难情绪，偷懒、抵

触甚至对抗，因为孩子无法理解“教育”

的意义和价值，而等到成年明白这些

时，已经过了生长时节。几乎每个成年

人都后悔早年读书太

少，因为孩童时不明白

悄悄攒积的东西会成

为 一 生 的 精 神 财 富 。

如语文教学要学生尽

可能多背诵一些古诗

文，最单纯的道理：这

些经典古诗文，要让人

在记忆力最强的童年

把它记住，等他们“走

出谷地”后，也许比较

难了。“打精神底子”的

时期，要能有一些“先

放进去”的东西，随着年龄增长，接触纷

繁杂乱的世界，一些庸俗的东西会以惊

人的强势来挤占精神空间，那时就要看

“底子”的宽度和硬度了。

我们来到人世时，这些古文已经被

十几代、几十代人读过了，它们被称为

“经典”。经典作品是不同时期语文的

最高成就，同时体现了不同时代人文精

神的高度，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阅读思考

获得这样的滋养，只要他始终有阅读和

思考的意识。

选家选编古文，各有所爱，各有所

重，每个人的经验不同，趣味爱好不同，

但选编者有读者意识，为读者考虑，引

导“怎么读”，或许更为重要。时下一些

阅读推广活动仍然有比较强的功利性，

动辄与考试升学挂钩，有的书提出的阅

读要求比较高，有的专家则把古文阅读

渲染得很难，这些都无益于少年儿童自

觉阅读的习惯养成。面向少年儿童的

古文读本，要照顾他们的阅读心理，培

育阅读趣味，调动他们积极思考。为少

年儿童选编读本，不但要有专家视野，

也要懂教育艺术，商伟的《给孩子的古

文》在这方面把握得比较好。

编者有对话意识，仿佛与孩子面对

面，解说不拘一格：这一篇为什么会脍炙

人口，这一篇何以与另一篇有关联，有何

异同，这一篇哪些话写得有些特别，如此

等等，往往用几句话说得明白晓畅。供

中小学生阅读的古诗文读本，不能让学

生感到艰深，望而却步；也不宜“字字落

实，句句落实”，包办代替，嚼饭喂人。这

些古文，要跟随人的成长慢慢地欣赏，随

着阅历的丰富慢慢地感悟，要读好多年

甚至一辈子。只要学生愿意读，似懂非

懂、一知半解都不要紧，教育的主要特征

就是“慢”；人都是磕磕绊绊学步的，不能

牵着孩子刨根问底地考，滚瓜烂熟地背。

世界很大，童年只有一次，有许多

有趣味的东西在等他学，况且这些文章

要读一辈子呢。商伟编这本《给孩子的

古文》时，是留下不少空白的，大约是为

了引导孩子自己“蹲下去捡”的吧。

（作者单位系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他们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张大锁

关键人物

童心绘师
好老师就是在平凡的生活中教导我们成长，发现我们的点滴进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玄龄小学 王子萱 指导教师：宗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