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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铭老师：

来信谈到参加培训时，对教育专家

充满了不屑：“说得好听，你来带个班试

试？”恕我直言，你这种态度是不对的。

这个逻辑看上去很雄辩。是呀，

无论是“纸上谈兵”的成语，还是“是骡

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俗话，都说明了

真本事的重要性。我承认，确有一些

“专家”“学者”爱摆弄玄而又玄的理

论，还有一大堆晦涩的概念。这样的

“专家”我也很反感。

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所有专

家，更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学习理论知

识的理由。

不同意专家的某个观点，可以有

针对性地直接反驳。尽管也许在理论

素养方面我们与专家不一定对等，可

我们有着丰富的一线实践经验和感

悟，完全可以与专家争鸣。但不能用

一句“你来带个班试试”一怼了之。这

不是讲道理，而是发泄情绪。

理论和实践密不可分。实践源于

理论，理论指导实践，都十分重要。我

们希望所有理论的提出者都有实践的

经验，否则就怀疑对方的理论站不住

脚。但我们忘记了，理论也可以来自对

别人实践的总结提炼，还可以来自众所

周知的常识。比如，最常见的“因材施

教”四个字，这既是古人的经验，也是公

认的常识。说这话的专家就算没有教

学实践，也不影响这句话的真理性。

国家提拔干部，一般都要求有一线

实践经历。这是从管理学角度对行政干

部的要求。而对宏观理论的决策者来

说，他们则不一定非要有具体的操作经

验不可，只要尊重实际情况，注重调查研

究，那么他们的理论照样可以指导实践。

“你来带个班试试”，看似是很有

力的反驳，但实际上反映了一些教师

思维的懒惰，因为他们不愿意仔细分

析研究，不愿意认真与对方讨论和争

论，一句“你来带个班试试”就关闭了

思考的大脑。这句话还反映了不少教

师对理论的轻视，盲目迷信自己所谓

“经验”而裹足不前。

无论多么科学的教育理念，无论

多么先进的信息技术，最终都得靠站

在课堂上的一个又一个教师变成具体

的行动。因此，没有高素质的教师就

没有高品质的教育，而所谓“高素质的

教师”，理论修养是标配。

许多年前，有人提出教育要追求

“有技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技术”，

真是精辟。我们反对只会“纸上谈兵”

的专家，也同样反对动辄“你来带个班

试试”的教师。

事实上，现在活跃在中国基础教

育界的许多学院派专家，当初也是从

基层成长起来的。比如石中英、檀传

宝、刘铁芳、李政涛……这几位目前中

国有影响力的教育专家，都是高校著

名教授，但他们都曾当过一线教师，有

的还曾在农村学校待过。还有中国教

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先生，也曾经

是中学教师。他们的思考与研究有丰

富的实践基础，并非闭门造车。我举

这些例子是想说明，并非所有专家都

是纸上谈兵。

那些脱离实际只热衷于这个“概

念”那个“原则”的伪专家，被教师看不

起是应该的。但教师因此而看不起所

有专家，一听说要接受“专家培训”就很

逆反地排斥，显然不是正确的态度。重

视带班是对的，但因此而鄙薄理论就错

了，这会妨碍自己的专业成长。有的教

师连带了几届毕业班，就觉得自己把教

育看得透彻了，以为自己可以蔑视一切

没带过毕业班的专家。

方铭老师，我希望你自觉地把自

己与这样的教师区别开来。

你的朋友 李镇西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验

中学原校长）

为什么不应该拒绝专家培训

给青年教师的信·李镇西

中国教师报：两位老师的职业与

童书密不可分，童书对孩子的意义是

什么？对教育者的意义又是什么？

常立：童书是成年人给孩子最好的

礼物之一，它既是孩子认识自我的镜

子，又是孩子观察现实世界的窗口。对

教育者来说，童书既是最好的教具，又

是教育内容本身，可以在愉悦的游戏和

审美的实践中潜移默化地实现教育功

能。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套用这

句话也可以说“不读童书，无以言”。当

然，这里的“言”不仅仅指日常说话，而

是指把话说得有趣、有料、有教养。

徐莉：所谓童书，就是适合孩子阅

读的书，适合孩子也适合我这个陪伴孩

子的大人。透过共读童书，我们看见并

分享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和事，

超越我们已有的生活，看见看不见的，

感受没有感受过的，我们因此拥有更多

美好的感受和经历，增进了彼此的了解

和情谊，日子也变得更好了。

中国教师报：儿童阅读越来越受

到学校和家长的重视，您认为当下人

们对“童书里的教育学”有充分的认识

吗？存在哪些问题？

常立：儿童阅读受到重视是好事，

但如果对“童书里的教育学”认识不

当，也会带来恶果。当下儿童阅读存

在的主要问题是：重知识甚于重趣味，

重说教甚于重文学，重成年人甚于重

儿童。我们经常看到一些童书宣传文

案，大谈特谈成百上千个必备知识点，

竭力宣传小学必读、中考必考之类。

我觉得需要重申一下“五四”时期

一些知识分子的观点，比如作家严既

澄认为儿童文学是小学时期“最不可

缺的精神上的食料”，而“教育的责任，

全在唤起儿童的‘自愿活动’”。

徐莉：经典童书，哪怕整本书一个

字都没有，它也适合 0-99 岁的人阅

读，其中暗示的各种健康正面的解决

方案，能温暖、帮助所有的人。

不论讲故事还是阅读，都是为了培

养孩子的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甚至

直接提高阅读和写作能力。大人喜欢看

到孩子阅读文字量大、内容艰深的所谓

经典著作，为孩子一直喜欢看幼稚的书

感到忧心，为孩子不肯读名家作品着

急。只为了提高认知能力和读写能力

进行的阅读，实际上存在极大的误解和

损失。

大人常常认为讲故事是为了帮助

不识字的孩子阅读，等到孩子识字了就

应该让他们自己读书。其实，讲故事给

孩子听，坚持陪伴孩子阅读，其中的价

值在于大人与孩子共同拥有了一段美

好的时光，一起看到世界的美好、丰

富、复杂。

中国教师报：现在，数以万计的童

书涌入人们的视野。教师、家长如何

抵抗焦虑的洪流，从众多作品中发掘

适合的童书？

常立：其实近两年童书的数量有

所减少，数量的减少并不必然带来质

量的提升，教师与家长仍需从众多作

品中发掘适合的童书。比较理想的状

况是，教师与家长通过大量阅读形成

自己的审美观与价值观，而后再来挑

选童书。但这很难实现，退而求其次，

我个人建议通过考察两种思维和两种

观念来挑选童书。

两种思维，指的是想象思维与批判

性思维，都是儿童健康成长必须具备的

思维能力，如果一本童书能有助于孩子

提高这两种思维，就可以选择；两种观

念，指的是儿童本位观与现代文明观，

如果一本童书能够以儿童为本位并且

不与现代文明观相悖，就可以选择。

徐莉：这需要有两个约定。第一，

所有孩子都热爱阅读，只要他们能随手

拿到自己喜欢的书，不是教师指定的必

读书，也不是父母摆满书架的各种名家

经典。第二，没有哪一本书非读不可，

即便是偏好读图画书的孩子，只要坚持

下来，也能不断提高阅读兴趣和阅读能

力。我们之所以鼓励驳杂而自由的阅

读，就是希望孩子能够随手拿到自己喜

欢的书，展现自己的偏好。特别是在孩

子小的时候，大人要鼓励并帮助他们自

然、自主地展现自我，而不是用过度的

操控心为孩子设限。

我不反对推荐书目，支持各种阅

读推广活动，我反对的是大人用自己

的标准压制、否定孩子的阅读偏好，磨

灭孩子与生俱来的阅读热情，急于通

过干预让孩子变成大人期望的样子。

中国教师报：两位老师都出版了

与儿童有关的书，您觉得自己最有代

表性的作品是哪一个？出书的念头是

如何产生的？

常立：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似乎应该

来自读者的评价。我自己最在意的永远

是两个作品，一个是第一本书，另一个是

下一本书。我出版的第一本童话集是

《从前，有一个点》，我在这本书里贯彻了

一个信念——每个事物都有它自己的童

话，我为15个事物写了15个童话，组成

了这本书，其中的6个童话改编成了“神

奇故事”图画书。而我的下一本书会是

一个惊喜，暂定名为《动物学校的怪规

定》。基本故事是我的儿子常笑在小学

时期写的，由画家胡玉萍以非常独特的

风格绘制而成。总之，我很期待它。

徐莉：“理解儿童”是我工作的起

点，也是我一辈子的课业，因为理解

是永远不可能完成但又要始终朝向

的目标。

我对已出的书都不太满意，对已

出的书都期望有机会能重述，我对自

己将要发表和出版的作品有更高的期

待。我的第一本书是我的“脸红”之

书，从写了几年的教育手记中挑挑拣

拣出一部分结集而成。从业 20 多年

来，我保持了写作的习惯，事实上，实

际发表和出版的文字远远少于我的教

育手记。我的职业有特殊性，如果一

些文字可能对观察和记录对象造成伤

害，这些文字就不可以公开发表。

中国教师报：在进行写作或创作

时，您是否有一种使命感？彼时心中

是否有一个读者？是为读者写作，为

自己写作还是其他？

常立：“使命感”一词也许有点严

肃，但我确实有所追求，想创作出有

趣、有意味的儿童文学作品。创作时

心中有着不止一个隐含读者，其中必

有一个是儿童读者，还有一个是我自

己。所以，为读者写作和为自己写作，

在我这儿并不矛盾，我全都要——是

不是有点太贪心了？

徐莉：我是喜欢写作的人，不是使

命感，是喜欢写。有句很俗气的话叫

“我手写我心”，其实是“能说的都不

痛”，写作让“情绪脑”转为“思考脑”，

条分缕析，与已经发生过的人和事对

话，与自己对话，是对自己的开解。所

谓的“我”，是由许多碎片层层叠叠组

成的，比如自己会遇到各种教育问题，

比如经常被教师、父母问到各种教育

问题，在写作中会有意识地展开分析，

虽然是对他者的回应，但最终还是回

到“我”对世界的理解。

中国教师报：您如何着手写作或创

作一本书？在这之前需要做哪些准备？

常立：我经常从结局开始着手创

作一本书，有时还会与家人朋友讨论

结局，一旦有了让我个人满意的结局，

我就有更大的把握写好这本书，比如

《如何让大象从秋千上下来》就是这样

着手写作的。

比琢磨结局更早之前的准备工作

常常是阅读，读得越多，我想表达的和

能够表达的也就越多。

徐莉：教师是一个非常强调实践

的职业，我会确定一个主题，围绕这个

主题组织材料、形成结构体系，再慢慢

打磨细节。要说准备，那就是得勤快，

做得足够多，资料及时归档，笔记要详

细，往外掏的时候才不会为难。

中国教师报：写作的灵感从何而

来，在此期间您遇到的最大困境是什

么，如何克服？

常立：灵感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

是日常生活，看到、听到、遇到的人和

事都可能带给我创作的灵感；二是书

籍世界，我有许多故事的灵感都直接

得益于读书。比如 5 年前开始创作的

“小书迷”系列图画书，每一本都展开

了与一部文学名著的对话，它不是对

文学名著的缩写或改编，而是试图把

握使名著成为名著的精神内核，用当

代中国儿童作为角色对名著故事进行

新的演绎。

创作各种故事期间遇到的最大困

境倒不是没有灵感，而是如何让天马

行空的各种想法落在实处，变成结结

实实的故事。反复思考，反复尝试，接

受失败，保持信心——这可能是我克

服困境的唯一方法。美中不足的是，

它无法保证我每次都能克服困境，毕

竟写作之事成少败多，不气馁接着写

就是了。

徐莉：是问题吧，带领我的力量

来自问题。我觉得没什么困难，偶

尔懒惰一下会自责，因为事情过了

太久，细节就模糊了，再想补记会因

为失去丰富性感到惋惜。但这样也

很好，因为拉开一个更大的时间距

离，理解会更加丰富、复杂，而不是

仅有当时被情绪主导的“一厢情愿”

的激情。

中国教师报：无论是解读还是创

作童书，都要有一种儿童视角，但这对

成年人来说仿佛是最困难的。您在写

作时，如何切换视角？

常立：写作者身上具备的最重要

的能力之一，是想象他人的能力。儿

童文学写作，毫无疑问需要设身处地

为儿童着想。幸运的是我有两个孩

子，他们是我的老师，教我如何去想

象儿童、理解儿童。在切换视角时，

我时常会想，如果是我的儿子或女

儿，会怎么看待这件事，会怎么说、怎

么做；有时我也会想，如果现在 8 岁，

我会怎么做。

徐莉：应该说是人的视角，是人对

人的理解，人对人的倾听，是看，不带

评判地看；是“我想知道你喜欢什么”

“我想知道你擅长什么”“我想知道你

怎么想”；是“哦，原来你是这么想的

啊”；是“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想明白，我

想明白了就来告诉你”……是人和人

一起生活，不过我善于并喜欢记录，就

写下来了。

中国教师报：写作是否改变了您的

生活方式？对您的成长有什么影响？

常立：写作就是我的生活方式。

写作使我成为我，而不是另一个人。

徐莉：作为一个高度敏感的人，外

面的世界一有风吹草动，我这里就汹

涌澎湃，内心很难获得平静。但写作

让我的高度敏感变成一种优势，透过

文字将丰富的感觉、感知累积成层层

叠叠的理解，让思绪澄明起来、固定下

来。写作拴住了我，让我获得内心的

安宁。

中国教师报：未来有什么写作计

划？如果要对爱书的孩子说一句话，

您会说什么？

常立：接 下 来 的 写 作 计 划 是 创

作一本《林兰童话》，我将用自己的

方式重述 20 世纪 20 至 30 年代李小

峰、赵景深等人收集的一系列民间

故事，希望由它们展现出“中国人的

幻想与心灵”。

如果要对爱书的孩子说一句话，

我会借用我喜爱的诗人狄金森的一首

诗来说：

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

也没有一匹马能像

一页跳动的诗行那样——

把人带向远方

这条路最穷的人也能走

不必为通行税伤神

这是何等节俭的车——

承载着人的灵魂

徐莉：我现在的写作计划是一年

出版一本书，现在正在写 2022 年计划

出版的那一本。我是一个受惠于读书

和写作的人，读书写作对于我都是快

乐而不是痛苦的事。

我在书里读到与我很像的那些

他们，读到我想成为的那些他们，因

为前者，我被温暖、陪伴、鼓舞，因为

后者，让我渐渐变成我所喜欢的样

子。读书、写作都是充满诚意的事

情，读过、写过、爱过，都是真实美好

的活过。

童书里的教育学
常 立
CHANGLI

儿童文学作家、译者，浙江师范大学儿童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著有童话故事集《从前，有一个点》，图画书《如何让大象从秋千

上下来》，儿童剧本《谁请我们吃大餐？》，图画书理论著作《让我

们把故事说得更好》，写作教材《创造性写作》等。

徐 莉
XULI

儿童课程设计师，专栏作者，生活方式研究者，湖北省武昌

实验小学教师。著有《童书里的教育学》《未来课程想象力》

《没有指责和羞辱的教育》《相信，相信的力量》《能说的都不

痛》等。

谈 写 作

□ 本报记者 宋 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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