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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正是读书天！
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 少一点应酬，

多读几页书……这是美好而惬意的阅读时光！ 但今
天我们谈读书，却成了一种奢侈。 学生不读书，教师
不读书，校长不读书……为什么教育人，这个被看作
是最有“文化”的群体，最应该读书的群体，却似乎成
了最不愿意读书的群体？

我们不能不反思， 尤其是作为管理者的教育局
长，更要反躬自省。 因为，别人可以不读书，教师、校
长不能不读书；别的局长可以不读书，教育局长不能

不读书！
阅读，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信仰。 多年的教育

行走中，我们发现了有这样一批教育局长，他们虽然
公务繁忙，却坚持读书；他们不仅爱读书、会读书，甚
至拿起了笔，写起了书；他们让阅读与管理相遇，让
两者都迸发出不一样的光芒！

我喜欢并敬重这样的教育局长，因为他们，影响
的不仅仅是个人和家庭，更是一个区域，成百上千的
教育人，影响的是一方教育生态。

从这个春天开始，一起读书吧！

汤 勇
四川省阆中市教育
和科学技术局局长

常生龙
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
局长

方 华
江西省弋阳县教育体
育局局长

谢 巍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
区教育局局长

陈东强
新教育研究院常务
副院长、山西省绛县
教育局原局长

领导一方教育，教育局长首先应是“读书人”。 我
常常说：“别人可以不读书，教师、校长不能不读书；别
的局长可以不读书，教育局长不能不读书！”教育局长
所扮演的诸多角色中，“读书人” 的角色应该是首位
的。教育局长的领导力，不仅表现在协调各方力量、调
动各种资源的能力， 还表现在对教育本身的认识水
平，表现在教师群体对其教育理念的认同度，表现在
系统上下对其人格力量的尊重程度。专业领导力与高
尚的人格，都离不开阅读的积累与涵养。可以这样说，
教育局长的阅读品质，决定了他的管理教育、引领教
育的品质，决定了他的教育决策、教育思考的高度。

教育局长的精神成长同样离不开阅读。 教育局
长领导、影响的是“人”的成长，因此更应具有丰富的
精神世界，更应具有思想、理念的创新能力。 阅读的
过程，就是一个吸纳的过程，也是一个各种知识融会

贯通、各种信息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
们的精神世界不断充盈，创新能力不断提升。

我想，只有阅读才能建造心灵大厦，才能让灵魂
居住其间而润泽舒适。

因此，教育局长应把读书看成一种责任。教育局
长读不读书，小而言之，体现的是讲话水平和领导能
力的高低；大而言之，影响的是整个区域教育发展的
水平，影响的是无数孩子、无数家庭的幸福，影响的
是一个区域的人文环境。有了这样的责任意识，才能
把读书变成一种自觉行动。

为责任而读书还只是外在的推动。教育局长只有
承认自己需要学习，才可能有真正的学习，才能把读
书变成自己的精神需求。长时间待在一个稳定的环境
里，人会变得不愿学习、不思进取，但从我的经历看，
坚持学习，不断扩大知识储备，可以让自己拥有愉快

的经历，也可以影响身边人更加积极向上。 养成了读
书习惯的人，一天不读书便觉得心慌，几日不读书便
觉得面目可憎，这便是一种较高的读书境界了。

不少人总以 “忙” 作为不读书的理由。 什么是
“忙”？ “心”“亡”则“忙”。 没有了自己的思想，没有了
追求卓越的动力，没有了专注于事业的信念，自然会
疏于阅读、忙于应酬，疏于思考、忙于享乐。一日三餐
是我们肉体生存的必需，再忙我们也不会忘记；阅读
思考是我们精神成长的必需，不该因为“忙”而疏远。
时间如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如能再把那些
可有可无的应酬、饭局、闲谈时间用来读书，这样的
教育局长也许更像做教育的局长了。

一直以来，我每天无论多忙也要坚持阅读；无论
多忙，我也要坚持写作。 这种坚持，对自己是一种磨
炼、一种提高，对师生是一种影响、一种示范。

汤勇：教育局长首先应是“读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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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这个最应该读书的群体，似乎最不爱读书；教育局长，这个区域教育的“掌门人”，读书更缺乏“掌门”的风
范。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在这个春暖花开的读书时节，我们特别以局长课堂的特殊方式，邀请几位优秀的
“读书人”，一起分享教育局长读书的必要性，探讨引领和推动区域阅读的实践举措。欢迎广大区域管理者持续关注、
积极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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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我的阅读分为需求性阅读、需要性阅读、
习惯性阅读、随意性阅读。

需求性阅读是阅读之初的动力， 也可以说是
无奈应急之策。 我的需求阅读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刚刚走上学校管理岗位的阶段。 当时的阅读
基本限于教育方面，且多是经验性工作介绍、工作
体会、工作感受，没有太多涉及教育基本原理的著
作。 这个阶段的阅读没有计划、没有系统，只有“拿
来主义”， 所以很难理解阅读的真正价值与意义，
也体会不到阅读带来的快乐和对成长的帮助。

需要性阅读是我阅读的第二阶段。 这个阶段
阅读有理性趋势，但仍然离不开功利和专业窄化。
阅读服务工作的意识很强，但阅读深度会增加，阅
读思考和理解会有牵引作用。 这一阶段阅读给我
带来了专业宽度和深度的拓展， 让我学会了从教
育内在的必然去思考。

习惯性阅读让我走进了阅读世界， 也让阅读
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习惯性阅读才能称之为真
正的学习 ，不仅符合学习的自愿 、自主 、坚持 、规
划、体验五要素，而且阅读面从单一的工作需要向
自我成长、自我探求、兴趣爱好相结合的多元选择
转变。 在这一阶段，教育原理著作、教育改变者的
著作、贴近教育实践改革案例、信息化科技发展所
带来生活与工作变化的著作是我阅读的重点。

随意性阅读应该是阅读的最高级别， 好似管
理中的无为而治， 随意性阅读应建立在一定阅读
量，具有一定阅读能力，形成了一定阅读习惯的基
础上。 随意性阅读更倾向于阅读人的价值和情趣，
更多时候不定阅读量，不定阅读时间、内容、目标
等。 随意性阅读就是一种生活态度、 一种生活方
式、一种价值取向。 随意性阅读是我阅读历程的方
向和圣地。

读什么 ？ 阅读不要随大流而要补自己的弱
项 ；阅读不要贪多而要适当 ；阅读不要盲目追求
高大上而要面对自己；阅读需要梯次、需要互补、
需要综合； 阅读需要大鱼大肉 （经典、 原著、系
统）， 也需要萝卜青菜 （碎片式、 报刊类、 千字
文）。阅读是健体而非治病，就像人的健康需要多
种营养和成分。

怎么读？ 找不到时间，没有阅读氛围，没有阅读
条件……诸如此类的问题一直会困扰初始阅读者。
我的经验是，从小文读、从身边有的材料读、从报纸
杂志读、从感兴趣的读，先读出状态、读出习惯、读
出能力。 阅读的初始者只要拿起书就是成功。

我的阅读刚刚开始，但我现在喜欢阅读，阅读
给我带来思考、带来反问、带来追问、带来清醒与
充实，同时也带来成长与变化。

关于阅读， 新教育实验第三届国际高峰论坛
《武侯宣言》曾明确提出：对人类，阅读是一种生命
本体的互相映照， 是人类文化精神的集体守望；对
教育，阅读是一种最为基础的教学手段，是授之以
渔的最终目的；对社会，阅读是一种消弭不公的改
良工具 ，是对人类崇高 “价值 ”和应有 “秩序 ”的坚
持；对个体，阅读是一种弥补差距的向上之力，是终
身受益的个体福利，是开阔眼界、豁达胸怀、陶冶情
操、启迪心灵、修身养性的最好方式；对生命，阅读
是一条通向幸福的重要通道，是构建幸福的精神世
界的根本途径。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阅读
史，每一个职业都有自己理想的阅读史。 读什么，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毫无疑问，教育局长带头读书了，区域教育更有
希望。一个教育局长的阅读史，会决定他的精神境界；
一个区域教育局长的阅读水平，取决于或影响着这个
区域的阅读水平；一个不喜欢、不重视、不推广阅读的

教育局长，其区域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一个书香充
盈的区域，一定会在区域内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

因为工作关系，我特别关注区域阅读情况。
在四川阆中， 教育局长汤勇有一个梦想， 就是

“让阆中处处萦绕书香”。 他选择阅读作为改变这一
切的抓手，通过建设书香校园改变学校的教育生态。
在读书上他率先垂范，不仅每天坚持阅读，还做到了
笔耕不辍，10 年出了 10 本专著。

在山西绛县， 区域阅读推广是教育管理者始终
不变的重点工作。 教育局长李彩霞写文章号召教师
重视阅读，定方案推动全县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她选
择与无数热爱阅读的教育人相约同行， 全力推进教
师的专业阅读。他们努力营造书香校园，促进教育均
衡发展：让学生有地方阅读，有好书阅读，有时间阅
读，有师生共读，有评价促读，有兴趣爱读……

这些生动的案例， 既反映了教育局长读书的状
态，也凸显出教育局长引领区域阅读的重要性。而好
的区域阅读生态，也促进了管理者的阅读成长。

在教育系统，有专门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或
者专业，但没有培养教育局长的专门机构。 几乎
所有的教育局长 ，都是因为在教育教学 、学校管
理或者在其他工作方面有一定的特长，被委任为
教育局长。 而负责一个区域的教育行政工作，需
要担负起引领、监督、服务等多种职责，这些本领
通常也是此前所不具备的。 这就决定了教育局长
必须要成为一名学习者，了解教育发展的最新动
态，把握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找寻区域教育改
革的最佳路径，设计教育实践的核心项目。 学习
的途径有许多种 ，最基本 、最方便自己把控的路
径显然就是读书。

对于教育局长来说，其面临的问题和科学家所
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区别，科学家所面临的问题大
多是人类前所未知的，对问题的探索和解答往往能
带来重大的发明或者发现，甚至产生改变人们的认
识、改变文明进程的效果。 而教育局长所面临的问
题， 绝大多数前人已经有了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并
通过书籍、报刊等途径加以记录。 作为教育管理者，
要善于从前人的研究成果中找寻适合本区域的方
式和途径，并加以利用。 一个人越是结合自己的工
作展开阅读，越会发现自身的浅薄和无知，在决定
重大教育政策时，会越发有敬畏之心，越善于从书
本中、从专家及前人的经验中找寻力量。

常生龙：教育局长必须成为一名学习者

方华：只要拿起书就是成功

陈东强：好局长与阅读同行

第一课：局长为什么要读书

教育局长作为一个地方教育发展的引领者、推
动者、管理者和服务者，其教育理念、思维层次、学
识水平、综合素养、人格魅力等均应处于教育工作
者的前列，而要做到这一点，有价值的阅读是必不
可少的实现途径之一。 如果教育局长不爱读书、不
勤读书、不善读书，就难以胜任自己的工作。教育局
长只有努力做一个读书人，才能从书本获得源源不
断的知识营养和精神动力，特别是通过读一些与教
育有关的书籍， 可以不断深化对教育的理解与认
识，更加懂得教育，更加尊重教育，更加热爱教育，
更加乐意投身教育，从而为推动区域教育的发展做

出更大的贡献。
首先，必须挤时间读书。教育局长的工作千头万

绪、十分繁忙，必须努力挤时间读书，包括早晚、周
末、假期、乘车、开会等。其次，必须搭建平台读书。教
育局长可以通过读书会、读书沙龙、教师夜校、校长
论坛等形式，搭建校长与教师学习交流的平台，并率
先垂范，积极参加这些组织的读书活动。 再次，必须
抓专题读书。教育局长可以结合教育工作实际，选择
一些教育课题、学术专题、工作主题、热点话题，集中
时间读一些特定内容的书籍， 从而提高读书的针对
性与实效性。

谢巍：读书应成为教育局长的“必修课”

2016
我们读书吧

2016，我们读书吧
□韩世文

为局长荐书 推荐人：常生龙 韩世文为局长荐书 推荐人：常生龙 韩世文

《教育力》
斋藤孝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本书看上去是
研究课堂的，但其实是
对教育本质的一种探
究和追寻。书中探讨了
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
具备哪些能力和素质，
在面对教育工作时，我
们的身心方面需要做
好怎样的准备，又有哪
些具体的方法可以作
为教育教学的参考。

《见证变革———站在上海基础教育转折点上》
尹后庆著，上海教育出版社

在 连 续 两 次 的
PISA 测试中，上海均
取得了全球第一的优
异成绩，令 OECD 国家
刮目相看。这一成就的
取得并非偶然，是一连
串的教育政策长期支
持的结果。 透过这本
书，我们可以更加明确
学校该如何发展。

《芬兰道路：世界可以从芬兰教育改革中学到什么》
帕思·萨尔伯格著，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芬兰的教育在全
球领先，有其内在的规
律，他们在教师队伍建
设、 学校课程设置、教
育评价改革等诸多方
面所做的探索，都很值
得我们借鉴。

《变革中的公民身份：教育中的民主与包容》
（英）奥德丽·奥斯勒、休·斯塔基著，王啸、黄玮珊
译，教育科学出版社

这本书立足于世
界公民身份，关注社会
公正和年轻人的社会
参与，对公民教育的相
关问题做了回应。有助
于教育工作者认识全
球化与师生日常生活
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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隰下期预告：局长如何推动区域阅读
“局长课堂”第二课，我们将从关注教育局长自身阅读，延伸到局长的管理工作，解读教育局长如何推

动区域阅读。 欢迎继续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