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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DONG RIBAO

怡 书 苑

调进县教育局工作，由一名教师到
一名机关工作人员的转身、蜕变，曾使
我倍受煎熬。正当我踟蹰不前之际，浙
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之江新语》一书
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展读此书，我如遇
甘霖，耳目为之一新，精神为之一振。
由此我读懂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也更坚
定了立德树人的信心。

《之江新语》是习近平主席在担任
浙江省主要领导期间，在省域层面对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是学习研
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由时任浙江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同
志发表在《浙江日报》“之江新语”专栏

的232篇短论辑录而成，蕴含和体现了
习近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科
学发展、做到求实创新、培育政风官德
的重要思想和理念。文章短小精悍，均
有感而发，弹射臧否，弘扬正道，切中肯
綮；深入浅出，揭示规律，见解独特；引
经据典，质朴明快，逻辑缜密，是习近平
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
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思想结晶，字里行间
散发着正气、清气，才气，洋溢着激情、
真情、豪情。

本书让我感受到祖国腾飞的时代
脉搏。2003年 2月至 2007年 3月间
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当时中国发展
的一个缩影。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
生态文明建设的持续推进，“三农”问题

的解决途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
效实施，党的先进性教育的深入开展，
学习型、创新型、节约型、和谐社会的合
力创建，等等，一个个难题扑面而来，需
要科学破解；一项项任务泰山压顶，需
要落地生根，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运
筹帷幄，指点江山，挥斥方遒，怀揣对人
民的深切关怀，对群众的殷切期盼，流
淌真性情，汇聚正能量，体现了一位卓
越领导者的宽广视野、深刻洞察和战略
思维。

本书让我领悟到锤炼党性的金玉
良言。书中，习近平同志要求广大党员
干部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要学习和树
立五种崇高情感：邓小平同志的情怀
感、雷锋同志的幸福感、孔繁森同志的
境界感、郑培民同志的责任感、钱学森
同志的光荣感。要用“批评与自我批
评”的思想武器，用人格魅力管好自己，
做到“守土有责”，要“干事”更要“干
净”。谆谆教诲，殷殷关切，如清泉，似
莲花，流淌在我的心房，绽放在我的脑
际。我勤奋工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撰写的《让信仰之光照彻党员干
部的心田》一文被光明网、热点新闻网
等多家媒体转载，并被中央文献出版社
出版的《求是先锋——领导干部深化改
革的理论与实践》一书收录。

本书让我揣摩到做好工作的不二法
门。本书开篇即谈调研工作，强调务求

“深、实、细、准、效”，要保持求真务实的
作风，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更多地关爱
基层，要体察民情，了解民意，倾听群众
呼声，关心群众疾苦。的确，“群众呼声

是作风建设的第一信号”，应该及时收
集，妥善回应。他强调，调查研究就像

“十月怀胎”，决策就像“一朝分娩”。调
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科学决策的过程，千
万省略不得、马虎不得。工作中，我注重
调查研究，人民论坛网、中国文明网、共
产党员网、《中国教师报》等报刊媒体登
载了我的数十篇新闻报道，这些可算是
我听随这本书的召唤带来的收获。

本书让我体会到读书学习的金科
玉律。习近平同志勤于学习，善于学
习。在与北大学生座谈时,他曾谈起自
己年轻时走30里路去借书的往事,激
励青年学子勤奋学习。他在本书中提
出了理论学习的三种境界。“读书即是
立德”，他告诫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读书
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
种精神追求、一种境界要求，使一切有
益的知识、一切廉洁的文化入脑入心，
沉淀在血液里，融会到从政行为中，做
到修身慎行，怀德自重，敦方正直，清廉
自守，拒腐蚀、永不沾，永葆共产党员的
先进性。他对读书的功用、方法、价值、
境界认识之到位，体察之深刻，令人叹
服。作为一名机关工作人员，我深知读
书学习的重要，业余时间，大多用于读
书学习,且读且思且写，每年均有三四
十篇文章发表。

《之江新语》是一盏明灯，温暖了我
心灵，给予了我力量，我将以书中的思
想指导实践，服务人民葆初心，立足岗
位担使命，干一行爱一行，朝着明亮那
方，一如既往，砥砺前行，为实现伟大中
国梦贡献绵薄之力。

为提升教师教育智慧，掘港小学面
向全体教师和近三千名家长开展了“好
书抢读”活动，变“要我读”为“我要读”，
极好地推动教师的专业阅读。

读传统经典，提升教育使命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

神命脉。要想用浸润着中华经典文明的
优美语言，用传统文化中最优雅的诗文
来滋养学生的大脑和心灵，首先就要激
发全体教师读经典、用经典、传承经典的
使命与热情。

初识《论语》，从自由读《于丹<论语
>心得》开始，于丹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情
感，用普通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让老师们
在轻松的阅读中了解到孔子的智慧，感
受到经典的魅力，得到启示，找到解决心
灵问题的钥匙。再读《论语》，选择《论语
里住着的孔子——一位普通教师的<论
语>阅读》。读教育者何伟俊老师笔下
《论语》，阅读更接地气，也更能唤起老师
的共鸣，越读，老师们越觉得传统文化的
博大精深；越读，越发现传承经典的紧
迫感。老师们还分年龄段开发了国学经
典诵读课程。

读《论语》拉开了老师们自觉读经典
的序幕。“走近杜甫”、“汉字的故事”、“秋
之韵”……一个个生动的班级国学课程
就这样引入了课堂。

读心灵鸡汤，提升教育幸福感
池莉说：“生命是阅读中优雅和高

贵。”为让老师们拾回幸福感，学校先后
推出《幸福教育与理想课堂八讲》等著
作，让老师们从静静地阅读中的找回生
活的优雅和生命的高贵。

李烨老师阅读《幸福教育与理想课
堂八讲》后分享：“我要做教室里不断生
长的‘一棵树’，提升自己，努力打造理
想课堂，推动学生成长，用学生的收获
和成长使自己枝繁叶茂。我要在帮助
学生发展的同时，提升自己的教学生命
质量。”刘丁奕家长阅读《常想一二，不
思八九》后，在分享会上用深情的话语
回忆了母亲，让众人再次感悟到只有温
和而积极的爱方能久远；钱竹馨老师以
自身择业的真实经历为例，诠释了“唯
有不执着，才能体验到更深刻的美”的
心境……一本本心灵鸡汤，抚慰了老师
们烦躁的心灵，提升了老师们教育的幸
福感。

读专业理论，提升教育理解力
教师之阅读，应该成为思维的体操，要用一本书向既

有的理解力挑战，凭一已之力提升自我。学校还为老师
们选择了需要啃读、研读的理论著作。

《可见的学习》一书，青年教师们以“好书接龙周
周讲”的形式展开。张海燕老师从“这本书到底在谈
些什么？”“这本书和我有什么关系？”“书中传达了哪
些特别的讯息？”三方面介绍了自己啃读的收获，分享
了自己读专业理论的方法：有声的朗读+跳过+回读+
心理暗示，并表示成为灵慧的教师，对学生产生可见
的、长远的影响应当成为自己今后努力的方向。钟启
良的《读懂课堂》，青年教师们抱团阅读，接力分享
……个人的啃读，加之以群体的收获分享，生涩的理
论就这样变得鲜活起来。读透了理论，再回头审视课
堂，自然更通透。

“阅读超越你头脑的书”，理论著作作为掘港小学青
年教师读书组的主旋律，真正助力于青年教师的专业成
长。

读家教著作，提升教育整合力
“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我校先后推出

了多本家教专著，激发了广大家长的阅读热情，极好地推
动了全民阅读。

家长成了分享会上的主角，优秀家长的现身说法
上阅读更接地气。《陪孩子走过初中三年》以“相约星
期二”的形式在网络共读。周二晚 7点到 8点，共读
群里书香浓浓。100多位六年级家长欢聚在这里，分
享观点，例说生活……网络分享，让好书的魅力更加
绽放。

当家长们真正投入阅读，学着用书中的先进理念影
响和教育孩子时，教育的合力便轻松形成。

“好书抢读”，打开了全体教师的阅读视野，增长了全
体教师的教育智慧，提升了全体教师的专业素养，促进了
学校的和谐发展。教育智慧在主动抢读中滋生，在抱团
研读中滋长，在网络共读延伸……

《精要主义》是一本非常及时的
书。我们处在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过度互联的时代，智能终端的束缚捆绑
和超量信息的入侵干扰已经把人们切
分成了越来越细碎的存在，如何保持自
我的完整性以抵御在机械、琐碎和无效
的囹圄中一步步滑向无足轻重的危
机？20世纪 30年代著名的建筑师路
德维希·密斯·凡德罗说过一句名言：

“少即是多”，后来被乔布斯引用并践
行，通过简化苹果产品线拯救了苹果，
并把这个理念应用到苹果的产品设计
中。而精要主义，其实也是这个观点：

“只有极少的东西是最重要的”。
我们所处的时代
人只要还有点向前的动力和扑腾的

能力，就不会甘于成为庸碌之辈，因此很
多人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价值而东奔西
走，但是任何成功和对成功的追逐都不能
脱离具体的、现实的社会条件，因此认清
现实无疑是找到出路的首要条件。在林
林总总的社会现实中，格莱格?麦克恩在
书中精要地揭示了我们今天要面临的一
些突出现实。其一，技术的发展和信息的
互通等条件为人类的开疆拓土和外援求
索提供了更多选择，但选择的质量却不尽
如人意。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
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拥有选择的人数
量极大增长。而我们的社会却还完全没

有准备好应对这一切。”我们没有准备好，
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这是第一次，我们面
临的选择之多大大超过了我们对此进行
管理的能力，无法将重要之事从不重要之
事中筛选出来，这导致了选择质量的恶
化。其二，除了选择数量大大增长之外，
干扰我们作出明智决定和行为的外部影
响因素的力量和数量也在增长，以手机
24小时待命和信息实时回应等为代表
的极端任务指令无时不在宣告着外在世
界对人的期待和要求正在呈指数级增
长。因为无法在万事万物中择其精要而
为之，还要对各种外部期待和要求俯首
帖耳、唯命是从，因此满世界里，都是方向
不明、轻重不辨、气喘吁吁的人们，不自律
地追求着更多、更多、更多，让本已经负重
过度的生活和事业雪上加霜，进而与价值
实现的目标南辕北辙。

我们需要的理论
以往面临危机时，人们往往都会自

觉或不自觉向古之智者先贤乞灵，但这
一次也或许不完全够，因为我们的时代
给了这个难题鲜明的时代特征——信
息爆炸、自由选择等等，它们构成了我
们身在其中当局者迷、不在其中不知甘
苦的新的境遇，因此为难古人无异于作
茧自缚。虽然，不得不提一下，古来圣
贤对此也多有哲理教化，比如“返璞归
真”“大道至简”的道家哲学等，但毕竟

多是遁世隐世哲学，消极避世并不是符
合时代发展的主流。而在这个时候，活
跃在领导能力、战略设计、集体智能及人
文系统研究一线的财经商业作家格莱
格·麦克恩的《精要主义》一书，给我们提
供了一种符合时代特质的解困视角。

新的现实需要新的做法和活法来成
就有效率、有质量、有意义的事业和人生，
而做法活法千千万，没有人能够穷尽其
于万一，因此明智之举是寻得法中之法，
路中之路。此书倡导的精要主义在某种
程度上就是对法中之法，路中之路积极
探求所得的成果。用作者的话说，精要
主义是一种自律的、系统的方法，用于主
动自觉地决定个人贡献的峰值所在，然
后斩除一切障碍和冗余，去轻松自如地
执行那些最重要的事。它的基本价值主
张可以概括为，若要最大限度成就真正
重要之事，切忌贪多求全，事事应揽。而
其中所谓的精要，根据作者的逻辑，则不
外乎精华、精髓、重要和本质之所在。

精要主义的意义
在这过度互联的时代中，要找回淹

没在海量信息中的知识，要在数不胜数
的事务中集中攻克有意义的少数，要在
生活和工作的多种过法和做法中心无
旁骛地聚焦于最重要的那种，要在纷纷
扰扰的逐利世界中旗帜鲜明地活出超
越空洞追求的意义，精要主义正是恰逢
其时的一种原理。我们若可以提前准
备好承受最坏的，便能享受最好的；我
们或许放弃了不错的，却得到了更好
的；我们可以为小胜喝彩，却会意外收
获巨大；我们删除了冗余的，才会用有
意义之事填满我们的生活。

但愿我们在人力所能左右的疆域
里，于抉择取舍之间时刻倾听内心志向
之声，于千头万绪中明辨轻重缓急，于
万事万物中斩断一切有碍进步之事，藏
大局于胸，不为一时一事所缚，进退有
度，涵养心智，尽享途中之乐，这或许是
人人皆可为之的。

前段时间我网购了三本必读
书:《平语近人:习近平用典》《文化
自信八讲》《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
学》。这三本书都是好书，不是因为
必读，而是确实值得阅读。其中，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对于教
育工作者更是不可不读。

作为哈佛大学的资深教授、全
球屈指可数的知名教育心理学家，
戴维?珀金斯，他的教育理念和思
想的确卓尔不凡。

享誉世界的哈佛大学是名校
中的名校，是皇冠上的皇冠，是风
流里的风流。它有一个驰名中外
的课题——“零点项目”。戴维教
授不仅是创始人之一，也是两个负
责人之一。他们的研究成果早就
名扬四海。

在这本不到300页的著作里，
他重点阐述了“什么才是有价值的学
习”这个看似复杂其实简单的论题。

戴维教授认为:知识必须能够
在某些场合实际运用，才值得学
习。我们需要以一种“未来智慧”的
新视角来看待教育，在教育中既关
注已知，也关注未知。在今天这个
复杂而多变的世界中，努力培养孩
子的好奇心、启发智慧、增进自主性
和责任感，引导他们积极、广泛、有
远见地追寻有意义的学习。

这是一个全新的认识。不是所
有的知识都需要学习的，也不是所
有的知识都值得学习的，更不是所
有的知识都必须学习的。除了时
间、条件和精力有限以外，还因为有

的知识对于成长、成才和成功没有
多少实质性的作用，甚至毫无价值。

他的这个观点，我们初始听闻
后，肯定会大吃一惊，觉得简直骇人
听闻:知识竟然还有不值得汲取
的?可是，细想一下，难道不是?无
穷无尽的知识，短暂的一生何以获
得?庄子在《养生主》中写道:“吾生
亦有涯，而知亦无涯，以有涯随无
涯，殆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这
看似消极、颓废，其实是有道理的。
学为所用，不仅现实，而且必须。

戴维教授在“前言”中开宗明义
地就抛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根本性问
题，当然也是他写这本书的宗旨: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学习的知识?他
说关于教育有无数的问题，但“我们
为什么要知道这个”是所有问题中
最重要的，由此它引出一个简单的
问题:在学校里，什么才是值得学
习的知识？这本书就是回答这后一
个问题的。

他说“值得学习的知识”在不断
膨胀，同时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没
有完美答案的问题。他之所以不会
给出直接答案，是因为:第一，这个
问题过于宽泛；第二，许多值得学习

的内容是人们在学校之外学到的，
而本书仅限于学校教育；第三，很多
值得学习的内容与特定的职业角色
有关，并且在大学及以后有具体的
分化，而本书主要涉及学生时代最
初12年的教育。

当然，他更说了这样的话:即
使是最初12年的正式教育，我也不
会精确地阐明哪些内容值得学习。
他认为，对于“什么知识值得学习”，
只有一些糟糕的回答:我们教授了
许多没有学习价值的内容，更忽略
了大量极有价值的知识。他说这是
当前常规课程背后的真相。

所以，他说本书的使命是探索
更好的方式去思考“什么知识值得
学习”这个问题，而不是提供一个教
条式的答案。今天的学习者生活在
一个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
中，为了帮助他们更好地面对生活，
从而重新构想教育蓝图。

全书分为十个部分:为未知而
教(引言)；做业余的专家而不是严
谨的学院派；学习即理解；点燃创造
力的开放性问题；真正的学习；把千
斤顶放进工具箱时，请把《尤利西
斯》也放进去；像X一样思考；绕开

教育中的“兔子洞”；未来在等待的
人才；从知识到智慧，选择有生活价
值的学习(结语)。

《全局式学习》一本，它主要探
讨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教学。而这本
书可以视为《全局式学习》的姊妹
篇，着重谈论什么内容值得学习。
作家在书后的“致谢”中告诉我们，
他写这部书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一
是与同事霍华德·加德纳等人共同
开展的“为理解而教”的相关研究，
二是《全局式学习》一书的有关理念
和问题。

戴维教授坚信:教育的初衷，
源于有生活价值的学习，他说“具有
生活价值的学习与狭隘的课本知识
学习相对立”。对于教学的认识，他
恪守“教授知识，通达智慧”。印度
圣雄甘地的轶事很光彩照人，但“大
部分有生活价值的学习还无法像甘
地那样明确地实现，但总体而言，具
有生活价值的学习似乎正朝着正确
的方向前进——它们能够带来通达
智慧的知识”。

他认同:传统教育的重心常常
在于“信息至知识”，而非“知识至智
慧”。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想象一下：

教育把重心放在实现“知识至智慧”
的深远目标上，放在能够通达智慧
的知识上，那或许这些知识就真正
具有生活价值了。

他很是反感:很多教育似乎都
在愚蠢地摸索，或者按照过去习惯
的方向在独木桥上贸然前行，却很
少关注独木桥真正的位置。当然，
目前还没有谁确切知道“桥”在哪
里。所以，倘若固执地寻找最完美
的终极答案，那么“什么知识值得学
习”就是一个不可能解答的问题，我
们的确在“为未知而教”。在使命感
的召唤和责任心的驱使下，我们需
要而且能够巧妙地摸索着前进。

关于这本书，他的同事也是与
他齐肩的教育心理学家，被誉为“多
元智能”理论之父的霍华德?加德
纳评价:在这本注定影响深远的书
中，戴维优雅而有力地与全世界传
统教育者分享了他关于教育和学习
的无可比拟的深邃思想。

美国著名教育系统设计专家查
尔斯?瑞格鲁斯如是赞誉:很少能
有一本书可以改变我们观察这个世
界的方式，而这本书就是。不仅仅
对教育者而言是一本必读书，对任

何关心教育以及致力于终身学习的
人来说更是如此。戴维?珀金斯并
没有直接告诉读者应该在学校里学
些什么，却引领读者步入了一次启
迪心灵之旅。在这趟旅程中，他告
诉读者，要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且优
先学习那些具有生活价值的东西。

美国远征学习公司首席学术官
罗恩?伯格这样评说:我们非常努
力地在城市工作着，从未放弃让传
统学校变得更好的伟大愿景。戴
维?珀金斯一直帮助我们解决“如
何获知学生到底了解掌握了什么”
这个基本问题。在这本重要的著作
中，他为我们抛出了一个全新的问
题:“我们怎样才能知道什么知识
才是值得教授的，什么知识才是值
得学习的?”

窥斑见豹。像以上的赞美和评
价不要太多。对于教育教学，对于
教育工作者，对于每一个有志于学
习的人，这真的是一本不可多得的
好书。

不仅如此，就从印刷和装帧上
来说，它也好极了。这几年，我买了
几百本书，可是都不尽人意。只有
它可以把书籍平摊着翻开在桌上，
阅读非常方便。

未来已来，未知不知。世界太
大，生活太广，时间太少。怎么办?
学习是必须的。学习什么是需要明
白的。怎样学习更是有讲究的。学
会学习，不断学习，终身学习，学习
那些对生活有用的知识。诚如是，
则“知也有涯，而吾生也无涯矣”。

渊渊金石声 殷殷人民情
——我与《之江新语》的明亮邂逅

□ 康海群

精要主义精要主义，，恰逢其时的理论恰逢其时的理论
——《精要主义》读后感

□ 陈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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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知的未来大于已知的已在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荐读

□ 周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