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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钱江先生主编的《百人千书》，感激、钦

佩之情油然而生，心底里冒出一句话：向钱江先

生和他的团队致敬。

《百 人 千 书》包 括 了《书 目 初 编》和《书 影 选

编》两个分册，是钱江先生和他的团队，对从 1898
年到 1949 年间，无锡教育著作，尤其是教材的整

体性搜集和梳理。 他们利用自身的地域优势，又

借助当代信息网络技术，历时三年，搜集了 2080
种无锡教育著作， 查核了这些著作的编著者、译

著者和校对人等共 400 多。 他们又对这些著作，

从编撰出版的时间、 教育著作的内容、 学段、学

科，编创者的职业、人物关系、学术背景，以及著

作的特点和对当今的影响等多个维度， 作了全

面、具体、深入的梳理、分析。 这是一项研究，是一

项工程，其艰辛和努力是可想而知的，其研究的

品质和态度是值得大书的，值得大家学习的。

我深以为， 这项工程填补了无锡教育史，乃

至更大区域范围研究上的一个空白，形成了历史

上无锡教育专著的地图， 而且形成了一个谱系。

说其是地图，因为他们对教育著作的地域、内容、

人物格局作了梳理，清晰、明确；说其是谱系，是

因为他们还对教育著作的来龙去脉等一些关系

作了分析，勾勒出诞生与发展走向的图景。 这项

工程， 不仅影响当今无锡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推

动课程教材教学改革、创新，而且也对苏派教育

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作出了积极、有效的探

索。 苏派教育为此丰富了不少，特色鲜明了不少。

透过这些，钱江先生他们的研究，还有 更深

刻的意义和独特的价值。 这些意义和价值用一句

话来概括还是比较恰当的，那就是：做一个对自

己文化家底的明白人。 自己的文化家底，就是中

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它是我们的魂、我们的

根。 知道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家底，是我们

的责任，是我们的使命，是做一个明白人最基本

然而又是最重要的要求。 遗憾的是，当下还有不

少糊涂人，对自己的文化，对自己的家底不清楚。

不清楚，感情上便多少会被打折扣，传承的责任

感、使命感也会慢慢淡去。 对自己的文化家底了

明白自己的文化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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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观察他们的兴趣表现， 还要看他们学习的过

程，做了什么，怀着怎么样的情感去做，还可能会

有哪些发展，老师能给予什么样的帮助等等。

2．实践与演绎

理论学习之后，便是对本土制造的课程故事

进行剖析了。 我们组织老师们进行课程故事的交

流，寻找阳刚助学活动中的“哇时刻”，反思我们

的课程故事在表达上存在的问题。 在交流中发

现， 我们所写的故事主要存在几方面的问题：一

是对幼儿学习行为的描述过于笼统，遗漏了一些

细节和关键信息。 二是对幼儿的学习行为缺乏准

确的分析判断， 对幼儿学习经验的理解比较肤

浅。 三是缺少有意识的支持策略。 而最大的问题

则是我们的课程故事缺乏“课程旅行”的意蕴，叙

述的大多是某个点上的精彩片段，缺乏围绕某个

专题的课程事件链描写。 我们希望叙写的课程故

事能够体现出“课程是一场教师、幼儿、家长说走

就走的旅行”的意境，在每一站的景点，都能领略

到“看见孩子的学习，发现孩子的可能，并提供适

宜的支架，实现儿童的生长”的美景。 我们希望能

够看见整个发展进程中的不同事件构成的重要

学习事件链，这些事件反映了幼儿、环境、关系之

间的连接，体现了互动型课程“从关系的视角去

看待儿童”的理念。 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后，老师们

回忆起“球样百出”主题游戏中曾经发生却被自

己忽略的故事，也有的老师则继续和孩子们共赴

旅程，编织课程。 在他们后来呈现的课程故事中，
我们看到了期待的精彩。

（翁静娟，无锡市梅村中心幼儿园，21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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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个 时 代 有 一 个 时 代 的 教

育。
一种教育有区别于另一种教

育的文化特质。当然，不同教育之

间也具有共同的文化特质。 这是

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教育质态如何， 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教育文化的质态。因之，教

育变革， 最为重要的还是教育文

化的变革。

文化变革的 步履是缓慢 的，
有时还会出现迂回曲折， 教育文

化也是这样。 回望二十世纪百年

教育文化的演进沿革，感触良多。

追溯中国现 代教育的起 点，
我们沿着岁月的河流回到上世纪

初叶现代教育那一滥觞时期：从

旧 式 封 建 教 育 脱 胎 而 来 的 新 教

育，革故鼎新，生机勃勃，挟风云

激荡之时代雷霆，筚路蓝缕，呼啸

前行， 谱写了现代教育史上的辉

煌篇章。 在前辈先贤们慷慨悲歌

的奋进途中， 留下了许许多多铿

锵如金石、 掷地而有声的长言短

论， 字里行间自然积淀着烙有鲜

明时代印记的文化因子。 今日读

之，犹如謦縕在耳，动魄惊心。 虽

然，历史早已翻开新的一页，今天

的教育和百年以前已不可同日而

语，但是，如果放在社会转型的悠

远时空考察，却不难发现，因为处

于同一个现代化发展进程之 中，
所以教育仍然面临着一些共同的

话题、问题乃至难题。那些越过世

纪风云破空而来的智者声音在当

时可谓振聋发聩， 在今日依然启

人哲思、发人深省。 为此，毋庸讳

言， 着眼当下教育变革现实的当

代意识是 《教出活泼泼的人———

民国教育名家演讲录》 一书遴选

作者、厘定篇目的重要考量。

发 轫 于 1980 年 代 的 当 代 教

育改革，已逾三十年。 盘点三十年

间的改革步履，有坚实，有虚浮；有

阔步，有徘徊。 但总体看都是努力

向现代教育的回归与趋近，其成绩

可圈可点，其问题也显而易见。 教

解，实质是对自己的灵魂，对自己的精神家园负责任、求自觉的

表现。
无锡的教育著作，是无锡教育人，甚至是整个无锡人的文化

家底。 钱江先生他们的这项工程，正是通过寻找资料，来寻找理

由，缩短古今的精神距离，消解精神对话的隔阂，增厚现代人进

行精神创造的文化内涵。 阅读这些书目，我们仿佛看到了无锡那

段历史的教育图景，触摸到无锡那段历史的教育文化的脉动，进

而反观当下：如今，我们该做什么？ 怎么做？ 究竟为什么要做？ 当

然，钱江先生他们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从当年的教育著作中找到

源头，也找到办法，在课程改革、教材建设中做我们应该做的，而

且要做得比过去更好。
如果对无锡的教育著作作些剖析， 我们会得到以下重要启

示。 其一，课程、教材建设要深植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土

壤中，但又得持开放的心态。 无论是《蒙学全书》，还是《无锡国学

专修学校丛书》，无论是中华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还是新时代

史地丛书、黎明乡村教育丛书，等等，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土壤

中长出来，但又与世界教育的潮流相呼应。 无锡的教育在历史上

就是开放的，面向世界的。 今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坚守自己

的文化，也没有任何理由不向世界开放。 其二，教材建设必须以

课程为背景，建立课程概念。 钱江先生在他的自序中说：江苏无

锡三等公学堂为适应 1922 年的新学制，参与了新学制教科书的

编写；三十年代初期，又参与了“新课程标准”和“修订课程标准”

教科书的编写。 那时的教科书编写就有了课程的语境，因而视野

比较开阔，定位也比较准确。 如今的教材编写怎能忽略课程呢？

教材是课程的一种形态，也是课程的载体，今天的教材理当应站

得更高，看得更远。 其三，教师和具有资格的大家都能编写教材。

他们是教材的创造者，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 今天，我们更应勇

敢地破除、编写教材的神秘感，增强自信，在教材的研究与创造

中提升自己，发展自己。 不过，历史还告诉我们，教科书又是那些

“大家”们编写的。 钱江先生说：他们中间不少是著名的大家，久

负盛名。 他们将自己的教育心得、实践智慧、理论学术化作文字，

存入了历史。 大家与“大家”们的合作，教材才会更加繁荣。 其四，
教材应形成自己的特色。 《蒙学读本全书》由俞复、丁宝书等执

笔，丁宝书绘图、杜嗣程缮写，有书画文三绝之称。 特色是教材质

量和水平的应有之义， 也是教材能存活与发展的生命。 所谓特

色，还包括教材的品种，教材所指向的知识领域。 上个世纪二三

十年代，无锡就有了被译为《海国妙喻》的《伊索寓言》，有《中国

寓言初编》《锡金乡土地理》，甚至还有《农具学》《法律医学》等。

不同领域的教材，也反映了那时各种各类教育都在发展，以及教

材所起的推动作用。 以上只是对我体会的初步概括。 仅就这初步

概括来看，钱江先生他们对今天的教育改革、课程改革、教材改

革做了一件大事、重要的事、好事。

谢谢钱江先生和他的团队，建议该项研究继续深入，让我们

大家都做自己文化家底的明白人，去继承、创新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

（成尚荣，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210013）
责任编辑：赵赟

读

书

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