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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记录

站成辽阔的姿态
□滕 丽

且行且思
湖北省武汉市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刘欣雨

指导教师 王 露

看云的孩子
□汪降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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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耕望（1916—1996），历史学家，安徽桐城人；师从钱穆（宾
四）先生。

本文选自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经验谈》（1980年）。《治史经验
谈》是史学大家的夫子自道，集中体现作者治学、做人的严谨和
朴实；这是一本“金针度人”的治学入门书，在学界享有盛誉。

选录的部分，主要说“执著而不过分”对于治学的重要；对于
做事和做人，当然也一样重要。这是揆及理悟及道
的经验之谈，非深谙人生诸相者，盖不能道也。

限于篇幅，文中所列修养六点，一至四点，只存
小标题，第五点，亦有删节。 （任余）

随看
随想

笨老师
□黄雨燕

童心绘师

一个人学问成就的深浅，可以从
他的生活修养中看出一些端倪，因为
日常生活与人生修养对于学术工作影
响极大。

治学本不是件轻松的事，近代学术
工作日趋复杂，步入分工专精之途径，但
又不能不相当博通，史学工作所涉尤广，
更为不易。个人以为，要想在学术上有
较大成就，尤其是史学，若只在学术工作
本身下功夫，还嫌不够，尤当从日常生活
与人生修养方面锻炼自己，成为一个坚
强纯净的“学术人”。想达成这一目标，
须要真能做到：

工作随时努力，
生活随遇而安。
这句话等于是我的座右铭，虽不能

至，而心向往之。据我的体验与观察，前
六个字还比较容易做到，后六个字却极
不易做到，而这点尤与人生修养有关；不
过在我似乎天性与此相近。我自幼年就

对于物质享受没有多大奢望，这或许与
出身农家有关。成年后，生活曾经有过
一段极困苦的时期，但我仍是无忧无虑
的耐心过日子，既不羡慕别人的物质享
受，更不怨天尤人。因为我觉得生活享
受绝无一定的标准，要不满足，无论多好
享受仍是不能满足；要满足，就随时都能
满足。古人说“知足常乐”这一点我是真
正能体验到，唯一常感不足的是学术工
作。我常自己反省，觉得我非贪人，但对
于学术工作却很贪，既欲精深，又想有相
当宏通，如此就不免随时努力去做。从
这一点看来，自愧仍非达人！

下面姑就一般生活与人生修养之影
响学术工作者，拉杂言之。

（一）健强身体、健康心理……
（二）一心力、惜时光……
（三）淡名利、避权位……
（四）坚定力、戒浮躁……
（五）开阔胸襟

近代人提起治史，总说要客观。事
实上，绝对客观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是
总应该向这方面去做，做到尽可能的客
观。而客观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开阔的胸
襟。有了开阔的胸襟，才能容纳众说，至
少能容忍众说，包括各种理论与个别问
题的各种异见；乃至对于他人成就的态
度，也当如此。就个别问题的异见而言，
个人看法不同，也必有其相当理据，何妨
多方取摄，作参考之用。就理论而言，各
种理论都非十全十美，放诸四海而皆准
的……

（六）慎戒执著
对外要开阔胸襟，迎接万千；对内则

当戒除执著，免得陷于拘泥不化。
做事做学问都不能不有相当固执，

但也要得中庸之道，不能过分固执有拘
泥执著之病。不过我所说的“固执”与

“执著”只是一种性格的两个阶段，很难
指出其分野；要在各人自己体察，“允执
厥中”。即固执应适可而止，不要过分；
也可说是能抓得紧，也能放得开。也就
是坚守一定的原则，而因应现实情况，灵
活运用，不要死执一点，不能随宜变化。
这对于治学大有关系，相信做事也当如
此。但所谓固执而不过分，抓得紧，放得
开，坚守原则，灵活运用，仍非具体，今姑
举一事以例之。

我在武汉大学读书时，于同学中最
佩服好友某君。他的天分努力皆在我
之上，所以论成绩，尤其国文书法都较
我为优，我写文章一定要先请他看过；
只是社会科学知识，我有一日之长。在
当时，两人同读《史记》，他于书眉用蝇
头小字节录名家评语殆遍；我虽也相当
用功，但远不如他的精勤。同读《汉书·

地理志》，他能几于成诵；我记忆力特
差，只略识各郡县约在何方位而已。同
摩绘杨守敬《水经注图》，他笔笔依循不
苟；我则大致规摩而已，以为细节处，杨
氏亦只以意为之，无所依据。课堂笔
记，他书写快捷，故极完备，我则断续不
能全。由此可见两人天分勤力，都颇有
差距。毕业后，宾四师约我到成都齐鲁
国学研究所继续学业，第二学期他也到
齐鲁。一日我与宾四师谈到他，深佩其
学业，而师则谓彼之前途不如我，令我
深感诧异。请其故，师谓彼秉性执著。
当时我尚以为疑。不数年，我的工作愈
做愈起劲，而他似显诸路不通，无可表
现，始服宾师之有远见。再回忆大学时
代，两人同习太极拳，我很快即能略得
其形似，而他的拳脚伸出始终强劲如少
林，教师纠正，亦不能改。此正见个性
之差异，表现于动作行事之不同。大约
他能刚而不能柔，能认真而不能回环有
弹性。也可说，能抓得紧，但不能放得
开；用于治学，易执著，不能灵活通变，
终至四处阻塞，兴味索然，无可发挥，殊
为可惜！今日北望大陆，故友不见已三
十余年，传闻在一间学校任教，思想颇
左倾；另有一位同班同学，据说在“文
革”期间与四人帮一伙比较接近。我深
为他们而内疚，因为唯物史观是我最先
影响他们的！尤其是前者，他为人极忠
厚，多读古书，思想保守，不想一变而左
倾（也许非其本心）！归根究源，仍在执
著的个性，易走极端，不能裁以中庸，故
接受新知，但不能化！观此一例，性情
执著之征候略可知晓，足为警戒！

（选自严耕望《治学三书》，上海人民
出版社2016年6月第1版）

叮铃铃，下课了，孩子们在体育委员
的带领下来到操场准备做操。沐浴在灿
烂的阳光下，我也舒展舒展筋骨——伸
伸胳膊，扭扭脖子，抬抬脑袋。这一抬可
不得了，我看到了满天的白云，就像一大
朵一大朵盛开的棉花，柔软得让人心动，
洁白得让人神游，真有一种“欲乘风归
去”的冲动。

做操结束后，体育委员集合整队，我
笑着对大家说，“不要进教室啦！”孩子们
诧异地看着我。往常这个时候，他们也
该伴随着音乐坐在教室里练字了。“看天
上！”我指了指天空，孩子们抬起头昂起
小脸，异口同声地“哇”！也难怪，美好的
东西总是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孩子们三五成群地认真看着天空，
那份快乐和兴奋把一年级的小朋友都
吸引出来了。大概是观察的视线被遮
住了，孩子们又蜂拥着跑到厨房边，引
得在厨房做饭的老爷爷也跑出来，直问
我：“看什么呢？”这下我实在忍不住了，
大笑起来说：“他们看云哦！”一个孩子
看着我快乐的样子说：“看，云把老师也
变成孩子了。”

回到教室，我引导孩子们进行一次
不拘形式的交流。学生子涵提议，应该
把这件快乐的事记在记事本上。15 分
钟后，孩子们纷纷把记事本拿到我面
前。读着他们一篇篇现场创作的稚嫩文
章，我终于感受到教育无处不在。细心

发现生活，生活也能给予你许多。学生
畅畅给自己的文章加了一个小标题“看
云的孩子”，这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我为
他画上一个大大的笑脸。有一些学生惊
奇于白云的变化，文欣写道：“我好像看
见天上有只小狗，大大的头，小小的身
子，短短的尾巴，还有细细的腿。我还看
见了一条挂在天上的河，弯弯曲曲的……”
我在心理暗暗为这个“挂”字叫好！才二
年级的孩子，竟然用词这么准确形象，令
人不得不感叹，在生活里学语文比从书
本里学得快而且有效。还有一些学生更
喜欢写自己的心理感受，奥宁写道：“我
多想和身边的人一起飞上天看白云，与
白云一起做游戏！”浩然写道：“要是我也
是一朵白云就好了，就可以在天上飘来
飘去。”

细心的学生不仅描写了白云，还观
察到了周围人的反应。梓承写道：“我看
到一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也跟着跑出
来，抬头东看看西看看。嘿，我不告诉他
们，我在看白云！”梦琳写道：“老师拿起

手机，准备拍白云。厨房里的老爷爷也
跟着跑出来问老师在看什么？”

最后递上记事本的是国豪，读着他
的文章，我的内心十分愧疚。国豪的腿
前几天摔了，只能坐在教室里，我刚才
只顾着引导其他孩子观察，竟把他忘在
教室了。他说他也想看看天上有什么
美丽的东西。读完他的文章，我愧疚地
对他说：“国豪，对不起，刚才老师疏忽
了！我现在扶你出去看吧！”我微笑着
走向他……

当我静下心来，回味着孩子们与大
自然相处的美好瞬间时，我突然明白，其
实我们的孩子甚至包括我们自己——缺
的从来都不是才华，而是情怀。就像畅
畅在记事本上写的一样，“我们是一群看
云的孩子。看云的孩子是一群快乐的孩
子”。生活中何止是云呢？应该还有更
多让人感到快乐的东西，因为语文就在
生活中。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怀宁县凉亭中
心学校）

近期，读吴非为《一间辽阔的教
室》一书作的序，我感觉到内心潜藏
的“小”——教书愈久，讲台上的自己
愈促狭，有被洞穿的难堪。这篇旧同
事之新作所写的序，内容不长，除却
对同事和谐理性的师生观作出中肯
评价，对其严谨考究的教学态度进行
褒奖外，还触及作为教师更根本的东
西——自我成长。

十几年前初登讲台，见我经常翻看
学科杂志，曾经的中学教师惊诧地说：

“我那点墨水就够教书一辈子，你大学
毕业，科班出身，还看什么书啊！”一番
话倒让我不好意思起来——好像我的
大学是混过来的。虽然大家都懂得“活
到老、学到老”的道理，但现实中，这种
啃上学时的“老底儿”，一辈子待在讲台
直至退休的教师，现在也不在少数。目
睹曾经的教师、如今的同事，在课堂仍
然重复当年自己耳熟能详的事例；耳闻
曾经的学生、如今的同事，也不无得意
地说出上了那么多年学，教个初中还不
是轻而易举，哪儿还需要再读什么书的
话语，我仿佛看到一茬又一茬有梦的学
生在经由这样“啃老本”的教师发蒙后
逐渐黯淡的眼神。

自我成长，不会随着学生时代的
终结而画上句号，作为教师，教学相长
才是人生的美好境界。缺乏自我成长
意识的教师，不仅会误人子弟，也会蹉
跎自身——日益枯竭的教育智慧，单
调的重复，让教书之路越走越窄。

梦和诗是青春的代名词，与学生
朝夕相处，教师始终与青春为伴。与
学生一起书写诗一般的青春，需要教

师自己有激情；引领学生筑梦、追梦，
需要教师自己先有梦。

有梦的教师，才有自我成长的动
力。有人说，每个教师都是一盏灯，都
会影响学生前行的一段路。教师安静
地读书思考，这灯就明亮如初，点亮学
生的前程；教师浮躁功利，这灯就日益
黯淡，学生就会彷徨、迟疑。

善 于 学 习 的 教 师 ，才 有 自 我 成
长的智慧。教师是教育者，不仅应
比学生爱学，而且还应“善学”。如
果说爱学体现的是教师对职业的热
爱，那么善学体现的就是教师的智
慧。如今，各级各类培训层出不穷，
也让不少教师心生误解——认为名
师优师都是“培养”“培训”的结果，
故而产生“培训”依赖症，至于自己
的主动性和独立思考到哪儿去了浑
然不觉。大量热闹的培训过后，脱
颖而出者却寥寥无几。

其 实 ，参 天 大 树 从 来 都 是 自 己
长成的，教师要想长成笔直的大树，
要靠自己。根植课堂，紧贴地气，像
每天都要吃饭一样不断阅读，如每
天都要睡觉一样不停思考，这样不
仅自己的梦想实现会不期而至，更
重要的是自己立于讲台，透过教师
的姿态，学生看到自己头上的灿烂
星空，教室四壁消失，一片辽阔的世
界向远方漫溯。

让自己站成辽阔的姿态，以“日日
新”的成长自信，给学生梦想和未来，
我们不仅心向往之，而且终亦能至。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谷城县冷集
镇三中）

近日在读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
有这么一句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人
一定要尽本分。我是一名教师，我最本
分的事就是教书育人。

我是一名语文教师。最欣赏教师肖
培东说的一句话，我就想浅浅地教语
文。在心里，我把这句话稍作修改，改为

“我只想静静地教语文”。
我是个很笨的人，不知道怎样变着

花样把学生教会。就如同教育我的女
儿，我的经验就是一个字：陪。我既不喜
欢打骂学生，也不喜欢吼叫学生，我只是
一个默默陪在学生身边的同行人。不会
读，我陪着你读；不会写，我陪着你写；不
会背，我陪着你背……有的同事不解说，
这样扑倒身子干，累不累啊？其实，我不
是故意这么做，更没有一丁点与谁竞争
的心思，只是听从内心的感受去做。

我是一个笨笨的老师，我不知道该怎
么轻松地把学生教会。有的教师很有智
慧，他们能不动声色，不加班不加点，教学
游刃有余。而我，只会一个孩子一个孩子
地去听，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地去检查。遇
到调皮的孩子，我没有更好的举措，只能用
我最原始、最笨拙的办法：陪。课间，我到
教室去陪；放学后，我留下来陪。你不吃饭
我也不吃饭，你不休息我也不休息，我什么
话都不多说，只是看着你在我的眼皮底下
把任务完成。

一直以为，语文教学是深深地扎根
于文本语言的教学，是贴着学生语文素
养发展而前行的教学，是遵循语文教学
自身规律实实在在的教学。你很深刻，
不代表语文课堂必须如你深刻；你很具
锋芒，不代表语文课堂必须如此咄咄逼
人；你很聪慧，不代表你能让学生扎扎实
实掌握必须掌握的知识。

我是一个笨笨的老师，我的课堂不
深刻，只会让学生一遍又一遍地读书，读
到有语感，读到感动自己。

我是一个笨笨的老师，我的课堂只
会让学生谈自己的想法，我没有更聪慧
的想法。

我是一个笨笨的老师，我只会督促学
生背会书、写好字。实在完成不了，我也
只会沿用那一个古老而笨拙的办法：陪。
肖培东有这么一段话：走在繁乱迷茫的路
口，我常常想起我的语文老师，小学的、中
学的、大学的。他们教我背书写字，教我
摘抄积累，教我一篇篇文章要大声地读，
教我一段段文字要认真地抄写，教我抄下
黑板上的中心思想段落大意，教得很原始
很基本很纯粹。他们的课堂，不曲折，不
婉致，简单朴素，像一棵冬天的树，苍劲干
净，只剩下听说读写思。

我是一个笨笨的老师，只会简单的
见缝插针陪着学生，问心无愧。成功不
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

我是一个笨笨的老师，我真的不想
与谁竞争，只想静静地做好我本分的事。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师范学校
附属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