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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家群体里混上这些年，不是我
的本意。

我考中学时的语文成绩很烂，不过
初一那年就自学到初三数学，翻破了好
几本苏联版的趣味数学书。“文革”后全
国恢复大学招生考试前，我一天一本，砍
瓜切菜一般，靠自学干掉了全部高中课
程，而且进考场几乎拿了满分——闲得
无聊，又把仅有的一道理科生必答题也
轻松拿下，大有一种逞能炫技的轻狂。

我毫不怀疑自己未来的科学生涯。
黑板报、油印报、快板词、小演唱、地

方戏……卷入这些底层语文活动，纯粹
是因为自己在“文革”中被抛入乡村，眼
睁睁看着全国大学统统关闭，数理化知
识一无所用。……如果没有民间流传的
那些“黑书”，我也不可能如梦初醒，知道
世界上还有契诃夫和海明威，还有托尔
斯泰和雨果，还有那些有趣的文学呵文
学，可陪伴我度过油灯下的乡村长夜。

后来我终于有机会进入大学，在校
园里连获全国奖项的成功来得猝不及
防。现在看来，那些写作确属营养不
良。在眼下写作新人中闭上双眼随便拎
出一两个，大概都可比当年的我写得更
松弛、更活泼、更圆熟。问题是当时很少
有人去写，留下了一个空荡荡的文坛。
国人们大多还心有余悸，还习惯于集体
噤声，习惯于文学里的恭顺媚权，习惯于
小说里的男女都不恋爱、老百姓都不喊
累、老财主总是在放火下毒、各条战线永
远是“一路欢歌一路笑”……那时节文学
其实不需要太多的才华。一个孩子只要
冒失一点，指出皇帝没穿衣服，便可成为
惊天动地的社会意见领袖。同情就是文
学，诚实就是文学，勇敢就是文学。宋代
陆放翁说“功夫在诗外”，其实文学在那
时所获得的社会承认和历史定位，原因
也肯定在文学之外。

……

那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时代”——
从欧洲十七世纪到中国十九世纪，人们
以“现代化”为目标的社会变革大破大
立翻天覆地，不是延伸和完善既有知识

“范式”，而是创建全新知识范式，因此
都释放出超常的文化能量，包括重新定
义文学，重新定义生活。李鸿章所说

“三千年一大变局”当然就是这个意
思。历史上，也许除了公元前八世纪至
公元前二世纪古印度、古代中国、古伊
朗、古希腊、古巴勒斯坦等地几乎不约
而同产生的文明大爆炸，还鲜有哪个时
代表现出如此精神跨度，能“大”到如此
程度。

不过，“轴心”和“启蒙”都可遇难求，
大时代并非历史常态，并非一个永无终
期的节日。一旦社会改造动力减弱，一
旦世界前景蓝图的清晰度重新降低，一
旦技术革新、思想发明、经济发展、社会
演变、民意要求等因缘条件缺三少四，还
缺乏新的足够积累，沉闷而漫长的“小时
代”也许就悄悄逼近了——前不久一部
国产电影正是这样自我指认的。在很多
人看来，既然金钱已君临天下，大局已
定，大势难违，眼下也就只能干干这些
了：言情、僵尸、武侠、宫斗、奇幻、小清
新、下半身、机甲斗士……还有“坏孩子”
的流行人格形象。昔日空荡荡的文坛早
已变得拥挤不堪，但很多时尚文字无非
是提供一些高配型的低龄游戏和文化玩
具，以一种个人主义写作策略，让受众在
心智上无须长大，永远拒绝长大，进入既
幸福又无奈的自我催眠，远离那些“思
想”和“价值观”的沉重字眼。大奸小萌，
或小奸大萌，再勾兑点忧伤感，作为小资
们最为严肃也最为现实的表达，作为他
们的华丽理想，闪过了经典库藏中常见

的较真和追问，正营销一种抽离社会与
历史的个人存在方案——比如好日子意
味着总是有钱花，但不必问钱来自哪里，
也不必问哪些人因此没钱花。中产阶级
的都市家庭，通常为这种胜利大“抽离”
提供支付保障，也提供广阔的受众需求
空间。

……
坦白地说，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不

一定遇上大时代。同样坦白地说，“大
时代”也许从来都是从“小时代”里滋生
而来，两者其实很难分割，或者说后者
本是前者的一部分，前者也本是后者的
一部分。抱怨自己生不逢时，不过是懒
汉们最标准和最空洞的套话。文学并
不是专为节日和盛典准备的，文学在很
多时候更需要忍耐，需要持守，需要旁
若无人，需要烦琐甚至乏味的一针一
线。哪怕下一轮伟大节日还在远方，哪
怕物质化和利益化的“小时代”正成为
现实中咄咄逼人的一部分，哪怕我一直
抱以敬意的作家们正沦为落伍的手艺
人或孤独的守灵人……那又怎么样？
我想起多年前自己在乡村看到的一幕：
当太阳还隐伏在地平线以下，萤火虫也
能发光，划出一道道忽明忽暗的弧线，
其微光正因为黑暗而分外明亮，引导人
们温暖的回忆和向往。

当不了太阳的人，当一只萤火虫也
许恰逢其时。

换句话说，本身发不出太多光和热
的家伙，趁新一轮太阳还未东升的这个
大好时机，做一些点点滴滴岂不是躬逢
其幸？

这样也很好。
（选自韩少功《夜深人静》，中信出版

集团2015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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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少功（1953—），湖南人，当代作家。创作颇丰，以小说《爸爸
爸》《马桥词典》等著称。韩少功的理论兴趣和思想深度在当代作
家中罕有其匹。

《夜深人静》是诗人北岛主编“视野丛书”的一种；该丛书的作
者，韩少功之外，另有张承志、李零、汪晖、徐冰和李陀几位。展现

“艰难的思想图景”是该丛书思想内容的公约数。
《萤火虫的故事》是《夜深人静》的作者前言。韩少功简述自己

的创作经历，描摹中国当下的小时代景象，以萤火
虫自况和自励，昭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作家的使
命：无奈，也自觉；沉重，也傲岸。

身为教师，我们或许也是萤火虫。 （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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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2月 1日，我受邀去复旦大
学附属中学听课，一连听了 4 节语文公
开课，其中一节是教师王召强的批判性
思维写作课。我和王召强曾在上海松
江二中同事 8 年，后来我们都离开了松
江二中，他先去了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我随后到了上海市格致中学，我们是相
知多年的好朋友。课后，他特地邀请我
到办公室赠予我一本他最新出版的书
——《唤醒理性的不安》。

王召强平时非常好学，他出新书，
我并不感到惊讶。然而，当我接过《唤
醒理性的不安》一书还未来得及仔细阅
读时，仅书名就已经让我感到隐隐的不
安。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带着这种隐隐

的不安，仔细地阅读了书中一些章节。
越是深入阅读，我越是感到不安，但心
里不得不称赞：王召强，你的目的达到
了，你一定能唤醒更多人理性的不安！

《唤醒理性的不安》是一本写作教
学指导书，旨在培养中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书中既有批判性思维理论构架，也
有具体指导案例，该书呈现出“下学而
上达”的踪迹。在此，我无意具体介绍
该书的内容，每本书只有自己读过，才
会品尝到书中的味道。别人介绍后再
去阅读，要么自觉盲从，要么拼命抵触，
反正不会“一见钟情”了。

《皇帝的新装》故事中敢于讲真话
的只有一个孩子。安徒生的童话其实

都是寓言。童话故事在世界的每个角
落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上演，只是许多敢
于讲真话的孩子早已失去了童真。在
我看来，王召强就是当今语文界那个敢
于讲真话的孩子。他出生于山东省临
沂市的一个乡村，来自孔孟之乡，也来
自中国最底层。但是上苍是公正的，他
虽然出身贫寒，却非常聪慧好学，就像
一个没有雨伞，在雨中只好光着脚丫拼
命奔跑的孩子。天道酬勤亦酬慧，他非
常幸运，在人生的每一个驿站都遇到了
好的导师并收获到晴朗的天空。也许
您会说，他运气真好！

是的，他运气真好！从郑桂华到陈
钟梁，从陈钟梁到邓彤，从邓彤到黄玉
峰，所有指导过他的导师都对他特别呵
护，这简直让人嫉妒！许多人也有他的
才气，可是不及他的运气。

我觉得王召强能够走到今天，不只
是运气，那么多导师爱惜的不仅是他的
人才，更多的是他的独立人格。他在家
里一直悬挂着一张“自由之精神，独立之
思想”的条幅，他非常喜欢念叨这句话。
多年来，他也确实在努力践行这句话。

从上到下，许多人都在批评当下的
中国教育。确实，中国的教育已经离本
真越来越远了。许多人都知道当下中国
教育的症结在哪里，但是大多数人选择
了苟且。今天许多的教育改革并不是真
正的改革，是隔靴搔痒，是故意绕着弯子
做秀，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大家都希望
别人当改革者，却不愿意自己去担当。

特级教师王栋生曾呼吁我们“不要
跪着教书”！可悲的是，在现实生活中，
您不跪着，总有人跪着。但是跪着能育
人吗？当然不能！您想育人吗？育人
当然不能跪着，育人必须站着，己先立
方能立人！王召强就是这样一位立志
育人的教师，所以他不愿意跪着教书，
他只想站着育人！他的《唤醒理性的不
安》一书，与其说是指导学生作文，不如
说是指导学生做人。

他是诗人，写过许多诗，具有诗人
般的天真和浪漫。在此，我就借用徐志
摩先生《再别康桥》中的诗句结束这篇
文章，我祝愿他“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
青处漫溯”。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格致中学）

作为班主任，你是习惯“踩点”到岗，
还是习惯提前三分钟到教室“等候”学生来
呢？优秀的班主任大都有一个信念——早
到主动、迟到慌张，因而把这种“等候”视为
一种职业习惯和职业素养。这种看似不起
眼的习惯，坚持需要毅力和恒心，需要一种
情怀，需要有一种“工匠精神”。那么这三
分钟，班主任可以做点什么呢？

“身教重于言传”。班主任每天提前几
分钟进教室，对学生是一种最好的也是最
有效的守时教育和养成教育，更是一种无
声的鞭策，对于养成学生良好习惯具有潜
移默化的教育效果。学生一旦养成了好习
惯，就能做到班主任在场与不在场一个样，
偶尔做个“甩手”班主任就成为可能。

教学设备是课堂教学的必要工具，而
且是教学高效的有力保障。与时俱进的现
代教育技术设备已成为各学校标配，但这
些“高颜值”的宝贝经常会“耍点小性子”，
导致教师们上课时因教学设备故障没及时
排除而带来不必要的尴尬。班主任提前进
教室，可以督促班级电教员提早开启并检
测设备运行情况，提早发现问题并排除隐
患，这样可以避免因课堂浪费时间而影响
教学效果。

教师的心情并非每天都是充满激情、
充满阳光的。班主任把不良心态带进工作
中既会影响教育效果，也会影响学生的学
习情绪和班级管理的效果。班主任可以利
用提前到教室的时间进行情绪调控，提醒
自己以饱满的精神、阳光的心态、更多的激
情投入全天的教育教学。

班主任提前到教室后有意识地与班团
干部、个别学生恳谈，了解前一天或近段时
间班级整体表现（如一日常规的落实、作业
收缴情况、学生的学习情绪等），还可以细
化到卫生工具的摆放、课桌椅的整齐、讲台
的清洁等，通过掌握第一手信息，及时发现
班级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和漏洞，然后
适时调整教育管理策略，使班级管理更有
目标性、更有效率。

学生在学校可能会有各种突发情况，
比如，学生之间拌嘴吵架，或学生突然身体
不适，或教室门窗损坏、电器故障、极端天
气等。班主任提前进入教室后，学生活动、
教室情况，甚至全年级、全校情况都处在有
效视野和掌控之中，班主任就可以及时妥
善处理疑难、制止冲突，让偶发事件“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提升教育质效。

班主任提前到教室后与学生进行各种
“非正式沟通”：“目中有人”的心灵对话、
“心中有爱”的亲切眼神；一个温情手势、两
语温馨问候、几句暖心鼓励的话，可以让师
生更加贴心，学生更亲近教师，师生“打成
一片”，学生会更加信赖教师。师生之间这
种走心的沟通能够融洽感情、拉近距离，这
样才能产生“亲其师，信其道”的教育效果。

所以，这不起眼的“三分钟”，真的不容
小觑。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育才中学）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读《唤醒理性的不安》随想

□ 雷振泉

不起眼的“三分钟”
□ 周红杰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小学北校区操场的西侧围墙下，有一排五颜六
色的轮胎。午间活动，这些轮胎就是孩子们最好的伙伴：可前推、可翻
转、可坐可钻……几个人踩上去一起蹦蹦、拉起手摆个造型、摞高高再
钻出来、两个人对着推看谁的劲大……每天花样翻新，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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