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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绘师 妈妈是一名小学教师，学习上对我严格要求，生活上对我关怀备至。我们一起植
树，参加公益活动；她是我兴趣的启蒙人，鼓励我坚持梦想。长大了我也要当一名教
师，启迪更多小朋友的梦！

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高庄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王佳琦 指导教师 刘明昌

师生之间

孩子，我没有
权利惯着你
□戚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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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哲（1965—），浙江大学教授，艺术史学者，翻译家。
《祸枣集》可能是作者唯一的一本随笔（杂文）集。缪哲的

创作量不大，而思想和文笔堪称卓异。《南方周末》曾载文说：
“如果说近年来，有谁的文字能看见陈寅恪的影子，那就是缪
哲了。”

这篇文章即选自《祸枣集》；文章谈习作训练。题目“着读
书十年，再来开笔”即本文论点。语文教育者
或有不同于作者的持见，当属正常。

缪哲文章，往往痛快，漂亮。缪哲的好，在
视野，在学养，在态度，在文字，在韵致。缪哲
是当代散文的一个惊喜。 （任余）

随看
随想

每
周
推
荐

缪

哲

老苏与书
□郭初阳

悦读·话题

我的外祖母——愿她灵魂安息——
曾是阔家的太太，可惜去世时给我的遗
产，只有“地主羔”的身份，和一点乡先贤
的掌故。她讲的最多的，是赵忠毅南星，
纪文达晓岚，和张文襄之洞。依她讲来，
三人似和我一样，都是坏小子，如爱胡
闹、作弄师长等，很不高明。张之洞有件

“胡闹”的事，老太太讲不清楚，我也听不
明白，只记与什么“茶壶”有关。长大读
野史，才知道底细。老友刀兄尔登《半边
秀才》里，对这事有撮述，说张之洞做两
湖总督时，曾刁难一求官来的候补知府，

“让他念‘鍚荼壸’。这人监生出身，《诗
经》念得不熟，《文选》八成又看的麻沙
版，每字少看了一横，就老老实实念成了

‘锡茶壶’。张之洞好不欢喜，将他发回
原籍，‘着读书五年，再来听鼓’”。

这事即便不真有，也符合“诗的真
实”。因张就这么个人：有学而自负，霸
道又好谑。他一生的行事，弥有“官师合
一”之风。然作弄不学者外，张也有“正
经”，其最为人称道的，是做四川学政时
写的《书目答问》和《蝤轩语》。后者是

“发落”生员的，类似今天的“学生守则”，
范围则更广泛，操行之外，又指示了“进
学”的门径。周作人称之为“学术指南”，
则过于隆重。张固自负，但泉下有知，也
会连呼“不敢当”。

这本科举时代的热门书，现在很少
人问津，故颇不易得。三联书店 1998年
出版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里，收
了这《书目答问》，《蝤轩语》便附于其
后。周作人称它“平实而亦创新”，阅后
觉得大体不差。如第一篇《语行》里，有

一段关于作文的训示，很切今天中小教
育的弊窦，题目叫《戒早开笔为文》：

枵腹搜枯，苦而无益。破承起讲，
枝节成篇，终身不能佳矣，近今风气，年
方幼学，五经未毕，即令强为时文，其胸
中尚无千许字，何论文辞，更何论义理
哉！常见有开笔十年，而文理仍未明顺
者，岂非欲速反迟？多读书，多读古文，
多读时文，沛然有余，再使操觚，自然可
观，稍加绳削，期年即已入筘。岂不甘
苦悬绝哉？

说得很中筋节。并且话出自于一个
科举考试的“探花”之口，尤显得有分量。

也是达人之见，中西略同。1644年，
《失乐园》的作者弥尔顿，曾就子女教育
话题，给英国贵族哈特里比（Hartlib）写
信，信里他表述了与张之洞相同的见解，
粗译如下：

教育中弊窦颇多，故学习苦而无
益。原本期年即可奏功的，我们却泄泄
沓沓，费时七八载，方能拼凑几篇文理
不通的拉丁文和希腊文……写诗作文，
须在书破万卷，洞达世情以后，这时候
心智成熟，腹笥已满，奇思妙想，自会联
翩而来，不必赶鸭子上架，生挤孩子的
空脑袋。

人方幼学，不该被强求作文，好比采
摘未熟的果子，或砸鼻子取血；否则，他
们将以粗鄙的英文文格，张冠李戴于拉
丁文和希腊文上，日后习成故套，害莫大
焉，不仅读来生厌，且将浪费时光，无从
潜心咀嚼纯正的作品。假如在粗通若干
文法变格、并纳诸记忆之后，即精选几部
篇幅不大的书，细加串讲，以为程课之
具，孩子自能渐臻佳境，从容把握为文之

本，不需多久，即可麾使语言了。
则知二人的见解一致：背书宜早，作

文要迟。
小孩子家作文，古人的办法是“先

背几十篇文章做底子”，现在则讲究“怎
么想就怎么说，怎么说就怎么写”，看似
很简单，其实不然。先说这“怎么想”就
不易。“想”靠语言，语言并不像人常说
的，是思想的工具：它就是思想。不会

“怎么说”，就不会“怎么想”。语言能力
提高之前，孩子“想不通”事情。想不通
就说胡话，若再“怎么说就怎么写”，那
还了得？

现在的作文，大概从小学四年级开
始；正犯了张之洞的早开笔之戒。十来
岁的孩子，读的文章通通加起来，不过
一两万字，认字识词，已占去了大部分
心思，又何暇顾及文章的义法？腹笥空
空，就被赶着操笔作文，正所谓“枵腹枯
搜，苦而无益”，语言尚未学好，想法无
由而出，只好鹦鹉学舌，扯几声八股新
腔，“枝节成篇”，习成故套，从此以后，
临纸操觚，率由“旧章”，不复用脑子去
想更好的表达，“终身不能佳矣”。这何
苦来呢？

我的孩子识字早，七岁会写一千多
字，记得某日忽称要写日记。我便兴冲
冲地出门，给她买回个本子。她“枵腹枯
搜”半个小时，却仅得下面的几句：

我今天写日记。我今天玩了沙子。
我今天吃了橘子。我还想明天吃一个。

我当即收掉她的本子：着读书十年，
再来开笔。

（选自缪哲《祸枣集》，山西人民出版
社2011年2月第1版）

一次偶然，我下了早读课正准备离
开，看见数学老师抱着教具走进教室，本
该退场的我瞬间被数学老师手中有趣的
教具吸引住了。于是，我找了一个小板
凳在教室一角“猫”了下来，想看看这些
教具能带来怎样有趣的课程。通过观
察，我看到孩子们在语文课上从未有过
的表现，这让我大吃一惊，从此将跨学科
听课列入自己成长的计划表。

韩愈在《师说》里谈到“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在科技发展迅猛的今天，
如果还抱着学科门限，那么所得实在有
限。听课的时候我就常想，如果语文课
吸收了数学课的长处并加以适当运用，
语文课会上得更精彩。其实，反过来也
一样，严谨的数学课有了美术课的色彩，
音乐课加上语文课的诗意，无异于锦上
添花。

数学强调逻辑推理，数学教师用严
谨的思维，将抽象的概念变为学生的认
知。通过听课我体会到：任何学科的教
学，都可以通过不拘形式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达到最佳效果。

听音乐课，我学习音乐教师声情并
茂的教学组织方式。音乐课堂上最大的
特点是鼓励学生展示，通过声音增强自
信，通过集体找到自我。听英语课，我观
察英语教师怎样调动学生，怎样与学生
互动。

此外，在听课的同时，我还把语文与
英语做比较，一个是中国语文，一个是外
国语文，同属语言类学科，在教学中就该
互有借鉴。在小学阶段，两门学科都是
打基础的阶段，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是培养学生学习该学科的兴趣。单从识
字和学单词而言，英语教师无论从记忆
还是读音，都紧密结合学生生活，在游戏
中让学生记住单词。同样学语言，为什
么学生对学英语的兴趣比学语文大呢？
我想，可能是因为语文课堂教学方式先
天欠缺英语教学的活泼，好像因为中华
文化的内敛含蓄令语文课也内敛起来，
没有了激情和奔放。但是，只要我们看
看一本又一本的幽默书便会知道，语文
其实也可以很奔放。

所以，是时候听听别的学科的课了，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仅仅是挂在墙上
的格言。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如火如荼
的今天，跨学科听课将更具生机与活
力。跨学科听课有助于教师间相互交
流，切磋技艺，促进教学方法的整体优
化。新课程的一个重要理念是学科课程
综合化，它不仅要求课程内容的综合，更
为重要的是教学方式方法的综合。如思
品与生活课的出现，要求教师将语文、数
学、音乐、美术等学科的知识有机地整
合，这对教师的教学是一种挑战，也使教
师在教学中得到启示。这种变化是教师
思维的创造，在跨学科听课形成习惯之
时，这种变化将由于学科间交流频繁而
变得容易得多、丰富得多。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高度爱书的老苏，爱出了高度
近视，见到朋友时亲热揽肩，咧嘴而
笑，眼睛在厚镜片后面就显得更细
了，细到几乎看不见。

文学类书籍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律，如果书名跟“街”有关，多是一流
的作品，如奈保尔《米格尔街》、本雅
明《单向街》、舒尔茨《鳄鱼街》、桑德
拉《芒果街上的小屋》、奥莱夫《鸟雀
街上的孤岛》……教育类书籍也有
一个不成文的规律，如果书名采用
否定式表达，那就不要轻视这本书，
值得细读一番。

老苏的《语文不是语文书》，主
旨很清楚，在否定意义上更进一步，
李晓雯有一本《没有教科书》，写的
是语文可以无教材，比如澳洲教育
就没有固定的教材，因此教师有了
极大的自由组织的空间，孩子的课
堂有了无限的可能；倘若要继续否
定下去呢，伊万·伊利奇有一本《非
学校化社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如
今在学校中正被扼杀的，恰恰是教
育自身”，只有废除现存虚假而阴险
的学校体统，才会有孩子们自由健
康的学习与成长。这样的书还有一
些：《没有围墙的学校》《没有权威和
惩罚的教育》《为什么孩子不喜欢上
学》……

书里的三辑，包含三个不同的
版块：观察民国《国文百八课》与台
湾《国文》，是在汉语的内部，探索典
雅晓畅的国文路径；研究“美国语

文”是跃出了汉语，跨语言地比照出
国内语文、国内教育的诸多不足；还
有一些文章，则是从个体的生命成
长、社会的制度建设、时代的精神状
况等方面，反观语文与教育。

严肃的写作者定然爱惜文字，
因为深信立言为不朽之盛事，所以
不会有游戏之作。记得我上《弟子
规》一课，提前咨询老苏的意见，他
沉吟之后回复了一段长长的建议；
等到课上好了，我顺理成章地邀他
写一则评论，明明是有求于他，他
却软语商量：“十分感谢你给我这
个学习机会。我可能会从评论课
堂本身入手，说一点有关教育的看
法，再说对传统经典的看法。这样
的结构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
老苏，你怎么写都好。”两周之后，
一篇名为《直心为德，同类为伦》的
文章就出来了，是课堂评论，也是
精当的文学批评，“以角色转换体
现将心比心”一句，深得我心，至今
还记得。自然，他也不留情面地指
出了课堂上考虑不周的环节，批评

得入木三分；更没有想到的是，就
连实录中两个打错了的字，也被他
发现了，一并郑重地指出来，命我
改正。

于是乎，倘若要概括老苏的生活
重心，也许可以归结为一个词：语
文。在他看来，语文大约等于生活，
语文是为了更好的生活——他对语
文的理解胜过大部分以语文为饭碗
的教师；然而就生活而言，他在学校
教书，回家读书写书，可想而知，他的
生活简单得近乎旁人眼中的乏味。
然而管旁人做什么呢，自己喜欢就
好，家人理解就足够了。这样，慢慢
就有了这本《语文不是语文书》。

谢谢老苏，在促人思考的书列
中，摆上了自己的一册。可惜读书的
人何其少也，在这个意义上，卡夫卡
多有远见，那个把自己关在笼中、卧
在干草堆上的饥饿艺术家，说的就是
教书匠与写书人——人们忙着去看
其他的兽畜，迈着大步匆匆而过，把
饥饿艺术家完全忽略，“让他去就其
所能进行饥饿表演吧，他也已经那样
做了，但是他无从得救了，人们从他
身旁扬长而过，不屑一顾”。

饥饿艺术家的结局，是与干草
堆一同沉入地下，关于这一点，教书
匠们都很清楚，但是没有关系，老苏
安慰道：“打开这本书吧，阅读可以
给人第二次生命。”

（本文系苏祖祥所著《语文不是
语文》一书序言，有删改）

一个学期即将结束，看着孩子们有条
不紊地打扫卫生，各司其职，同学之间礼
貌相待，很难想象他们曾是连门锁都不会
开、撞到人也不懂得道歉的“熊孩子”。

还记得开学第一天，我早早来到教室，
站在讲台上，进来的孩子对我视而不见。
后来，进来一个大个子男生，又高又壮，撞
了一下我的背部又接连撞了三个同学。我
叫住他，他转过头，瞄了我一眼，极不情愿
地走到我身边。我尽量放柔声调，说：“你
刚才撞了我，又撞了三位同学，我想你需要
跟我们道歉。”他愣了愣，极不情愿地走到
三位同学面前鞠了三个躬。我接着说：“你
今天撞到别人不道歉的粗鲁行为，违背了
我们的传统礼仪，请你面对讲台、黑板三鞠
躬，以示歉意！”他乖乖地面向黑板鞠了三
躬，全教室学生都安静地看着这一幕。我
没有大力渲染，只是淡淡地说：“同学们，撞
了别人或做错了事，要诚恳道歉，这是我们
做人的根本，应该是在幼儿园学习的第一
课，而如今你们已经是八年级的大孩子了，
不要忘记最基本的道理。”

紧接着，我们选了班委和组长，并确
定了每个干部的职责。我把教室的钥匙
交给班长和生活委员一人一把。可是万
万没想到，下午第一节课前，我们班学生
拥挤着站在教室走廊上，门却没人开。班
长和生活委员已经来了，但以前教室开门
都是老师代劳的，学生们没做过，所以他
们胸前挂着钥匙却等着我去开门。我哭
笑不得，走上前去，提醒两位班干部开
门。因为很少做，摸索了好一会儿教室门
才打开。走进教室，我说：“今天，我本来
可以帮你们开门，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
这是班长和生活委员的职责，我不希望因
为我的代劳，让你们把失职当作一种习
惯。”以后的事实证明，孩子们都挺能干
的，只是有了依靠，就会退化。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又出了一件让我
始料不及的事。晨扫时，派去打扫卫生的
第一小组10个学生在上课铃响过后才拖着
扫帚进教室。我即刻去查看，结果是树叶
依旧，垃圾依旧，没有看见一点儿扫帚落地
的痕迹。下课后，我把他们带到清扫区域
询问原因，他们回答说：“不会扫。”我再一
次哭笑不得，八年级学生竟然不会扫地，我
只好手把手地教他们，最后勉强打扫完。
那天晚上，我布置了一道家庭作业，回家向
父母学习扫地、拖地，并且必须学会。

第二天，第三天……以后的晨扫，出
乎意料得又快又好。看来，不是不会干。

有人会说我小题大做。确实，我可以
大度一点，勤快一点，教室门帮忙开，清洁
区帮忙扫。但是，我没有权利惯着这些孩
子，因为家长能容忍，学校能容忍，但社会
不会容忍。我们的教育是要教孩子们学
会适应社会需要，如果我们惯着他们，任
由他们的粗鲁、任性、懒惰……那是我们
教育工作者的失职。

孩子，我没有权利惯着你。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

县龙舟坪中学）

成长记录

跨界去听课
□刘 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