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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总会从某个

黑暗的角落里冒出来，让我不得不一次次面

对。我至今已工作22年,22年里，我对教师职业

的理解，经历了曲折与迂回。

1995年 7月，我从湖南省第一师范毕业，被

分配到长沙市开福区砚瓦池小学。刚刚参加工

作的我，自然一腔热血，很想当一名好教师，然

而对什么是好教师的标准却不清楚，更多是依

赖他人的评价。最初两年，我参加过区里组织

的教师基本功比赛，拿了一等奖的好成绩；也上

过语文、劳动等学科的公开课，各方面评价都很

不错。但因为家庭遭遇经济危机，身体突发疾

病，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自然影响了工作，本

就自卑敏感的心，竟然经常陷入一种无法排解

的迷茫与无助之中。

后来，我调往另一所学校担任教导主任，作

为当时全区最年轻的中层干部，这份工作对我

而言是一大挑战。最初三年，我很清楚自己是

最年轻、最没有资历的，只有默默努力工作。除

教导处事务性工作外，只要能做的我什么都干，

包括别人不愿意做的也做。

教导主任的后五年，我经常感到身份的尴

尬。我是管理者吗？非也，我的工作更多的是执

行上级的命令；我是教师吗？名义上肯定是，可

我一个星期只上六节课，随着学校规模扩大，我

的课也越来越少。我看似做了许多事，其实什么

都没做。因为，我并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这期间，我参加了湖南师大教育硕士的学

习，这段学习经历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理想教

育的窗口。钱理群、刘铁芳、刘良华、马克斯·

范梅南、佐藤学、雷夫、帕克·帕尔默等人以及

他们的著作走进了我的视野，我开始审视身边

的教育，审视自己的教育生活；我开始书写，开

始反思。一方面，我越来越感受到教育的迷

魅，并为此沉醉，一方面却对现实越来越不满

意。我处在理想与现实的极度矛盾中，渴望做

出某种改变。

我终于辞掉教导主任职务，去一所很小的

学校当一名纯粹的英语教师。我仿佛退回到原

点——每天不得不面对真实而具体的课堂，我再

一次，不，应该是第一次深切感受到现实之苦与

教育之难。在读了那么多教育书籍、与那么多优

秀同行者接触后，我猛然醒悟：抱怨是没有用的，

不如一点一滴从身边做起。于是，便有了我的英

文绘本课程实践，有了自主开发的市级英语课

题。我明白，我只能从自己的教室开始改变。

在经历调动、休假、生子这一短暂的停留

后，我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回到讲台，并由教英语

转为教语文，担任班主任。

自 2014 年 2 月至今，我教语文近四年。这

不到四年的时间里，我顺利送走两届毕业班，成

为区小语名师工作室骨干，学校语文教研组

长。我变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但我是如此

振奋，在语文学科的教学中，或者说在与孩子们

一起阅读一起写作之中，我一次次亲近祖国的

文字，感受语言文字的巨大魅力。在文字构筑

的文化世界中徜徉，我觉得这正是我所追寻的，

也正是我所向往的，这便是帕克·帕尔默在《教

学勇气》一书中所言的“自身认同与自我完整”！

我想起自己曾无数次说过的话：“教师，意

味着什么？首先，我得‘是’教师。对教师职业

说‘是’，就是对教育说‘是’；就是向教育敞开自

己的生活，就是让自己活在教育之中。”

22 年的兜兜转转，思之，明之，悔之，改之。

只是，关于“教师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不

再困惑。真正对教师职业说“是”，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至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是靠一

点一滴做出来的。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第二小学）

但凡教过书的人都知道，站稳讲

台是底线。

这底线的底线是专业功底。通常

学校面试教师，都会安排做卷子，做学

生做的卷子，比如中考卷、高考卷。这

种测试更多测试的是题感，有些高级教师或者专业研究生，由于久疏题海战场，成绩并不

如意，甚至不及格。一旦上了讲台，教师将面临学生轰炸式的专业功底测试，形形色色、难

易不等的问题接踵而来。若是一不小心答错或做不出来，学生说声谢谢就走开了，但教

师自己往往会自觉羞愧，做错题目事小，败坏名节事大。许多教师下课之余都会积极刷

题，既充实了讲课素材，又给名节上了一道保险。

“一天不刷自己知道，两天不刷同事知道，三天不刷学生知道”，教一辈子的书，刷

一辈子的题。这样的教师多是勤勉负责的，题刷多了，还能刷出一些解题模型，供学

生套用，部分减轻学生刷题的负担。

站稳讲台的另一个关键是授课的功底。对多数人而言，授课的功夫不学就会，类

似于久病成医，因为从幼儿园开始，他们自己的老师就一直在示范这种套路，比如重

要的事情讲三遍，重要的概念举三个例子，重要的题目练三遍，问题学生训三遍，等

等。这功夫不像专业知识，刷题就能刷出来。但有些谦虚的教师，会试着去听授课高

手的课，汲取其中的精华。更有图省事的，刻意将自己的课延后一节，听完高手的课，

直接照搬。

教书，是不是只能停留在站稳讲台的层次，纯粹是个体力活，像机器似的没日没

夜地刷题，如木偶一样有板有眼地刷套路？但凡有过师范实习经历的教师都知道，这

不是教书的初心。实习生或者刚教书的人，最开始的几节课暂且不论上得好坏，至少

是兴奋的。这种兴奋不是因为新鲜，而是因为内心固有的创造和善良本能在传递真、

善、美的过程中得以自然展显，一个个真实的学生学习世界呈现在眼前。借用佛学的

说法，教书不是机械操作，是“行门”，在行动中收获正念。

教书处于这个境界，需要的是融合与机智。融合是忘我的境界，指全身心投入；

机智是基于教学情境的智慧显现，跟着智慧流的感觉走。诸如《教育智慧》《教育技

巧》《教育兵法》等涉及的观念和技法，对作者而言，可能是对自身教育机智的叙事

或描述，对作为读者的教育者而言，只是一个故事或者流程，与当下的教育情境即

使相似也无关，直接套用一定不会发生教育机智。以这种可复制、可预测的“科学

套路”指导教书，容易禁锢和扭曲教师，这并非纵容教师违背科学真，而是教书的真

和科学的真属性不同。教书的真突现在教育发生的路上，是真、善、美的传递，是觉

醒和积极美好精神圈的构建。

许多教师在“行门”这个份上，容易发生高原反应。机智缺氧，显现越来越少；融

合难续，分离成为常态。这就应了木心那句话：知与爱，永远成正比。知是先决条件，

无知的爱，不是爱。此处的知，不是专业知识的知，而是指我们对存在的“映射与契

合”。

知不足，则爱无力。

对于一个将教书当作手艺的人而言，知决定着他教书的境界。当教师无须借助

课本的结论，直接从问题或者现实的图标中读出存在的质、形、真、善、美，他自己就无

须背书了，他的学生也能长长心眼，而不是熟记结论。当教师习惯从可见的行动中读

出可见的思维，他自己就无须辛苦刷题了，他的学生也不用牢记那么多题型，顺便还

学会了怎么思考。

知有了广度和深度，教书就容易“知”足而常乐，但未必能够常欢喜。

“知”是基于当下身心状态的映射，教师借助身体思考疏通管道、本体觉醒等完成

“知”的超越，既能给学生带来天天向上，也给自己带来天天欢喜。

一团泥巴泡泡，滋生细菌，细菌孕育游来游去的鱼，鱼儿长出翅膀……变成蹦来

蹦去的猴子，猴子经历突变，世上有了人。猴子回望过去，为自己的超越而欢喜，瞪大

眼睛看人类的灯红酒绿，除了惊奇就是惊喜。

一生万物，物中有理，生中有喜。

教书最大的欢喜，就是踩在“生”的回路上，奇迹就在下一刻。

（作者单位系上海易谷教育）

要追问教师存在的意义，必须首先追问

教育存在的意义。教育为了什么？简单一

点说，为了让人成为人。也就是说，教育是

为了让一个自然人成为社会人，成为一个精

神意义上的自由人，成为一个身心和谐的健

康人，而不是成为一个机器人。

一个让人成为人的活动，要求从事这项

职业的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教育者，这个

逻辑不能乱。

人是有限的时空存在物。一个教师，如

果他能把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学生后续的

生命时空里，对一个人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

响，他的生命就进入了另一个生命里，他就

在学生身上延续了自己生命的长度。同时，

他如果能影响到更大的空间、更多的社会领

域，影响到更多的人，那么他又延展了自己

生命的宽度。

如果说，教育就是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

命的影响，那么，教师的生命意义构成应该有

三个维度：影响学生的广度（人数）×影响学

生的深度（个体持久力）×影响学生的高度

（人格精神）。

一个优秀教师应该是学生生命中一段

美好幸福的回忆。

教育是一种美好的相遇，这种相遇也是

一种恩赐，一种缘分，让教育双方都能获

益。教育是一种美好的相遇，这样的教育不

仅是教师满足生存的职业，也是安放心灵的

家园；是自己幸福生活的保证，也是价值实

现的手段。

追求有意义的教育必须追求有意义的

教育时间。在非意义时间里，教育教学活动

变成教师的职业负担，接受教育成为学生的

包袱，教师所耕耘的不是学生的心田，而是

他大脑中的某些负责记忆或演算的细胞。

当然，对意义的判断需要教师具备文史哲的

修养，否则难以窥见教师技术支撑后面的教

育价值观。

一个教师对学生同样意味着价值的引

领、生命的导航，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对

学生产生影响。

记得许多年前，我刚刚接手高三的一个

“普通班”，学生的学习基础大都很差，而我与

学生相处得不错，下课后总有学生问这问那。

一次，一个女生问我：“杨老师，中国传

媒大学招生，你看我能不能报？”我虽然给这

个班代课不到一个月，但这个女生的表现还

是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就随口说道：“你

不报谁敢报？”多半年后，收到她的一封长

信，才知道她已经进入中国传媒大学编导系

学习，而我当时随口的一句话给她很大的自

信和鼓励，让她在一个“重点班”学生都不敢

介入的专业中脱颖而出，她甚至复述了我上

课时讲过的许多话，而我早已忘记。

教师是一个不断提升自我的职业，其美

好在于给他人带来价值的同时也有自我的

塑造和完善，让一个人找到精神家园，找到

一种美好的存在感。爱默生说过：“世上一

切伟大光辉的事业，都比不上人的教育。”教

育是不断助燃文明火焰的行动，让我们看到

人类伟大的心灵如何洞穿世界虚饰的外表，

走出蒙昧的洞穴，而教师就是这一伟大行动

的实践者。

当然，教师存在的意义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一个教师很容易认为自己的存在对学

生的绝对意义是正面的，但不能忽略的是，

教师也有可能给学生带来负面的意义。

有些教师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让学生

看到一个做人失败的严正教训，成为学生生

活中的一段噩梦。但这些教师看不到的是，

他们以为自己很负责任，一切似乎都是为了

学生好。他们把学生的一切都控制起来，要

求孩子一切都必须听从自己的，一切都必须

照自己的要求办事，自己似乎是一个塑造

者、一个园丁、一个灵魂工程师，稍有不从便

埋怨孩子毫不领情。面对这样的教师，有些

学生毫无办法。这就需要教师认真反思自

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到底是为了自己还是为

了学生。

有些教师背着多张面具，对上一套，对下

一套，对自己又是一套，毫无平等意识，八面

玲珑、左右逢源，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这

样的教师对学生是一种负教育，对学生存在

的意义就是负值，而这样的所谓“负责”只会

加剧“平庸之恶”。

（作者单位系陕西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教育是一种美好的相遇教育是一种美好的相遇
□杨林柯

教书的境界
□李正太

对教育说“是”
□唐泽霞

小时候，经历过人生的迷茫期，那时我总觉

得人生有十几年的时间都待在学校，实在是太

闷了。直到 2016 年之前，我都坚信自己一定不

会当教师，我去过电视台、外企、旅游公司做实

习生，不停地寻找适合自己的职业。可是到头

来，我发现这些并不是我的所爱，我没法在这些

领域提起兴趣。幸运的是，通过一些经历，现在

我终于找到了能够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那就

是教育。

2014年，我在北京参加了一次志愿者活动，

我发现，原来给别人带来快乐也是一种幸福。

2015 年，跟随志愿者团队去了北京市昌平

区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这所学校整个校园的

面积还不及一个普通学校操场的一半大，可是

这里的孩子却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活力，他

们在校园里无忧无虑地奔跑着，沐浴着阳光，享

受着当下的每一刻。站在走廊上，时不时跑过

一个小孩，有点羞涩地叫一声“老师好”。第一

节课，我们教孩子《感恩的心》手语动作，静悄

悄的教室里，温煦的阳光将孩子们的手投影在

墙上，我想这一幕才是《感恩的心》中最美妙的

音符。第二节课，我们给每个学生发了不同颜

色的彩笔，让他们把心里的东西用画表达出来，

将自己没法开口诉说的话用这种方式来传达。

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大多都没法陪在他们身边，

为了生计只能常年奔波在外，许多孩子的画中

都出现了父母，他们拉着孩子的小手，三个人脸

上都洋溢着笑容。走的时候，一个孩子拉住我，

送给我一张纸，上面画了一个爱心，旁边写着

“我爱老师，因为老师给了我快乐”。这一举动

让我的心都要融化了，孩子们如此感激我们，这

种幸福感无以言表。我开始觉得，教师是人世

间最美好的职业。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要做的不仅是传授知

识，更重要的是对孩子心灵成长的关注。相比

成绩而言，我更愿意看到一个孩子能够快乐地

奔跑在操场，无忧无虑地享受阳光，与同学老师

和睦相处。

找到自己内心热爱的领域很难，可是只要

我们一直坚信不放弃，终将迎来那片曙光。我

要感谢自己这几年的努力没有白费，我找到了

自己所热爱的东西——教育。我开始慢慢在这

一领域探索着。

2017 年，秉承那份初心，我终于在湖北西

部山区开办了一所爱心学校。爱心学校打破原

有的上课方式，让孩子们围坐在一起上课，同时

实行小班化教学，让教师能够因材施教，让每个

孩子的能力得到充分发展，同时根据孩子的需

求进行相关课程的设计与开发。半个多月的时

间里，孩子们的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恰巧今

年开办时间在寒假，结课的最后一天，远在外地

打工的家长们也回来了，我们召开了教育沟通

会，增进孩子与家长之间的交流，使留守儿童不

再“留守”。

从以前的志愿者到现在的教师，我很荣幸

拥有了一批学生。

我“是”教师，无关国家相关部门的规定，

我“是”教师，来源于自我的肯定与学生的认

可，教师与学生是共同学习的两个主体，在教

学的过程中，我们教会学生成长，学生教会我

们爱。这意味着我们要做学生的良师益友，

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要注重他们心灵的发展，

让他们在自由的天空下无拘无束地成长，为

他们搭建与家长之间的桥梁，让家长学会聆

听与陪伴。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学生）

做孩子的陪伴者
□肖 玮

教师教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什么
思 享 会 我“是”教师，这是一种何种意义上的“是”？是国家相关部门的认定，是他人的承认，还是自己的认可？如果是认可，

那“是”就意味着“我愿意”，意味着我接受。对教师职业说“是”，就是对教育说“是”；就是向教育敞开自己的生活，就是让

自己活在教育之中。教师，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对学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你如何给自己以及自己的职业定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