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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2018年3月14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诸神判罚西西弗，令他把一块岩

石不断推上山顶，而石头因自身重量

一次又一次滚落……没有比无用又无

望的劳动更为可怕的惩罚了……

大家已经明白，西西弗是荒诞英

雄。既出于他的激情，也出于他的困

苦。他对诸神的蔑视，对死亡的憎恨，

对生命的热爱，使他吃尽苦头，苦得无

法形容，因此竭尽全身解数却落个一

事无成。这是热恋此岸乡土必须付出

的代价。有关西西弗在地狱的情况，

我们一无所获。神话编出来是让我们

发挥想像力的，这才有声有色。至于

西西弗，只见他凭紧绷的身躯竭尽全

力举起巨石，推滚巨石，支撑巨石沿坡

向上滚，一次又一次重复攀登；又见他

脸部绷紧，面颊贴紧石头，一肩顶住，

承受着布满黏土的庞然大物；一腿蹲

稳，在石下垫撑；双臂把巨石抱得满满

当当的，沾满泥土的两手呈现出十足

的人性稳健。这种努力，在空间上没

有顶，在时间上没有底，久而久之，目

的终于达到了。但西西弗眼睁睁望着

石头在瞬间滚到山下，又得重新推上

山巅。于是他再次下到平原。

我 感 兴 趣 的 ，正 是 在 回 程 时 稍

事休息的西西弗。如此贴近石头的

一张苦脸，本身已经是石头了。我

注意到此公再次下山时，迈着沉重

而均匀的步伐，走向他不知尽头的

苦海。这个时辰就像一次呼吸，恰

如他的不幸肯定会再来，此时此刻

便是觉醒的时刻。他离开山顶的每

个瞬间，他渐渐潜入诸神洞穴的每

分每秒，都超越了自己的命运。他

比所推的石头更坚强。

这则神话之所以悲壮，正因为神

话的主人公是有意识的。假如他每走

一步都有成功的希望支持着，那他的

苦难又从何谈起呢？当今的工人一辈

子天天做同样的活计，其命运不失为

荒诞。但他只有在意识到荒诞的极少

时刻，命运才是悲壮的。西西弗，这个

诸神的无产者，无能为力却叛逆反抗，

认识到自己苦海无边的生存状况，下

山时，思考的正是这种状况。洞察力

既造成他的烦扰，同时又耗蚀他的胜

利。心存蔑视没有征服不了的命运。

就这样，下山在有些日子是痛苦

的，在有些日子也可能是快乐的。此

话并非多余。我想像得出，西西弗返

回岩石时，痛苦才方开始呢。当大地

万象太过强烈地死缠记忆，当幸福的

召唤太过急切，有时忧伤会在人的心

中油然升起：这是岩石的胜利，也是岩

石的本色。忧心痛切太过沉重，不堪

负荷，等于是我们的客西马尼之夜。

但占压倒优势的真理一旦被承认也就

完结了。因此，俄狄浦斯起先不知不

觉顺应了命运，一旦知觉，他的悲剧就

开始了。但就在同一时刻，他失明了，

绝望了，认定他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

系，只是一位姑娘娇嫩的手。于是脱

口吼出一句过分的话：“尽管磨难多

多，凭我的高龄和高尚的灵魂，可以判

定一切皆善。”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俄狄

浦斯，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基

里洛夫，就这样一语道出了荒诞胜利

的格言。古代的智慧与现代的壮烈不

谋而合了。

……

幸福和荒诞是共一方土地的两个

儿子，是难分难离的。说什么幸福必

然产生于荒诞的发现，恐怕不对吧。

有时候荒诞感也产生于幸福之中。“我

断定一切皆善，”俄狄浦斯说。此话是

神圣的，回响在世人疑惧而有限的天

地中。此话告诫一切尚未穷尽，也不

会穷尽。此话将一尊神从人间驱逐，

因为该神是怀着不满和无谓痛苦的欲

望进入人间的。此话把命运化作人

事，既是人事，就得在世人之间解决。

西西弗沉默的喜悦全在于此。他

的命运是属于他的。岩石是他的东

西。同样，荒诞人在静观自身的烦扰

时，把所有偶像的嘴全堵上了。宇宙

突然恢复寂静，无数轻微的惊叹声从

大地升起。无意识的、隐秘的呼唤，各

色人等的催促，都是不可缺少的反面

和胜利的代价。没有不带阴影的阳

光，必须认识黑夜。荒诞人说“对”，于

是孜孜以求，努力不懈。如果说有什

么个人命运，那也不存在什么高高在

上的命运，或至少存在一种荒诞人断

定的命运，那就是命中注定的命运，令

人轻蔑的命运。至于其他，他知道他

是自己岁月的主人。在反躬审视生命

的时刻，西西弗再次来到岩石跟前，静

观一系列没有联系的行动，这些行动

变成了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创造的，在

他记忆的注视下善始善终，并很快以

他的死来盖棺定论。就这样，他确信

一切人事皆有人的根源，就像渴望光

明并知道黑夜无尽头的盲人永远在前

进。岩石照旧滚动。

我让西西弗留在山下，让世人永

远看得见他的负荷！然而西西弗却以

否认诸神和推举岩石这一至高无上的

忠诚来诲人警世。他也判定一切皆

善。他觉得这个从此没有救世主的世

界既非不毛之地，抑非渺不足道。那

岩石的每个细粒，那黑暗笼罩的大山

每道矿物的光芒，都成了他一人世界

的组成部分。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

以充实一颗人心。应当想像西西弗是

幸福的。

（选自《西西弗神话》，沈志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8月第1版）

西西弗神话

阿贝尔·加缪（1913—1960），法国作家。1957年，因“热情而冷静

地阐明了当代向人类良知提出的种种问题”，加缪获诺贝尔文学奖。

代表作有小说《局外人》（1942）、《鼠疫》（1947）等。

《西西弗神话》是加缪 1943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借由西西弗这一

著名的希腊神话人物形象，加缪表达他的哲学主张，尤其是绝望和反

抗的主题。在加缪看来，绝望和反抗也是现代人的生存性、命运性命

题。这一题旨，在二十世纪的文学、艺术创作中多有表现。

文中论及的俄狄浦斯，也是希腊神话人物（弑父娶母

的悲剧命运）。希腊神话是西方文明的滥觞，是西方思想

文化的无尽宝藏。 （任余） 随看
随想

□阿尔贝·加缪

每周推荐

“猫老师”和“小猫们”
□潘毅飞

师生之间

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
□常作印

且行且思
帕斯卡在《思想录》中告诉我们——“人因

思想而伟大”：作为教师，职业特点决定了我们

更应该成为“一根能思想的芦苇”。对于教师

来说，思想贫困是最大的贫困，它比经济贫困、

知识贫困都更为可怕。

我坚信：一个没有思想的教师，无法完成

孩子正常的精神成长，更不可能培养出文化的

巨人。只有教师有思想，才会教出有思想的学

生；只有教师有思想，才能真正使学生体验到

生命的价值、尊严与意义。

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要有“人样”和

“个性”。

说白一些，就是教师要活得像个人，要有

人格尊严和独立思考的意识，要有人的教养并

敬重自己的职业。只有教师活得像个人，站直

了，他才不会去培养奴才，学生才会有“人样”。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今天的教育培养着明

天的公民。如果一个教师不能引领孩子们用

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学会把现实正确的讲

出来，用声音把现实说出，像麻雀说出黎明那

样”（奥·埃利蒂斯），那么，这样的“好教师”需

要打上一个问号。有思想的教师应努力培养

学生“用自己的眼睛看，用自己的耳朵听，用自

己的嗓子说话，用自己的文字书写”的能力，敢

于冲破迷信权威的思想牢笼，敢于冲破盲从书

本的思想牢笼，敢于冲破膜拜圣贤的思想牢

笼，敢于冲破固执己见的思想牢笼！

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要有“信念”和

“常识”。

在信息泛滥的多元时代，不仅需要一种信

念的坚守，还需要用常识、思考和记录对抗断

裂、遮蔽与遗忘。只有内心澄明，才能感受到

教育教学的真谛，才能聆听到花开的声音。

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要经常思考：我到

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我对这个生活的世界

有没有自己独立的认识？我有信念吗？我应

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出现在学生面前？都说

教师是启蒙者，什么叫启蒙？我追求什么样的

启蒙？我有艺术判断力和审美力吗？

我们只有想透这些“大”问题，才能做好

“小”事情——大问题不去想，想不透，育人目

标就会出现偏差，我们就有可能勤勤恳恳地干

着蠢事还沾沾自喜。

做一个有思想的教师，要有“主见”和

“行动”。

教师如果不能成为思想者，只能靠别人的

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他的教育教学行为就不

可能具有创造性，我始终认为“有清醒的思想

者和实践者，才会有理智的教育，才会有教育

的发展和进步”。

一个有思想的教师，既要“坐而论道”，也

要“面壁参禅”，更要“知行合一”“身体力行”，

只有这样，才能立教于天下。一个有思想的教

师，要有“想法”，成为有信念的思者；继而把

“想法”变成“做法”，成为知行合一的行者；最

后把自己的“做法”变成“说法”，成为作者。

真正卓越有思想的老师，都是把教育当成

“命业”，都是有光的行者和思者。他们热爱自

己的职业，热爱自己的学生，始终不放弃自己

的教育信仰和梦想；他们守住一间教室，唤醒、

点化和润泽着生命；他们不浮躁，不抱怨，不跟

风，不作秀，让每一个生命在教室里都开出一

朵花来！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丰台区第二中学）

“华仔”印象
□ 王 江

关键人物

我还在读书时，他的课堂就给了

我最初的数学启蒙。我惊异地发现：

他把数学这件事玩得风生水起，乐趣

无穷。他不光自个儿玩得喜滋滋，更

让一帮小孩儿玩得乐癫癫……他，就

是张齐华老师。

后来，我们成为同事。他是个很

随和的人，私下大家都叫他“华仔”。

据说，写一个人最好是写他的眼

睛，此话不假。不信？你看：有个学

生在台上用画图的方法讲解，华仔旁

边的小女孩一声不吭地用红笔在图

里加了一条线。此时，我看了一眼华

仔，只见他眼睛微微发亮，一动不动

地盯着女孩子画的图。我就知道，此

环节出问题了。

果不其然，课后他说：“你想想，

为什么那个小女孩要去划条线，我想

她肯定意识到，直接相加是不大容易

看出的。课堂上，你可以倒过来叩问

学生。”我想，年轻教师应该把这样的

教学细节作为一种元素积淀下来。

如果非要再说说华仔，我倒觉得

他没什么特殊，也不异样，唯独对教

学细节的完美追求是极其少有的。

一次，学生拿了两张 A4 纸，“我

是用折纸的方法，把这张纸对折两

次，然后这里就是 1/4。再把另外一

张纸对折一次，这里就是1/2……”我

打断道：“咦，孩子们想想看，他的方

法和之前画图的方法相比怎么样？”

课后，华仔说：“孩子左手拿 1 张纸，

右手拿一张纸，谁是单位 1呢？搞不

好会有孩子说5/8。”华仔接着说：“如

何把单位 1 的这个可能存在的误解

给消除掉呢？面对学生粗糙的发言，

教师的跟进在哪里？教师的清晰呈

现在哪里？”

华仔的一席话，给了我许多思

考，确实自己处理太过于草率了，华

仔建议由教师帮助孩子把1/2、1/4快

速打上斜线、涂色。然后，把两张纸

重叠后举起来，对着太阳光观察涂色

部分。这样不容易引起对单位“1”的

误会，同时课堂也处理得更加细腻、

通透了。

我常常在想，为何华仔有如此敏

锐的洞察力，那就是对教材的深入解

读。与他共处近两年，我发现，他总

能用另一种角度向你展现数学课堂

平实之中的内在力量。谁说熟悉的

地方没有风景？这样的风景一旦能

深入，必然别致，且有一种动人的

魅力。

这便是张齐华，我们心中的“华

仔”。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京市北京

东路小学阳光分校）

可能有人会奇怪，为什么我要叫

自己“猫老师”，因为我根本不姓猫

啊……其实，是我故意让学生这么叫

我的。

为什么呢？亲近呗。在我看来，

想要管理好这群调皮的小家伙，首先

要学会如何亲近他们。

那么问题来了，怎么亲近孩子？

他们喜欢什么？当然是小动物啊！我

又喜欢猫，那就当一个“猫老师”吧。

就这样，猫老师的名号在学生、家长中

流传开来。

要说这个名字多么受孩子们的喜

爱，就连小邹家才上幼儿园的弟弟都

知道，哥哥有个“猫老师”。

作为一名支教教师，我喜欢让孩

子们接触多样的教学形式。比如这节

课，你能想象这是一节语文复习课

吗？我带孩子们放下课本，来到教室

外，追逐太阳升起的方向，“东西南北”

不再是书中的文字与图画，而是真切

出现在生活中的认知。多么庆幸我在

一所大山深处的村小，有太多大自然

的教学资源。在城市的钢筋水泥土森

林，哪里还分得清东西南北呢。

当教师开始思考“怎样让学生喜

欢上课”这个问题时，他的教学生活就

不会再一成不变。正是在这样的思想

指导下，我开始不断地探索。比如，我

会在学生疲惫、注意力不集中时来一

个“雨点变奏曲”的游戏。再比如，我

会邀请一群来自魔法拼音国声母市的

市民，表演一场拼音绘本剧……就这

样，我不用“吼叫”也能让学生认真

上课。

“课后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教室

而非办公室”，从我开始支教生活就把

这句话奉为圭臬。

于是，大家常会看到课后的“猫老

师”和“小猫们”，但这时的我感觉成了

“老鹰捉小鸡”中的母鸡。家访时，来

一盘魔法拼音国的扑克游戏。

在支教的半年时间里，我感受到

付出与收获的关系。我开始不计较、

不急躁，慢慢放下那些执念，只是单纯

地把我自己内心最真实的诉求付诸

实践。

在我的课堂上，犯错可以，但要勇

于承担错误，逃避和栽赃是不允许

的。当我明确强调不可以在教室里吃

味道很大的食物，你却触犯这一禁令

时，“猫老师”将给予黄牌警告并罚做

卫生一天。至于上课玩玩具，不论你

是优等生还是后进生，都会被没收，并

与“猫老师”约定日期归还。这才是

“猫老师”，会与你亲近，但也有原则与

规矩，而且坚决执行。

关于课堂管理，每个教师都有一

套自己的方法，合适的方法要用在合

适的人身上。如果你一定要问我课堂

管理有什么经验？我只好回复你两个

字：用心。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威宁自治县

羊街镇蛇街小学）

“三八”妇女节到了，3 月 7 日下

午，北京市地坛小学邀请20多位家长

到校和孩子们一起参加了“我和妈妈

共竞技，生活技能大比拼”活动。

在钉扣子比赛中，妈妈队和学生

队的竞争非常激烈，最后学生队以速

度优势赢得此环节的奖项。一位妈

妈感言：“这次活动，不仅让孩子们在

比赛中锻炼了生活技能，更提供了与

孩子一起游戏的亲子时间，这是一份

特别的节日礼物。”图为孩子们的扣

子画作品。 王帆/摄

校园拍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