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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8年4月4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这是一篇描写景物的散文。这篇文章写

得不坏，现在选来作为评讲的对象，主要是作

为“可以挤掉点水”的例子，也就是说，不够简

练。词句方面不是没有问题，但不是评讲的

重点。

写文章的理想应该是像宋玉形容他邻家

的女子那样，“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

短”。但是要实现这样的理想，谈何容易？一

般来说，古代的文人讲究简练（虽然从另一角

度看，有些文章根本不值得写，怎么简短也是

多余的），现代的作者多数不太吝惜笔墨，因而

往往伤于冗长。

“挤水”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删，二是改。

鲁迅先生说过：“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

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这当然也

不容易，因为写成一篇文章无异于生下一个儿

子，要动他一根头发也有点舍不得，所以鲁迅

先生才说要“毫不可惜”。可是删还是比较容

易，更难的是改，改繁就简。有些话实在说得

太罗唆，得换一种说法。改之所以难，因为一

个人有一个人爱好的笔调，久而久之成为习

惯，要换一种说法颇不容易。比如说惯了“加

以……”、“予以……”、“进行……”的人，要叫

他不用这种说法，简直是将他的军。

现在分段评讲如下：

第二段

许多人都听说过云南大理的蝴蝶泉和蝴

蝶会的故事，也①读到过不少②关于蝴蝶会的奇

妙景象的文字记载③。从明朝万历年间的《大

理志》到近年来报刊上刊载的报道④，我们都读

到过关于这个反映了美丽的云南边疆的独特

自然风光的具体描述⑤。关于蝴蝶会的文字记

载，由来已久⑥。据我所知道的，第一个细致而

准确地⑦描绘了蝴蝶会的奇景的，恐怕要算是

明朝末年的徐霞客了⑧，在三百多年前，这位卓

越的⑨旅行家就不但为我们真实地⑩描写了蝴

蝶群集的奇特景象，并且还详尽地描写了蝴蝶

泉周围的自然环境。

①这里用“也”字，那就是说这许多人都是

不但听说过，并且也读到过。这可不一定。改

用“或者”好些。

②说这种记载不少，是对的。说许多人都

读到过不少这种记载，那就不见得对。

③记载总是用文字，“文字”二字可省。

④“刊载的”三字可省。

⑤“关于这个反映了美丽的云南边境的独

特自然风光的具体描述”，太罗唆。“美丽的云

南边疆”、“独特自然风光”，下文屡次出现同类

词语，应该尽可能避免重复。“描述”前面也无

需加“具体”。整个可以简化为“关于这个蝴蝶

会的描述”。

⑥这一句如果放在上句之前，还可以要，但

也不是必要。放在上句之后，完全失去作用。

⑦“细致而准确地”，⑨“卓越的”，⑩“真实

地”，“详尽地”，这些形容词（包括语法上的形

容词和副词）没有多大必要。

⑧逗号改句号。

第三段

这是一幅多么令人目眩神迷而又美妙奇

丽①的景象！无怪乎许多来到大理的旅客都要

设法去观赏一下这个人间奇观②了。但可惜的

是，胜景难逢，由于某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的

自然规律③，每年蝴蝶会的时间总是十分短促

并且是时有变化的④；而交通的阻隔⑤，又使得

有机会到大理去游览的人，总是难于恰巧在那

个时间准确无误地⑥来到蝴蝶泉边。就是徐霞

客也没有亲眼看到真正的⑦蝴蝶会的盛况；他

晚去了几天，花朵已经凋谢，使⑧他只能折下一

枝蝶树的标本⑨，惆怅而去。他的关于蝴蝶会

的描写，大半是根据一些亲历者的转述而记

载⑩下来的。

①“令人目眩神迷而又美妙奇丽”，堆砌形

容词并不解决问题。如改为“令人神往”，虽然

只有四个字，实际效果却好得多。这里的“而

又”也用得欠妥。“而又”是表转折的连词，一般

只在多少有点矛盾，至少是不一定相联系的两

种属性之间才用“而又”，例如“辽阔而又荒凉

的土地”、“纤细而又清晰的笔划”。这里的“令

人目眩神迷”和“美妙奇丽”是有联系的。

②“观赏……奇观”，两个“观”字最好改掉

一个，“奇观”可以改成“奇景”。

③既然“我们至今还不清楚”，说它作甚？

④“时有变化”的意思不明白，是时间的长

短每年不同呢？还是日期的早晚每年不同？

⑤“阻隔”二字下得太重。交通阻隔就是

去得了去不了的问题，不仅仅是准时来到的问

题了。

⑥有了“恰巧”，可以不再说“准确无误”。

⑦“真正的”用得不妥，因为没有别的蝴

蝶会。

⑧这里为什么要用“使”？按汉语的习惯，

连“他”字也不必要。

⑨应为“折下蝶树的一个枝条作为标本”。

“一枝蝶树”不妥，未折之前也不能称为标本。

⑩徐霞客没有看到蝴蝶会，他的记载是“完

全”根据别人的叙述，不是“大半”。“转述”是甲把

乙说的话转告丙。这里既是“亲历者”直接告诉

徐霞客，就不能用“转述”。“‘描写’……是……

‘记载’下来的”，搭配上有点问题。

（选自《语文学习讲座丛书·文章评讲》，商

务印书馆1980年9月第1版）

评讲《澜沧江边的蝴蝶会》
1962年，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属中华函授学校在北京办过一个“语文学习讲座”。学员中除了在职干部和中小学教师，还有部队

官兵、工矿干部、待业青年等。给这个讲座讲课的，有叶圣陶、冰心、王力、王瑶、王泗原、老舍、吕叔湘、朱德熙、张志公、周振甫、赵树

理等学者和作家。这个讲座的内容，辑集了七本书，《文章评讲》是其中的一种。这里选刊吕叔湘先生的一篇评讲文章；原文较长，

这里只是其小部分。散文《澜沧江边的蝴蝶会》，作者是著名散文作家和文学理论家冯牧先生。

看看吕叔湘先生如何给文章“挤水”，对我们的写作和阅读，都是难得的教益。

吕叔湘先生这样的学问、修养，与上世纪60年代的这个讲座一样，都得说是广陵散了。 （任余）
随看
随想

□吕叔湘

每周推荐

梦想羽化成蝶
□齐 跃

成长记录

我就是“我”
□唐 慧

师生之间

两年前，我还是一个傻乎乎的学生，两

年后竟有了一批“傻乎乎”的学生跟着我。

他们和我一样独特，因为“我就是我，谁都

不是”。虽然有共同点，但几番“交战”，我

已心服。

神游少女。小小的个子，乱蓬蓬的头

发，架着一副耷拉的粉红眼镜，叫她总要两

三声才有回应。第一次见到她，便被她吸引

了，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她说：“每次

跟自己说要认真听讲，可是总是神游。”

仔细观察她，下课捧着书，回家捧着

书，若是老师不阻止，上课恨不得沉迷于书

中。原来，她是神游于书中。

看着她拖欠的作业清单，刚上任的我

头疼不已。一次，她设计的节约宣传语，却

惊艳到了我。一幅未拧紧的水龙头图片，

底下写着：请帮她拭去滴落的泪珠。这是

怎样细腻柔软、思维开阔的孩子呀！再翻

看她的语言表达作业，句句都是不落俗窠、

创意十足。

也许我应该给她更广阔的空间和平

台。课堂上，她津津乐道地分享自己看过

的故事，大胆地表达对文本的理解；作文课

上，她自信地朗读自己的作品；课后，带着

拓展思维做作业，翻阅课外书籍。她说，原

来学习也可以这么有意思！

神游少女依然神游，但是她可以接收到

更广阔的信号，包括课堂里的，教材中的。

雨神男孩。大大的眼睛，长长的睫毛，

小小的嘴巴，白嫩嫩的脸蛋，看起来可爱极

了。有人说他像女孩，因为他有女孩子的

杀手锏——哭。他的哭有三大特点：次数

多，大到被批评，小到文具盒打不开；时间

长，情绪没有得到缓解，泪水可以流半天；

声音大，若是激烈起来，他的哭声可以响彻

整个教学楼。老师和同学都小心翼翼地时

刻防备着，生怕这位“雨神”降雨。

我最怕孩子哭，心疼。直到有一天，

“雨神”凑到我身边，小声而郑重地说：“唐

老师，我觉得你像我妈妈。”我的心一怔，这

个看似脆弱甚至有点无理取闹的孩子，却

藏着一颗温柔的心。我开始重新认识他，

能哭这么久一定很执着。你瞧，他的作业

秉承了这个优点，不论作业有多少，难度有

多大，总是工工整整。他每次听写正确率

惊人，好词好句运用起来得心应手，课堂的

发言居然也能切中要害。看着他日益提高

的成绩，我突然明白了，他有女孩柔弱的外

表，却有男孩坚毅的内心。

蛇身小子。“唐老师，我昨天晚上一下

子就完成作业了。”一个瘦瘦的男孩经常凑

到我面前报告诸如此类小小的进步，他叫

“峰”，三角眼，干瘪瘪的皮肤。这样一个看

起来有点孱弱的小男孩，居然身体灵活柔

软，像极了一条扭动的小蛇。上课扭来扭

去，下课摇晃着身体或者趴在地上。他的

字也吸取“蛇功”的精髓，时大时小，只要有

空处，都能挤进去，看起来柔软极了。

“你的舞姿真美！”看着他扭动的身体，

我惊叹地说。没想到，几天后他跑来跟我

说：“唐老师，我学习街舞了，特别有意思！”

“那你跳给我看看。”眼前舞动的身体充满

活力，这哪是柔软的“蛇身”，分明一个朝气

蓬勃、刚劲有力的街舞小子。

每一个孩子于我来说，都这么与众不

同，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展示着进步，表

达着爱，这些纯真美好洗涤着我，影响着

我 ，激 励 着 我 。 我 们 互 相 传 递 爱 ，温 暖

彼此。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四

美塘小学）

我所读的初中，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

老师，他们极具风格，也尤为敬业，所以也是

极令人尊敬的。

薛晨芳老师便是其中一位。记得她初次

走进教室，好似带着一阵劲风，极像武侠小说

中叱咤风云的游侠。她个子不高，身材细长，

却并不显得瘦弱，倒有几分轻盈潇洒。她常

穿一条阔腿裤，由于裤脚很大，所以常看不见

她穿什么鞋子。

薛老师梳一头中长的斜刘海，带着内扣，

遮着原本已不大的半边脸。她有一对弯弯的

细眉，然后是眼睛——不大不小，有些深邃，

然而并不深不可测。深邃的眼睛多半代表智

慧，她也不例外。

薛老师教化学，她的课极有意思。第一

节课开讲，她便直接说：“初中化学是很简单

的，考不到 98 分或者满分，都是‘混蛋’。”那

节课讲碳酸氢铵，她便拿了碳酸氢铵给教室

里每个人闻。40分钟过后，大家还不确定自

己会不会变成“混蛋”，而另一件事是定论了：

化学是臭的。

每每讲到重点处，薛老师总是微举右臂，

右手食指向上，然后来一句十分用力的“听

好”，有时还要拍拍桌子。

当她教到氢氧化钠的内容时，说道：“听

好！听好！氢氧化钠俗名是‘烧碱、火碱、苛

性钠’。多么有警示性的名字啊！多么好的

名字啊！给它取这个名字的人实在是太好心

了，你一听到这个名字就要……”说到这儿，

她肩膀一耸，眉头一皱，故作紧张，“感到紧

张，需要警惕”。于是，每次讲到氢氧化钠时，

她总要把这套话讲一遍。由于这套话实在令

人印象深刻，我们茶余饭后总要说起，然后相

视而笑。

古人说：“严师出高徒。”这么可爱的老

师，也有生气严肃的时候。

有个阴雨天，薛老师在化学课上训话。那

是她第一次在课上训话，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我觉得她每句话都掷地有声，很有分量。有分

量到她每说一句话，我都觉得那天的雨大了三

成。那次训话我们被骂得很惨，但那是我经历

的唯一一次没听见抱怨声的训话。

就是这些她用心上的课，带给我们知识，

带给我们鼓励和快乐，也拉近了我们与她的距

离，我们在背后常常亲昵地叫她“芳芳”。

化学课总是令人喜欢的，大多数化学课

也很轻松，因此难免有人爱在课上开小差，比

如我。贪玩让我付出了代价，化学成绩最后

落到40分。我开始害怕化学，但薛老师并没

有放弃，她说：“你要学，我就教你，你不要学，

趁早放弃。”自那句话起，我像打了鸡血似地

学习，薛老师的办公桌成为消费我课余时间

最多的地方。

因为身体问题，薛老师讲题时总是咳嗽，然

而她却不愿因咳嗽而停下来，越是咳嗽，越是讲

得快，讲得大声，想要压过自己咳嗽的声音。

还是因为身体问题，她在没课的时候常

常要去看病，我去找她总是不一定在，她于是

叫我把要批的卷子或者要问的题目放在她的

办公桌上。

中考前我整理卷子时，才发现我的文件

夹里分明比别人多了10套卷子，这一道道题

目，都是薛老师单独和我讲的啊……

薛老师是这样一位可爱可敬的老师，现

在回忆起来，她早已不是什么女侠了。她的

敬业和对学生的帮助以及受到的爱戴，早已

同江湖侠义无关了。

我想，现在薛老师一定还在教室里延续

着她的“听好”，也一定还有我们这样调皮的

孩子，等着她去教。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学生）

默然计数，40岁已经临近。

青春将近二十载，足够将一个稚嫩、青涩

的我，塑造得稳健、成熟，尽管期待中的老练

一直未曾到来，但投身教育那最初的梦想一

直都在。

20 岁的我，教育是一个职业梦想。1998

年秋，我成为一年级班主任。每天烦琐的工

作弄得我焦头烂额，总是拖着一身疲惫回

家。那也是第一次，我忘记了自己的生日。

然而，全班期末考试成绩仍然倒数。寒假第

一天，我立马买张火车票去了北京，跑得比学

生还快，只想着放松心情，舒解压力。

后来，新教师培训令我获得了从零开始

的机会。渐渐地，我发现当教师没那么简单，

想要做好，必须不断学习，不断反思。

于是，我努力钻研课改的新理念，考取硕

士学位，我的班级也开始被评为优秀班级。

作为一名教师，以职业的态度看待教育

还远远不够。这种从职业追求到事业的梦

想蝶变，在我近 30 岁之时感受得更加明显。

2007 年，我被派往兴隆台锡伯族学校支教。

隔年，我经过激烈竞争，以华文教师身份赴

新加坡南洋小学支教。

还记得，那是我到南洋小学后的第一堂

华文课，面对同样黄皮肤、黑头发的孩童们，

我希望用王维的一首古诗带他们重新回到久

远的祖先身边。

临别时，孩子们自发地为我念出了那首

诗：“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当孩子们那拖

着长声的诵读整齐地响起时，内心的满足无以

言表。

四十将近，新的困难又在实践中产生，而

我也开始了新的自我盘问。

每个父母都期待自己的孩子能得到这个

世界的温柔相待。新加坡归来后，在我接手

的班级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孩子——小民，所

有教过他的老师都头疼不已，简单地说，他是

个生活在自我世界里的孩子。

那年，我同时参加了 4个培训班，一场场

头脑风暴拓宽了我的教育视野和教育思路，

我尝试以科研辅助教育教学，以班本特色活

动——电影课程的开展促进学生能力的全面

发展。而其中变化最大、最可喜的就是小民。

平时漠视集体近乎“冷血”的他，居然也

会在观看《星际穿越》时眼含泪花；从不在语

数课堂参与小组合作的他，在电影课上竟参

加了环保、辩论、穿越三个小组讨论，并任两

个组的组长。班本电影课，小民喜欢并乐在

其中，更学会了与人合作交流，认识了榜样的

力量！

将近20年的从教生涯，无怨无悔的一段人

生。我的个人梦想也在成长中不断羽化——最

初的职业变成了后来的事业。如今，它俨然成

为一种指引我一生的终极信念，而这信念终会

化成美丽的蝴蝶，一直伴随着我的孩子们翩翩

舞动。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大街第

一小学）

“女侠”薛晨芳
□郑子衿

关键人物

童心绘师

这是我们的高老师哦，我是根据她的旅行照画的，像不像？

浙江省温州市城南小学 朱芷优 指导教师：应培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