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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8年6月13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悦读·话题

看着武志红的著作《为何家会伤人：揭

示家庭中的心理真相》，我脑海中不由跳出

一个疑问：家怎么会伤人呢？从小到大，家

在我的心目中都是暖暖的：橘黄色的灯光，

飘着香气的饭菜，盼归的家人……家一直

是温暖和爱的代名词。家会伤人？这太让

人费解了。带着这样的疑问，我跟随作者

抽丝剥茧，一点一点去揭示家庭中的心理

真相，尽管有时候真相有些残酷。通过聆

听作者娓娓道来的 30多个心理咨询案例，

感受到的“真相”触目惊心，但同时也似曾

相识。

关于溺爱：溺爱的根源在于爱自己。

溺爱孩子是爱孩子吗？我想大多数人都

会说溺爱也是爱，只是方式不对罢了。而

武志红却告诉大家另一个答案，溺爱孩子

其实是爱“自己”，这种爱是为了满足“内

在自我”的需求，而“现实中的我”明白这

种需求是不合理的，所以把这种不合理的

爱投射到孩子身上，既满足了自己的需

求，又表达了对孩子的“爱”。从表象来

看，溺爱似乎有一点伟大的意味：溺爱的

父母是通过牺牲自己的需要来满足孩子

的需要。但实际上，溺爱的父母无视孩子

成长的需要，而是将孩子当成另一个自

己，给予过度的满足。

溺爱是一个温柔的陷阱，让孩子沉溺

其中，以为什么都是“伸手可得”的。可是

终有一天，当家长不能再满足孩子需求的

时候，或是孩子的需求不再与家长的需求

一致的时候，矛盾就爆发了。

关于青春期：控制与反控制的角逐。

武志红说：“压制孩子的自由，是我们这个

社会最容易犯的错误。”确实如此，控制孩

子是我们做父母最常犯的错误，通常我们

还以此为荣，与他人交流怎样控制孩子，让

孩子听话的经验。说者满是骄傲，听者虚

心好学。

中国的父母，从某些方面来说，应该是

最伟大的，同时也是最委屈的。他们为孩

子付出的最多，但是最终却得不到孩子的

认可。这样的付出看起来可歌可泣，可其

实质是让孩子完成父母的梦想，是对孩子

人生的控制。孩子小的时候，没有能力反

抗，这种控制看起来非常有效，可等到孩子

大了，有了独立的意识和反抗的能力，控制

与反控制的角逐就拉开序幕了。

关于分离：生命中永恒的主题。爱

与分离是我们生命中两个永恒的主题。

健康的家庭既充满爱，也懂得分离。父

母深爱孩子，不是为了永远与孩子黏在

一起，而是适时地将孩子推出家门，推到

一个更宽广的世界，让孩子过独立而自

主的生活。养育孩子的过程就是由扶到

放的过程。道理很简单，但现实生活中

我们看到的却是孩子小的时候家长忙于

工作、疏于陪伴，等孩子大了却想把孩子

“拴”在身边，这样的后果是孩子小时候

没有形成足够的安全感，长大后又缺乏

独立自主的能力。

掩卷沉思，正如武志红所说：“这也许

是一本有用的书，可以帮助你认识你自己、

改变你自己，以及改善你的家庭关系。”

看着或是剑拔弩张的亲子对峙，或是

时而苦口婆心、时而横眉冷对的父母，我

想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家是港湾，爱

是退路，请给我们的孩子一个坚强的后

盾，一个温暖的港湾：当孩子斗志昂扬的

时候，鼓励他们扬帆远航，陪伴他们“在风

中飞扬”；当孩子疲惫无力时，给予他们暖

暖的怀抱，陪伴他们“在尘土里安详”。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黄浦区教育学院）

家是港湾，爱是退路
□呼琼霞

一辈子学做好老师
□温利广

成长记录

记得微信朋友圈曾经有一篇很火的文

章，题目是“和谁在一起的确很重要”。文章

作者强调：“生活中最不幸的是你身边缺乏积

极进取的人，缺少远见卓识的人。因此，你的

人生变得平平庸庸，黯然失色。”这篇文章在

当时获得无数点赞，但我不赞同。为什么

呢？请大家先听我讲一个小故事。

我所任职的北兴中学是广州市花都区最

边远的一所农村中学，距中心城区差不多有

30公里。由于地理位置偏远，不少教师避之

不及。有办法离开的都选择了离开，没有办

法离开的也渐渐形成了一种“我在农村，我可

以平庸”的心态。这种心态促成不少人成为

“三等”教师（等下班、等发工资、等退休）。这

种“三等”心态，其实是用自己的不思进取惩

罚学生，教师没有理想信念，学生就不可能有

雄心壮志。

刚参加工作的前几年，我经常下班后留

在办公室写教学后记，反思当天课堂教学的

得与失，以期改进。一次，刚好被校长看到

了，得到了领导的表扬和鼓励。在一次全校

教师会议上，校长再次表扬了我，并号召全校

教师向我学习（写教学后记）。没想到这个表

扬一下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许多同事纷纷

抱怨起来，于是我一不小心变成了“不受欢迎

的人”。那时候，评优、评先都是通过民主投

票的方式产生，后面整整6年，虽然我的教学

成绩名列前茅，但每次都因为“群众基础不

好”而落选。

那时，年轻懵懂的我面临两种选择：要么

随波逐流，要么独善其身。我选择了后者，顶

住压力，一如既往地写教学后记和开展课题

研究。令我欣慰的是，身边的一些同事也逐

渐开始喜欢写作和研究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所做的唯一可以

引以为傲的事，便是既不随“大流”也不指责，

我利用别人抱怨和发牢骚的时间看书、学习、

研究，从而不断提升自己。成为“好老师”的

理想信念让我自强不息、不甘平庸，即使身处

不利的环境也没有气馁。就这样，我一步一

个脚印地走出了作为一名常年驻守农村学校

教师的格局：从一名普通农村教师走到今天，

成为学科带头人、广州市名教师、广东省特级

教师和全国模范教师。近两年，我还先后被

评为中学正高级教师和“广东特支计划”教学

名师，电视台也相继前来采访。

在这里，我想通过讲述自己的成长故事

告诉大家：和谁在一起及身处何种环境固然

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理想

信念，想不想优秀起来。

消极的人总是喜欢把自己人生的平庸归

因于“身边缺乏积极进取的人，缺少远见卓识

的人”。

积极的人即使身处困境或人生低谷，但

最终都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就自己并影响

别人。

其实，和谁在一起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自己想变成谁。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广州市花都区花东

镇北兴初级中学）

婴儿身上什么东西如此吸引着我们？当

然，他们吸引我们的程度不尽相同，而且即便

是最深情的初为父母的人也承认婴儿并不总

是令人着迷；婴儿的节目很有限，陪伴她一定

会有令人厌倦的时候。然而，大多数人都觉得

婴儿释放出来施加到我们身上的魔力是难以

抗拒的。这一点，以前人们把它归于上帝，今

天我们更愿意把它看作一种在进化过程中获

得的优势。既然没有大人的关注孩子会死，婴

儿一出生就能引起大人的注意是件好事。

在德国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看来，我

们对婴儿的痴迷不是偶然的。她在《人的境

况》一书中说出生是一个奇迹：

这个将世界和人类事物领域从通常的“自

然”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奇迹，最终是诞生性的

事实（它也是行动能力的本体论根源）。换言

之，是新人的出生和新的开始，是由于降生才

可能的行动。

阿伦特新创“诞生性”一词刻画我们是生

出来的这一事实，以便与我们熟知的“有死性”

相对应。人有一死，这在古希腊人那里占据核

心位置，他们对人的定义就是“有死者”。这一

核心想法的痕迹还保留在大多数哲学学生学

习的第一个三段论里：

所有人都会死。

苏格拉底是人。

因此，苏格拉底会死。

阿伦特的导师、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对古

希腊思想极为推崇，我们在他那里也可以找到

类似的思想痕迹：他认为，死亡意识让人成为

人。阿伦特反对这一传统，她对出生的关注是

革命性的，把它视作政治思想的核心范畴。在

阿伦特看来，生命完全不可能起源于无机物，

这一点也预示了每一个行动的特质。

人能够行动的事实，意味着总是可以从

他身上期待未曾预料的事情，他能够完成不

可能的任务。而这一点又之所以是可能的，

仅仅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每个人的诞生

都为世界带来独一无二的新东西。就这个人

是独一无二的而言，真的可以说在他之前，无

人在此。（《人的境况》）

在波伏瓦看来，生命带来的新意不仅限于

出生之顷：

如果说，在所有受压迫的国家，一个孩子的

面孔令人动容，那不是因为这个孩子更加令人

动容，也不是他比别人更有权利获得幸福；而是

因为他鲜活地确证了人类的超越性：他在注视

这个世界，他热切地同这个世界招手，他是一个

希望，一项事业。（《模棱两可的伦理学》）

因此，我们对婴儿的凝视，不是或不仅是

被演化编程的生存策略，也不纯粹是为人父

母的痴心。婴儿是奇迹。这样的小手指（将

来有一天会建造、编织、射击或抚摸），甚至小

脚丫（将来会跳舞、踢蹬、游泳或蹒跚走路）。

一切皆有可能。阿伦特把我们的注意力从死

亡转移到出生。西塞罗写道，哲学的任务就

是学习如何死亡；阿伦特虽然没有明讲，但她

把成长变成了哲学的中心任务，强调每个人

不确定的独一无二性，强调我们生命中每时

每刻潜在的开放性。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

妮克写道：“无论何时，只要我们行动，哪怕只

是小小的行动，就在改变历史进程，推动世界

沿着这一条而非另一条道走下去。”（《哲学宝

宝》）这句话从西塞罗时代直到今天都是真

理。不过，我们有能力通过自己的行动改变

世界，这是启蒙时代才彰显的意识之一。在

阿伦特看来，这种意识让我们坚守信念，长存

希望。古希腊人并不看重信仰和希望这两种

体验的特性，他们把希望视为潘多拉盒子中

最后的恶魔。但是，耶稣诞生所宣示的福音

却对信念和希望大加颂扬。对于像阿伦特这

样的非基督徒，奇迹并非那次特定的诞生，也

即耶稣的诞生。基督教徒欢庆道成肉身，而

阿伦特看到的，则是每一个孩子出生时都会

隐约闪现的奇迹般的信号：一个崭新生命诞

生的奇迹，他很可能会拯救这个世界。

对婴儿来说，世界本身就是奇迹，世界上

的星星点点都是奇迹。看到婴儿琢磨着一串

钥匙或者一片皱纸，这时你不仅会看到玩耍

和科学不可分，而且会感到惊叹和好奇，几可

以称之为宗教——如果婴儿有神圣和世俗概

念的话。我们羡慕那样一种我们再也找不回

的好奇，因为每次好奇的体验都需要惊讶的

元素。高普妮克认为，我们旅行的时候，是像

婴儿一样地体验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的新鲜

事物引发了更加鲜活生动的意识和注意力。

在非常特殊情境里的某些时刻，确实存在，但

无法长久持续。不止一次，我很幸运地能在

美到令人窒息的地方小住。我惊愕不已，在

头几个早晨，我醒来俯瞰科莫湖和丁格尔湾，

直到由此而来的惊讶转化为喜悦，而好奇也

随之消逝了。

（选自苏珊·奈曼《为什么长大》，刘建芳

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4月第1版）

苏珊·奈曼（Susan Neiman），美国当代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文化学者，供职耶鲁大学等校。生年不详。

《为什么长大》是一本从哲学角度探讨人的成长的论著。作者叩问：如果成年意味着放弃希望和梦想，意味着妥协和屈

从，接受既定现实的限制，为什么要长大？而事实是：谁都必须长大；谁都不能总是孩子。

选文是该书第二章《幼年、童年、青年》第一节《出生这件事》的开头部分；尚未论及全书题旨，这是节选的无奈。这一段

文字有自己的命意在：讴歌生命之生。你当郑重告诉自己：孩子，有两个身份，一是人，一是奇迹。文中所引阿伦

特、波伏瓦和高普妮克等语，亦堪称经典。

当然，把它视作一本关于教育的书，也无妨。 （任余）
随看
随想

婴儿是一个奇迹□苏珊·奈曼

每周推荐

好喝的“每日鸡汤”
□陈智峰

教育妙招

“每日鸡汤”，其实是“每日赠言”。之所以

被学生戏称为“每日鸡汤”，足见他们的喜爱。

甚至有学生说：“一日不喝‘鸡汤’，便觉得少了

点什么。”

“每日赠言”是我与学生一起坚持了三年

的高中语文活动，只要有语文课，我都会于课

前为孩子在黑板右侧写一句古今中外的名人

名言，并且要求他们每天午休前回想一次，晚

上睡前再回想一次。如此一来，这句赠言基本

上就能记住了。

“每日赠言”大致可以分为三类：课文作

者的名言，如上《最后的常春藤叶》一课，我用

欧·亨利的“人生是个含泪的微笑”这句名言

作为每日赠言；与课文主题相关的其他作家

的名言，如上史铁生的《我与地坛（节选）》一

课，我用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意义是当你

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作为

每日赠言；其他名言与课文没有直接相关，但

对学生很有价值，如维特根斯坦的“我贴在地

面步行，不在云端跳舞”等。

为了寻找更好的“每日赠言”素材，我除了

在纸质书的阅读中积累和寻找之外，还专门关

注了“单向街书店”“ONE 一个”“诗歌岛”“为

你读诗”等微信公众号，每天晚上睡前和早晨

醒来都翻一翻这些公众号，挑选最中意的一句

赠送给学生。三年积累下来，许多学生都记录

了厚厚的一本名言集。

这些“每日赠言”最直接的功效是为学生

的写作增色不少。比如2016届学生Z，他的高

考作文《守望现实，涓涓不壅》因运用了大量的

名人素材及警句从而获得阅卷老师的一致好

评，最终被判为满分作文。请看这篇满分作文

中这段话，感受一下“每日鸡汤”的妙处：“还记

得米兰·昆德拉在《缓慢》中感叹，现代人已失

从容不迫的生活乐趣，外部工具是多么可怕。

微信创始人之一张小龙也曾言，微信这先进的

技术解决不了人与人之间心灵沟通的问题。

同样地，虚拟现实也逃不出这个怪圈。借用周

国平的一句话：‘面对这个无所不能的怪兽，赞

美声与质疑声此起彼伏，而它依然迈着它目空

一切的步伐。’因此，守望现实才是我们应该关

注的事。守望现实，是我们永久不易的立足

点。”作为高考作文阅卷组长之一的郭老师点

评此文道：“个个事例，如数家珍，挥洒自如；句

句经典，字字珠玑，妙语连连。烨然的文采和

熠熠的哲思之光，折射出考生深厚的人文素

养。”此外，这篇满分作文还作为范文入选了

《同学少年》《2016 年高考全国满分高分卷》和

《高中论述文写作指导》等多部图书。另一位

就读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生X则对我说：

“老师推荐的‘每日鸡汤’，其中有许多至今仍

铭记在心，现在写论文时不时会用上一二句，

令同学刮目相看，让老师赞赏不已。”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语文核心素养的

培育亦然。因而，我们需要挖掘更多像“每日

鸡汤”这样让学生喜闻乐见的学习载体，让语

文核心素养不仅仅停留于红头文件或专家言

论，而是让它落地、扎根、发芽，进而茁壮成长

为一棵大树。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

就算这次没考好，老师仍然会笑着鼓励我，让我继续努力。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蛟川双语小学 胡戎天乐 指导教师：朱增明

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