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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2018年7月11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悦读·话题

喜乐与我
□王悦微

心在哪里 教育就在哪里
□蒋 敏

去年夏末秋初，我作为同届唯一分配

到村小的毕业生来到现在工作的学校。

一栋楼，12个老师；一所学校，200个

生命；一间教室，43 个孩子，每一个都是

某些人的整个世界。没有操场，没有任

何多媒体设备，简单却迸发着生命力。

就这样糊里糊涂地开始了工作，我

觉得自己已别无选择，只有勤而勉之。

由于学校小，老教师们几乎都是身

兼数职，无论是教学还是事务管理都有

一手。我保留着老教师处理事情的方法

以提高效率，也尽可能尝试将新理念、新

方式应用在课堂中，幻想着自己能在工

作的第一年就有无比优秀的成就。

可现实总是给人打击，我在杂冗烦

琐的检查中绕不开身时怨天尤人，在家

长的不理睬配合之后灰心丧气，在学生

三番五次违反纪律时开始暴跳如雷，在

学生考出不如意成绩后气急败坏……

“没关系，哪个老师不是这样一步

步走过来的呢。”同事们给我安慰，那是

一种过来人看破红尘的语气。我却在

黑洞中看不到任何的光亮，找不到改变

的方法。

然而一次培训，改变了我的看法。

黄丽君校长来自湖南桃江，了解到她的

成长经历后，我不禁感到惭愧，我们总是

愿意对着网络那头的优秀学校望洋兴

叹，而在自己的学校苟且抱怨、缩手缩

脚。我为何不行动起来，利用学校的资

源打造村小的校园文化呢？如今提出的

“小而美”校园，完全可以是我的行动目

标啊！

我不禁开始思考，我该树立什么样

的教育理念？在自己的课堂和班级管理

中怎样实施自己的理念？怎样形成自己

独特的风格？在教育这条路上我要立下

什么样的小目标和长远目标？

我开始调整心态，每天都带着笑脸

进教室，开始关注每个孩子微小的变化：

10岁了都不能流畅阅读课文的女生可以

慢慢将重要段落背下来，总是不及格的

男生在写作上有自己独特的思路……在

课堂上，我尽可能不断尝试融入绘画、思

维导图、拍打节奏、改编表演课本剧等方

式，帮助学生快速轻松地理解和背诵。

我还带学生一起做树叶画、做树枝手工，

偶尔在课间进行三人两足的友谊赛。

当教师与学生都在努力地营造一个

幸福学习、成长的环境时，我们就更加靠

近教育的终极目标——幸福。

高年级的“每日一诗”和低年级的

“每周一诗”在我们三个年轻人带的班级

顺利进行着。接下来，我想做的是将此

前只为了迎检而造出的小小图书室完全

开放，让校园浸润读书的仪式感；用社团

兴趣班里孩子们不太完美的美术作品来

装饰白墙；大课间的广播体操学生们做

得懒洋洋的，也是一个可以改变的环

节。其实，这一切都不是我擅长的，但是

我愿意为此而学习。

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曾提出：“人被

宣称为应当是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

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

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

在每一种有价值的追求中，都需要

不断找寻适合它的具体方法。简单的事

情重复做，坚持做出它的精彩。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不要在乎种种非议，不要自我怀

疑，在乡村小学，我们总得做出属于自己

的小骄傲。

心在哪里，荒芜田园也能绽放鲜花，

狭小岩缝也能孕育韧竹，干涸溪流也能

涌出清泉。心在哪里，就能在哪里成为

一名独特的教师。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澧县澧南镇栗

木学校）

每个人的童年里都应该有那么一条小狗，

忠心耿耿地追随你在黄昏的田野上。

《喜乐与我》，就是写一个孩子和一条小狗

的故事。

我为孩子挑选书籍有一条重要的标准，就

是看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是否有足够的文学性

描写，而不是快速的情节推进——尽管大多数

孩子更喜欢那种简单直接的情节推进，再加上

搞笑的语言，那会逗得他们咯咯直笑，但我希

望在文学启蒙阶段，他们能阅读一些在文字表

达上节制又体面的书籍。

《喜乐与我》就是这样一本书。

在书的封底有对作者菲琳丝·那勒有介

绍，她是一位多产的女作家，作品超过100部，

这本书在国际上获过奖。当然，这还不足以是

我推荐这本书的全部理由，最关键的是它打动

了我，在翻开第一页后，我就抑制不住地想读

下去。

诚如我前面所言，这本书的语言是节制而

体面的，是把儿童当作文学阅读者来对待的，比

如书中写到喜乐与“我”的第一次遇见——“今

天下午对我来说，似乎很特别。我沿着小河，走

了大约一半的路程，突然从眼角瞄到一样东

西。那样东西正在移动。我侧头一看，距离我

15米左右的地方，有一只白中带黑、全身有棕

色斑点的短毛狗，静悄悄地跟着我。它低垂着

头、尾巴夹在两条腿中间，默默地看着我，样子

非常卑微。我看它像一只猎犬，大约一两岁”。

有外形描写，有动作描写，也有神情描写，

然而这还远远不是全部，作者花了整整五页的

篇幅来写这条狗对我卑微又畏惧，后来的试探，

最后被我一声口哨召来，对我亲热有加的变化

过程。这样耐心又细致地写一条狗对人的情感

变化过程，是很尊重小说，也很尊重读者的写法。

其次是价值观。先不说文中的“我”如何

克服重重困难帮助这只小狗的情节，我们来看

看文中的一句话吧，这是妈妈对“我”说的：“妈

妈常说，如果你没有钱给宠物买食物，它生病

了也没办法送它去看兽医，那你就没有权利拥

有它们。不错，这也是不可改变的事实。”

你觉得这个妈妈说得对不对？

爱是慈悲，更是责任。作为个体的我们固

然渺小，但还有更渺小的生命仰仗于我们，依

赖于我们。当你决定收养一只小狗的时候，不

是拍拍脑袋能决定的，是要经过充分、全面、郑

重的考虑。你收养了它，就要对它往后的岁月

和生命负责，这是不是应该告诉每一个孩子？

小说里的“我“就是这样去做的。他不是

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收留喜乐，而是真的付出了

爱与耐心。临近小说结尾，你会看到一个孩子

能为一只小狗作出如何的努力和牺牲，我在阅

读的时候，真的很受感动。

一部好的作品，不是简单地写坏人或是好

人，而是在合上书以后还能让人久久回味，书

中的语句如橄榄的余味不散，我在读完这本书

后，回味最多的除了人与狗的情谊，就是那个

坏人贾德。贾德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这个答

案并不那么重要，而是我的孩子在对这本书的

阅读过程中，去思考了人性的复杂，有了自己

独立的思考和见解。

推荐你也和你的孩子一起来读读看。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华天小学）

这是一个“脱榫”的时代。

一百多年前，契诃夫说：“生活正在逐日

变得复杂，而人们却明显地变愚蠢了。”契诃

夫所说的这种“脱榫”现象，在当下的中国，已

全面、彻底地浸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万物破碎、价值虚无、意义消解，一切坚固的

东西崩碎坍塌，一切神圣的东西烟消云散。

这种“脱榫”最大的特征，就是“五四”之后所

确立的人的主体意识和价值观念，在中国刚

露出胚芽，就被专制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

主义等“东风”与“西风”摧残殆尽。文学，不

再以追求、创造人类自己境界的能动主体为

使命。模仿在我们绝大多数作家那里，已经

等同于创造。我们是数字意义上的“文学大

国”，却是文学意义上的“蕞尔小邦”。作品数

量在几何级数上增长，原创性和创造力却裹

足不前甚至急剧下滑。那些所谓反映现实的

峻切沉痛之作，不是被表层的现实捆绑，就是

沉湎于报告文学式的浮光掠影，或是迷恋于

下水道的腐败景观，无法深入生活和存在的

腹地，刺透荒诞现实的本质，升腾出有价值思

考和有精神意义的气象。

文坛充满喧哗与骚动，文学成为一个充满

现实意义和世俗价值的名利场。文学丧失了

语言、修辞、想象和精神上的自律性，无法处理

现实的纷乱颓败，也无法提供心灵的安妥，更

遑论兑现奔向丰富、深沉以及多样世界的承

诺。我们没有能力给现实和存在赋予“意

义”。这种“意义”，正是文学存在的必要。这

种“意义”，在鲁迅、老舍、沈从文、张爱玲、汪曾

祺等那里，也曾昙花一现。而前辈们无法同化

的、气象迥异的陌生性以及生机勃发的创造

性，在当下文学里，却气若游丝或尚付阙如。

我们不缺乏“写法”，却无法彰显出“意义”。我

们更多的时候是在“写法”的大海里寿陵失步，

丧失了把握“意义”的能力和机会。

在不少小说家和研究者眼里，小说也遵循

着线性时间的进化律。卡夫卡、博尔赫斯、卡

尔维诺、米兰·昆德拉、奥康纳、雷蒙德·卡佛等

在中国文坛，已经呈现出马尔萨斯式的过剩。

塞万提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托马斯·曼等

古典作家和经典作品已不合时宜。作为一种

文学形态，卡夫卡、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等现代

主义小说家抛弃了古典主义的黄金视角，管窥

蠡测到了人类内心的黑暗风景。但在他们那

里，爱、同情、悲悯、宽恕等人类主体化的感情

丧失了意义，怀疑、孤独、分裂、绝望等不断膨

胀，成为小说主导性的精神世界。倘若现代小

说不能以自身的丰富性和完整性来与异化的

社会现实对抗，超越异化的现实所强加给人类

的片面性，在审美空间中给人以希望、慰藉、勇

气、力量等积极因素，将人还原为人类合理性

存在意义上的完整的人、饱满的人，那么，它就

永远只能在封闭的世界里循环，找不到突围和

救赎的路口。

有小说家云：像托尔斯泰那样的珠穆朗

玛峰，我们不可能有人超越，因而只能寻找矮

小的山丘或峁梁。这无疑是聪明的回答，但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无视或者绕过经典。

相反，我们要通过这些人类艺术的最高典范

去确定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些传统经典最大

的意义就是确定了小说精神，提供了可供参

照和镜鉴的精神维度、价值判断和审美经

验。这些与作者的生命同构的深刻经典，面

向人类面临的永恒问题，以对生活的合理性

和生存的目的性的追寻和确认，对生命的神

秘性的勘探，对人类命运的思索，获得了经典

的地位。它们如同艺术长河中的北斗，具有

方向性的意义。回顾这六七十年的中国小

说，自由和诗意这对小说的“天足”，先是被时

代的裹脚布束缚，甚至遭受惨烈的“刖刑”。

哭哭啼啼的“伤痕”文学拉开了新时代的文学

帷幕，小说逐渐走上了康健之路。然而好景

不长，它又被市场化、商业化、消费化的狂风

巨浪裹挟。三十年的时光流转，塑造了今日

“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的迷离图景。名目众多的文学奖项甚至包括

渴盼已久的国际巨奖也无法改变颓败的文学

景观，任何神圣伟大的东西在这个神奇的国

度都会大打折扣，足见这个“染缸”或者“酱

缸”的厉害。窃以为，中国小说家不将自己身

上的“狼奶”“奴性”和毒素挤出去，不努力提

高自己的文化素养，不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

不遵从灵魂的自由召唤，不肩负起文学的使命

和责任，不“沉浸于自我之中”，绝不可能创作

出具有陌生性、原创性的杰作来。这里借用的

赫尔岑所言的“沉浸在自我之中”，“不仅需要

心灵非常深邃，足以随时自由潜隐，而且得具

备独立自主、巍然不动的惊人力量”。可叹的

是，“在卑鄙龌龊、沉闷窒息、没有出路的环境

中，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的人是不多的”。

（选自王鹏程《马尔克斯的忧伤：小说精神

与中国气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年4月第1版）

王鹏程，1979年生于陕西永寿，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脱榫”时代的文学》是作者《马尔克斯的忧伤：小说精神与中国气象》一书的“代序”，写定于 2017年 3月 4日。这是

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读者和研究者对当下中国文学的认知和判断：脱榫时代，颓败文学。当然，这也是仁智之见，各各

不同的。

文末所引俄国作家赫尔岑（1812—1870）语，出自其著名回忆录《往事与随想》。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文中的“文学”一词换成“教育”，简直就成了另一主题的文章；题曰：脱榫时代的教育。

身处这一时代，我们当如何“沉浸在自我之中”？ （任余） 随看
随想

“脱榫”时代的文学□王鹏程

每周推荐

一直在路上
□肖爱玲

师生之间

教育是一场慢的修行，沿路的风景与

荆棘宛如不同情境下的学生个体，只有亲

身深入其中，才能领略风景与荆棘带来的

人生百态。

每一次想起小学时老师话语的伤害，

心里禁不住痛。在自己为人师后，我一直

怀揣尊重每一个不期而遇的生命个体的

信念。特别是这学期担任初二班主任感

受最深，为人师者几多不易。我选择与学

生站在一起，去感受他们的所需，理解他

们的不易，努力去帮助每个孩子。

对多次未交作业的学生，我采用“共

识讨论法”。不交作业的孩子集中在一

起，讨论未及时交作业的惩罚措施，最后

举手表态通过。因为都是男生，我知道初

二男孩开始注意自己的形象与面子，为了

让他们牢记，让每个学生立下军令状张贴

在教室一角。如果未完成，选择自己可接

受的惩罚方式。一个月后，及时完成作业

的学生撕去军令状。在 9 名未交作业学

生中，只惩罚过两名学生，其他都是默默

自己撕去军令状。

对于一个总沉迷于网络的学生，我一

次又一次找他谈话，帮他找出不足。但他

最终选择以逃学结束自己的学生生活。

就是这样一个学生，上课时经常睡觉，但

一次语文课，他的一个举动让我看到了善

意。他的同桌学习有点障碍，抄了半天板

书都没有抄上，而他很快就抄完了，还漫

不经心地把自己的课本拿给同桌抄。此

后，他甚至多次向老师提出同桌看不清黑

板的问题。在他离开学校时，我留言告诉

他：“你是有善意的，即使你现在不读书

了，请记住你是善良的，不要让自己邪恶

的一面战胜善良的一面，靠自己的努力去

换取想要的东西。”

对于那些不爱学物理的学生，我让他

们发现物理其实很好玩。这学期学校一

个物理老师请产假，我一个人负责八九年

级的物理教学工作。在生活中感知物理

并使用物理，是我教学的初衷。我之前学

物理的时候，有许多不懂的问题，当我一

钻到底时，就觉得物理太好玩了。于是，

每上一节课，我都会浏览大量资料选取自

己感兴趣的授课内容，再去教授给学生。

在实验室能找到器材的，我尽量演示实

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会带学生进

实验室让学生动手。

我让学生以写信的方式告诉我他们

的建议，一个个再去回复他们。当有一位

学生提到想观看影片《物理大师》时，我便

利用课余时间放给学生们看。就这样慢

慢地，九年级的部分学生喜欢上了物理，

我看到了他们在其他课上未有的专注。

教师成长很难吗？我觉得至少不容

易。感谢这群孩子，成为我的第一批学

生。为师路上，我不断在积累，也不断在

践行，将自己在有限的生命中所感受一

切有生命力的东西真实分享给沿路遇见

每一个生命个体——这就是我的教育

初衷。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新田县大坪塘中学）

学生代表：任老师全心全意地为我们付出，带我们做“甲骨文”、去春游、种蔬菜、背古诗、画

石头……任老师心灵手巧什么都会，什么都懂。她是我的好老师，我要做她的好学生。

吉林省通化市通钢一小 二年三班 指导教师：任秀波

童心绘师

成长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