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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2018年7月1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獾的礼物”
□曹晓玉

抬头看天，低头看路
□陈放今

这是我在上海平和双语学校工作的第

三年。迎来送往，看到许多新面孔。世界

变化快，平和的变化也快，快得让人来不及

感伤。

3年，是一批学生完整的高中生涯。对

我，却似乎才是个开始。我是个慢热的人，

3年太短。这届IB毕业生105个，我认得他

们所有人。在体育馆监考，我从最后一排

望过去，只看那一个个低头奋笔的背影，都

能轻松地认出谁是谁。当时就有一些微妙

的情感从心底涌起，不过我却连一句像样

的赠言都说不出。教了3年，心思多了，反

而无从表达。

后来就有了一个迟到的读书会，把毕

业的孩子拉回来读《论语》。出乎意料的

是，这些在课上显得懒惰、疲惫，有时候简

直是全无心肝的小朋友，现在是那么爱读

书，谦恭有之，好学有之，慎思有之，明辨

有之。读书真是一件急不得的事啊。当

一个人在密密麻麻的日程表中耗尽了心

力，岂能还有好的状态来读书？可是种子

一直在那儿，缓下来了，有余地了，苗就会

往上冒。

毕业生读书会给了我一些确信。我上

课主张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看来这对

平和的学生是适用的。强扭的瓜不甜。作

为教师，一直沉醉在自以为正确的“知识”

中，是件危险的事情。有学生说，老师你比

以前放松很多——这让我窃喜。放过自

己，这是3年来我最重要的功课。

有呼必有应，有指令必有行动，行动则

必在评判与竞争中——我是在这种教育模

式下成长的，也曾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工

作过。平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环境。但对

我个人而言，走出固有模式，却花了远超预

期的时间。现在看来，往昔的残影虽未彻

底消散，但是新的也好，旧的也罢，一些奇

妙的变化正在发生。

高考是一个残酷的竞技场。但贫寒子

弟的上升之阶，除此之外还没有完整有效

的替代方案。但在应试竞争的环境之下，

真的没有一点教育的空间了吗？未必。以

前看不到空间，那是智慧不足。

留学似乎是一个美好的愿景。但这条

路上的竞争，尤其是应试导向的竞争，也愈

演愈烈。

未来的世界，难以预料之事太多。读

圣贤书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有此还远远

不够。无论是教育的问题，还是自身的问

题，过去的经验都不充分。而教育的问题，

永远与自身的问题相关。对自己，要能感

知，能学习，能承担——教育也是。教育即

在此身中，不在此身外。

我喜欢反思，精进时不厌三省吾身。

最近有人问我，为什么公号更新少了？我

答曰：懒。其实不完全是懒。这里面有一

半以上的刻意，刻意做减法，刻意将跑在前

面的激情与意志拉回来。思不出其位，不

是为了混日子，而是为了养精神。

一般情况下，充实饱满好于虚弱哀怨，

安定踏实好于慌张躁动。如果做一件事，

长期使人处在后一种状态，若非这件事本

身就是错的，那就是打开方式不对。不知

道错在哪里，停一停总可以吧？

停下来就慌，那还是功夫不够。不慌

了，才刚刚算有点底气。

语文是一个麻烦的学科，也是一个有

意思的学科。踏入这个领域，时日不短了，

不过无论是看日常功夫还是内心状态，我

离狭义的语文专业越来越远了。专业化有

它的好，然而我有意要做个杂家。

我很庆幸身边有优秀的同事，三人行

必有我师在这里不是一句空话。德行是真

切可见的东西，比才智更加透明。

教育的目的如果不仅仅是为稻粱谋，

而是幸福完整的生活，那这条路就很长很

长。知识水平要紧，人生的经验也要紧。

论知识，文学显然不够；论经验，个人显然

不够。

放过自己，首先得承认个人的力量有

限。求得多，便有贪和妄，便无法与自己和

解。临水自照的那喀索斯，恰恰是死在了

自身的幻影上。放过自己，才能看见真实

的世界。

抬头看天，低头看路。恍兮惚兮，其中

有物。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平和双语学校）

《獾的礼物》这部绘本，去年曾经和六年

级的孩子分享过。

去年刚接六（5）班的时候，孩子们与原来

的老师感情很好，我一方面鼓励他们给以前

的老师写信，另一方面也想了一些办法“讨

好”他们，尝试让他们轻松些。除了课前 10

分钟的读书分享、故事续编，我和孩子们一起

读了许多绘本。《獾的礼物》就是那时候读的。

说到这部绘本，便忍不住想起小悦悦、佳

易和苏诚。小悦悦和佳易是很好的朋友，两

个人形影不离。直到有一天，小悦悦跟佳易

在教室里打架了，我到教室的时候，小悦悦的

脸颊及眼角周围明显肿了起来，他一声不吭，

佳易也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我把他们

请到办公室询问事情的经过，可他们谁也不

说。之后，小悦悦和佳易便越走越远了。

而苏诚，则是我和孩子们之间不能说的

秘密。苏诚是一个憨厚的男生，老师们说到

他，会说他内向、很乖、很听话，这样的他，似

乎存在感有点低。说实话，刚刚接任班主任

的我，对他并没有特别的印象。刚开学没有

多久，苏诚家里发生意外，他不幸在这次意外

中离世。当我得知这个消息时，整个人坍塌

了似的。苏诚没来学校，孩子们问我，我不知

道怎么回答。

最终，我决定欺骗孩子们，只是告诉他们

苏诚不会来学校了。渐渐地，孩子们习惯了

苏诚的“转学”，不再有孩子询问他会不会回

来，一切似乎都照旧了……

六年级的第二学期，班长给大家带来的好

书推荐，便是那本《獾的礼物》：獾是一个让人

依靠和信赖的朋友，总是乐于帮助大家。他已

经很老了，老到知道自己快要死了。獾并不怕

死。他不惧死亡，却放心不下他的朋友们。

绘本故事很简单，我照例请孩子们分享

他们的感受。孩子们都能从故事中感受到獾

留下礼物的意义。我带着孩子们回忆彼此的

朋友，大家热情高涨。我趁势请小悦悦起来

分享他和佳易的友谊。小悦悦忸怩地站起

来，和大家说了许多他与佳易之间的趣事。

说完，小悦悦和佳易都有些羞涩地笑了。

本以为这节课会像往常一样结束，可新

翔的分享却让我不知所措。新翔说：“老师，

我最好的朋友是苏诚，可惜我们很久没有联

系了。”听了新翔的话，我愣了。新翔继续说

道：“老师，其实妈妈跟我说了，苏诚死了。”说

完，新翔竟然哭了，班上其他孩子也附和道

“我也听说了”……这一刻我才知道，原来我

一直隐瞒孩子们的那个不能说的秘密，孩子

们都知道了。

“对不起。”我小心地与孩子们说。教室

里安静了，孩子们一时不再说话，过了许久，

班长站起来说：“老师，我们都会记得苏诚的，

他永远是我们班的一员……”

这是我第一次遇到《獾的礼物》。这是我

第一次写下他们的故事。

再次温习《獾的礼物》，是今年与一年级

小朋友一起，关于友谊、分别、死亡，他们还不

太懂，但无论何时，我都会与他们一起面对、

接受。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

中心小学）

我确信，在处理道德和政治问题时，我的

心智越是活跃，对学校就越是有益。当然，不

是为了要做改变男孩们宗教信仰的蠢事，而是

因为教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机械的过

程。教师的心智越是具有活力和生气勃勃，他

们就越能清晰地且容易地理解事物的本质，也

越适合做培育心智的工作。现在，我发现自己

对一些信息的关注越来越少，而对纯粹心智的

锻炼则关注得越来越多，即通过训练使男孩们

能够简明扼要地回答问题，显示出掌控语言的

能力，具有敏锐的感觉能力、思想的理解力和

组织能力。

与此同时，我一个字也不写，而是大量地

阅读，以使我的心智像一条奔腾不息的溪流，

我想，我的心智应该如此，如果它要形成其他

人的心智或为其他人的心智提供营养的话。

如果饮用的是一个池塘里的死水，是历经冬春

两季残留的且会随着日后的旱季蒸发或消失

掉的雨水，那会得病的。

我认为，只有每天都学习的人才适合当教

师。因为一旦头脑停滞了，他就绝不可能给其

他头脑带来任何新鲜的信息，就像所饮用的水

是来自没有水源的池塘，而非源于潺潺不断的

泉水。而且，你所阅读的书籍一般都会增加你

的力量，这种力量你会在日后的岁月中在许多

方面深刻地感受到。

只有那些自学能力极强的人才能成为别

人极佳的老师。教师有两种：一种是我们认识

且爱戴的老师，我们渴望与其交流；另一种我

们虽然认识但不爱戴他，我认为，我们很快会

终止与他的交流。

热爱孩子的人才可能同情孩子，而要影响

孩子的心灵，同情心是必不可少的，它能使教

师最大限度地成功地影响孩子的心灵。

另外，我想特别强调的一点是，教师应

当充满活力。在我看来，从自然方面看，教

师的活力似乎是与这些活泼可爱的男孩们

意气相投的基本条件。因为它关系到使男

孩们懂得活力不是愚蠢或轻率。我认为，目

前在牛津大学许多尊贵人物中流行的行为

方式与活力恰恰相反。我想，你们当中也有

一部分人如此，这倒不是受到他们的影响，

而是你们自己的自然秉性所致。你们也许

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也是合适的，并因此

受到鼓励，而不是受到阻止。但是，依我看

来，这是教区牧师和学校教师的最大区别所

在。在圣保罗大教堂里有一条准则：“他们

高兴时与他们一同高兴，他们流泪时与他们

一起流泪。”一个牧师与病人和穷人的交往，

在这一场合，如果活力四射那是非常错误

的。但是，一个教师要想与年轻、健康、快乐

的青年人交往，教师必须能与他们意气相

投，否则是不可能的。教师还要向青年人展

示，思想深邃与自私和懦弱之间没有任何关

联性。我想，至少这一点适用于青年人。因

为，当教师走向老年时，我认为，严肃一点儿

并非不适宜，这时意气相投倒显得不自然

了。这时，教师与男孩们的意气相投应当有

所限制，我的建议是，要限制在他们的最大

利益上而不是他们的感情上。

我曾经就学校事务写过一封惹了一点儿

麻烦的信件。这件事给拉格比公学假期带来

的变化超出我的想象。如果能够让我的心智

彻底放松一下，在假期中变换一下生活，我希

望，这不是一种懒惰，而是一件十分渴望的事

情。“变换”，是从词源学角度所说的，而不是人

们通常理解的意思，也就是，兴趣从已经习惯

了的事物转向一种新的完全不同的另一事

物。例如，我对历史的兴趣相对于我的学校管

理工作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变换。反过来说，对

我而言，学校工作相对历史研究也是一个很大

的变换。否则的话，这两项工作的任何一件都

可能成为令人无法忍受的工作。例如，历史研

究，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事，也占据了我相当多

的时间，但在写作和调查事实方面还存在许多

困难。

除非人们清楚，教师的第一职责在于开除

不可救药的学生，第二和第三职责依然在于开

除不可救药的学生。不然，一所伟大的公学绝

不可能成为它可能成为的样子，也绝不可能成

为它应当成为的样子。

开除学生的措施对于一个良好的制度而

言是必要的和符合管理规律的，它不是要惩罚

一个人，而是为了保护其他人。如果没有邪

恶，毫无疑问，可能会有更好的制度。但邪恶

却是无法避免的，我们这里不是一座监狱，可

以将其囚禁于此。作为一个教育场所，我们必

须将其驱逐出去，以防止邪恶扩散。

依我看来，我们的公学教育之间似乎缺乏

紧密的合作，也包括一些名校与大学的合作。

我并不喜欢政府控制下的强迫统一的集权计

划，但是我不明白，我们这些学校为什么要各

自为政，互不相干。某种合作是需要的，其中

特别是在开除这一措施方面的合作。在目前

的实际情况下，这种处罚常常没有实际效果，

因为这一措施常常被无知地认为过于严厉，而

且会毁了男孩的前程。

（选自托马斯·阿诺德《阿诺德论教育》，朱

镜人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10月第1版）

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英国近代教育家。1828年起，任拉格比公学校长14年。

《阿诺德论教育》是赫尔大学教育学院代理院长T.W.班福德从阿诺德的演讲、书信、日记、布道和历史著作等

之中辑录的。“他总是在写；他通过自己的笔表达了自己的希望、恐惧、情感和理念。”（班福德语）

阿诺德的教育观非常复杂，且有自相矛盾之处；但吉光片羽，许多识见今天仍然熠熠生光。译者朱镜人教授

列若干小标题（主题），该选文归在“教学艺术”一章。这不是通常意义的教学艺术；大致说，这一部分的内容较切

近于教学活动本身。

阿诺德的教育思考和教育实践，距今已远哉遥。阿诺德的文字，是文献；也不只是文献。 （任余） 随看
随想

阿诺德论教育□阿诺德

每周推荐

评价深处是沟通
□李大成

又到了学期结束时，学校对教师

工作的各项评价接踵而来，好的评价

方案既符合教师利益又有利于学校发

展，反之则会大大挫伤教师工作的积

极性。

教师评价的目的是让每一位被评价

者拉近与优秀教师的距离。如果学校人

为地给评价结果附加了许多功利因素，

此时的评价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

我想，评价真正的意义是让教师看到自

己与优秀教师的距离，充分发挥其导向

性，引导教师不断地向优秀教师的方向

迈进，让评价结果成为激励教师专业成

长的内驱力。

评价的核心是公平。评价就是打

造一杆“公平秤”，如何打造一杆“公平

秤”呢？怎么理解评价中的公平呢？

我认为：一是没有绝对的公平，公平本

身是一种感觉，是一个人的判断。只

要能够合理地给每位教师提供判断的

标准，公平感就会出现，公平的效果也

就会在评价中体现出来。二是每个人

都有一种自我“超”付出的心理感受，

同样的事情自己做和他人做，即使获

得同样的效果，但自己在心理上会出

现一种超出他人付出的感觉，对此学

校要充分理解。部分教师在评价的过

程中会存在为自己争取更多利益的心

理是人之常情。

鉴于此，作为评价方案的制定者要

广泛征求各个层面教师的意见，集思广

益，求同存异地制造出一杆大家认可的

“公平秤”。同时，对被评价教师提出的

意见要做好解释和换位思考的沟通，只

有耐心彻底地沟通，才能扶正质疑者内

心的“天平”。

评价的基石是民主。一个评价方案

的出台，往往要走过起草、讨论、修改、成

稿、教代会通过的历程，甚至许多方案在

讨论和修改中要经历多次反复修改，这

个过程要充分体现民主，充分考虑到教

师的关注面和商榷面，多渠道听取不同

岗位、不同层面教师对评价的诉求。作

为评价方案的制定者，要把教师提建议

的过程看作是一个与教师深度沟通的契

机，在沟通中达成共识。

评价方案的实施过程中，不能以校

委会成员作为主体，而要充分吸收教师

代表，发挥他们的作用，通过教师代表来

传达评价过程的公开、透明，评价结果的

公平、真实，最终得到一个全体教师认可

的评价结果。

把评价“打开”，让更多教师走近

它。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在沟通中达成

学校管理的共识，才能最终体现出评价

对学校发展起到凝聚人心、推波助澜的

价值。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肥城市京城希

望小学）

且行且思

深圳市松坪小学 尹雨菡 指导教师：杜鹃童心绘师

成长记录

师生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