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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2018年9月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悦读·话题

先生江锡铨
□梁增红

关键人物

像朱永新那样做教师
□陈自鹏

最近，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朱永新

教育演讲录——创新教育才能创造未来》一

书。刚收到新书，我便急不可耐地打开，如

饥似渴地读起来。朱永新是我非常敬佩的

老师之一，通过阅读这本书，我深深地觉得

教师就应该像朱永新那样，有理想、有激情、

有情义、有智慧、有创见。

教师要有理想。朱永新在全国倡导并推

行新教育实验，教育大家刘道玉和陶西平两

位老先生在为本书所作的序中都给予了极高

的评价。这项实验受到全国众多基层学校的

欢迎和肯定，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在本书

收录的不少演讲中，朱永新多次谈到新教育

实验。我认为，这是他的教育信念，他的教育

愿景，也是他的教育理想所在。对于教师来

说，信念引导行动，愿景明确方向，理想则会

铸就辉煌。朱永新是我们的榜样。

教师要有激情。朱永新的演讲录字里行

间透出他对教育变革、教育未来、教育创新、

教师成长、书香社会、幸福教育、教育公益、素

质教育的激情期待。他大声疾呼、极力倡导，

长期坚持主张“教师和学生要过一种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这是一种难得的激情，这种

激情是新时代教育发展所必需的。

教师要有情义。2015 年人民教育出版

社“中国特级教师文库”计划出版我的《教师

幸福追求之道》一书，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冒昧地请朱永新老师为拙著作序。朱永新

老师当时特别忙，但当他看了书稿后，马上

亲笔撰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其大力扶

持年轻教师的热忱跃然纸上。后来，他还亲

自送给我一套他的多卷本大型文集。随后

的几年里，我时不时会收到他的新作。每当

收到他惠赐的精神食粮，我都会为他的情义

所感动。这本演讲录里也有不少内容体现

了他对年轻教师的热情关怀和赤诚期待。

教师要有智慧。朱永新是学者，也是一

位官员。这本书是他在教言教的生动记

录。他出版了大量有影响的教育著作，有些

著作还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他的演讲与

教育著作一样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本书

也是他在官言官的真实写照。无论是在高

校任职，还是在政府任职，甚或是在全国政

协、全国人大任职，他都能利用自己的专业

优势为教育事业奔走呼号，以专业化的态度

提出建议、撰写提案，他一直在以自己的教

育智慧推动着中国教育的改革创新。

教师要有创见。这本书体现了朱永新

独立思考、不人云亦云的学术品格。朱永新

是个勤奋又善于思考的人，他的一系列创见

是建立在他勤奋和执着的探究基础上的。

他曾跟我说，他每天都是早晨5点起床开始

读书写作思考的，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

如此。只有如此勤奋的人才会厚积薄发，才

能才思泉涌，才有如此多的属于自己的教育

思想创见。

朱永新在本书收录的一篇演讲中提到，

做教师当有四种境界：一是要做一个让学生

瞧得起的老师；二是要做一个让自己心安的

老师；三是要做一个让学校骄傲的老师；四

是要做一个让历史铭记的老师。朱永新老

师是这样说的，也是如此做的。而我们，应

该像朱永新那样做教师。

（作者单位系天津市河东区天铁教育中心）

20 年前，我初入教坛，怀揣着“静待花

开”的梦想，勤勤恳恳地耕耘在这方神圣的

土地上。几经沉浮，开始随波逐流，变成了

一条只知啃咬树叶的“毛毛虫”。直到有一

天，我决心不再消极下去，梦想也随之被重

新点亮。

想要尽快成长起来，读书是必经之路。读

书是一种内在需要，梁实秋说，读书永远不恨

其晚，即使晚了，也比不读强。那我还等什么，

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多读书，在浮躁的现实中

寻求一份宁静心境，并朝着理想的目标默默地

努力，静静地成长。

在这炎炎夏日里，读薛瑞萍的《心平气和

的一年级》，我的心灵得到了净化。她用教育故

事告诉我，教育是漫长而美丽的事情，来不得半

点浮躁，只有和孩子们一起耕耘，一起收获，一

起担当辛劳，教育才是真教育。受她的感染，我

尝试写了一篇书评，意外地发表了。此时我真

正感受到了读书的好处，感觉自己生命的花朵

在黑夜中尽情地绽放。

教学直呼音节，对我和一年级孩子都是

一个严峻的挑战。我早早精心地备好课，满

怀信心地登上讲台，哪知示范得嗓子哑了，孩

子们还是一脸茫然。回到办公室，窗外满园

的花儿映入眼帘，焦躁的心情立刻被安抚了

下来。再次回到教室，我和孩子们跟着儿歌

一起左右摆动，终于响亮正确的音节从孩子

们口中一个又一个蹦出来。我笑了，孩子们

笑了，张张笑脸正如窗外阳光下灿烂盛开的

花儿。

一节复习课上，有个学生总是偷看窗

户 ，原 来 是 一 只 蝴 蝶 扑 扇 着 翅 膀 撞 玻 璃

呢。“我们一起看看美丽的蝴蝶吧。”我一面

微笑着放下书本，一面打开窗户，看蝴蝶飞

进了花丛，飞向了大自然。“不如把今天课

堂上发生的事写下来。”我提议到。作文奇

迹般完成得十分顺畅，有孩子写道：“蝴蝶

热爱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花儿，我爱我们

的校园，更爱我的老师……”“老师打开窗

户，让蝴蝶自己飞出窗外，教会了我尊重自

由和生命……”那一刻，我喜极而泣，智慧

的教育竟然有如此神奇的力量。

一次培训中，有位老师说：“微笑是最

美丽、最温馨、最有力量的表情。”回到学

校，走进校园，我面带微笑与同事、学生打

招呼，心情也变得十分愉悦。走进教室，面

对这群天真顽皮、活泼好动的孩子，我不再

大声训斥，而是尽量放低声音，态度温和，

不去与孩子们较真，面带微笑上完整节课，

效果出乎意料得好。这堂省劲又有人情味

的课让我觉得很幸福。下课后，“话痨”小

豪拦住我，笑嘻嘻地说：“老师，我想给你一

个拥抱。”我问：“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

你好美。”听着孩子稚嫩的表达，我感到羞

愧，我向他敞开了怀抱，此时的我找到了以

后努力的方向。

在未来的日子里，因为有充盈坚定的教育

之爱，逆境也好，顺境也罢，都将转化为力量，

使我破茧成蝶，遇见最美的自己。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璧山区青杠实验小学）

童心绘师 “谈笑风生”，大概描述的便是我的语文老师吧。

浙江省温州市城南小学会昌河校区 俞嘉涵 指导教师：乐燕娜

你还记得提摩吧？他从小爱画画，在气氛

自由、不讲究竞争和排名的德国教育系统里，

他一会儿学做外语翻译，一会儿学做锁匠，一

会儿学做木工。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一年过去

了，两年过去了，三年又过去了，现在，应该是

多少年了？我也不记得，但是，当年他失业时

只有十八岁，今年他四十一岁了，仍旧失业，所

以和母亲住在一起。没事的时候，坐在临街的

窗口，提摩画长颈鹿。长颈鹿的脖子从巴士顶

伸出来。长颈鹿穿过飞机场。长颈鹿走进了

一个正在放映电影的戏院。长颈鹿睁着睫毛

长长的大眼，盯着一个小孩骑三轮车。长颈鹿

在咀嚼，咀嚼，慢慢咀嚼。

因为没有工作，所以也没有结婚。所以也

没有小孩。提摩自己还过着小孩的生活。可

是，他的母亲已经快八十岁了。

我担不担心我的安德烈——将来变成提摩？

老实说……是的，我也担心。

我记得我们那晚在阳台上的谈话。

那是多么美丽的一个夜晚，安德烈。多年

以后，在我已经很老的时候，如果记忆还没有

彻底离开我，我会记得这样的夜晚。无星无

月，海面一片沉沉漆黑。可是海浪扑岸的声

音，在黑暗里随着风袭来，一阵一阵的。猎猎

的风，撩着玉兰的阔叶，哗哗作响。在清晨三

点的时候，一只蟋蟀，天地间就那么一只孤独

的蟋蟀，开始幽幽地唱起来。

你说，“妈，你要清楚接受一个事实，就是，

你有一个极其平庸的儿子。”

你坐在阳台的椅子里，背对着大海。清晨

三点，你点起烟。

中国的朋友看见你在我面前点烟，会用一

种不可置信的眼光望向我，意思是——他他

他，怎么会在母亲面前抽烟？你你你，又怎么

会容许儿子在你面前抽烟？

我认真地想过这问题。

我不喜欢人家抽烟，因为我不喜欢烟的气

味。我更不喜欢我的儿子抽烟，因为抽烟可能

给他带来致命的肺癌。

可是，我的儿子二十一岁了，是一个独立

自主的成人。是成人，就得为他自己的行为负

责，也为他自己的错误承担后果。一旦接受了

这个逻辑，他决定抽烟，我要如何“不准许”

呢？我有什么权力或权威来约束他呢？我只

能说，你得尊重共处一室的人，所以，请你不在

室内抽烟。好，他就不在室内抽烟。其他，我

还有什么管控能力？

我看着你点烟，跷起腿，抽烟，吐出一团青

雾；我恨不得把烟从你嘴里拔出来，丢向大

海。可是，我发现我在心里对自己说，MM请记

住，你面前坐着一个成人，你就得对他像对待

天下所有其他成人一样。你不会把你朋友或

一个陌生人嘴里的烟拔走，你就不能把安德烈

嘴里的烟拔走。他早已不是你的“孩子”，他是

一个个人。他就是一个“别人”。

我心里默念了三遍。

“你哪里‘平庸’了？”我说，“‘平庸’是什么

意思？”

“我觉得我将来的事业一定比不上你，也

比不上爸爸——你们俩都有博士学位。”

我看着你……是的，安德烈，我有点惊讶。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不太可能有爸爸的成

就，更不可能有你的成就。我可能会变成一个

很普通的人，有很普通的学历，很普通的职业，

不太有钱，也没有名。一个最最平庸的人。”

你捻熄了烟，在那无星无月只有海浪声的

阳台上，突然安静下来。

然后，你说，“你会失望吗？”

我忘了跟你怎么说的——很文艺腔地说

我不会失望，说不管你做什么我都高兴，因为

我爱你？或者很不以为然地跟你争辩“平庸”

的哲学？或者很认真地试图说服你你并不平

庸，只是还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

我不记得了，也许那晚葡萄酒也喝多了。

但是，我可以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平庸”，我是

否“失望”。

对我最重要的，安德烈，不是你有否成就，而

是你是否快乐。而在现代的生活框架里，什么样

的工作比较可能给你快乐？第一，它给你意义；

第二，它给你时间。你的工作是你觉得有意义

的，你的工作不绑架你使你成为工作的俘虏，容

许你去充分体验生活，你就比较可能是快乐的。

至于金钱和名声，哪里是快乐的核心元素呢？假

定说，横在你眼前的选择，是到华尔街做银行经

理，或者到动物园做照顾狮子、河马的管理员，而

你是一个喜欢动物研究的人，我就完全不认为银

行经理比较有成就，或者狮子、河马的管理员“平

庸”。每天为钱的数字起伏而紧张而斗争，很可

能不如每天给大象洗澡，给河马刷牙。

当你的工作在你心目中有意义，你就有成

就感。当你的工作给你时间，不剥夺你的生

活，你就有尊严。成就感和尊严，给你快乐。

我怕你变成画长颈鹿的提摩，不是因为他

没钱没名，而是因为他找不到意义。我也要求

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跟别人比成就，

而是因为，我希望你将来会拥有选择的权利，

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

如果我们不是在跟别人比名比利，而只是

在为自己找心灵安适之所在，那么连“平庸”这

个词都不太有意义了。“平庸”是跟别人比，心灵

的安适是跟自己比。我们最终极的负责对象，

安德烈，千山万水走到最后，还是“自己”二字。

（选自龙应台《亲爱的安德烈》，人民文学

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

龙应台，想必我们都熟悉。

《亲爱的安德烈》是龙应台、安德烈母子的往复书信集。这里选录的是2006年12月1日龙应台写给安德烈

的信。时，龙应台54岁，安德烈21岁。该信原有标题“给河马刷牙”。

作为母亲，龙应台对安德烈说：“最重要的，不是你有否成就，而是你是否快乐。”这样的育儿观、教育观和价

值观，我们的家长们和老师们恐怕并不都同意。另有所见当然可以；了解这样的观念，想想它的所以然和道理

所在，自也无妨。

《亲爱的安德烈》，内容广涉成长和教育诸方面，与《孩子，你慢慢来》《目送》，可谓龙应台

的“教育三书”，值得研读。 （任余）
随看
随想

关于“平庸”□龙应台

每周推荐

“毛毛虫”变形记
□刘巧林

成长记录

1996 年，我到江苏教育学院脱产进修

中文本科。

中文系的老教授自我介绍时，撇撇嘴，

眉角上扬，眼睛向天花板上看一看，然后用

舒缓的语调对我们说，你们真幸运，居然还

有我们这些老教授给你们上课，其他大学基

本上是年轻教师在带班。老教授们的自负

和高调，一下子就让我们产生了敬畏和神

秘，心中暗想，或许看上去并不起眼的江苏

教育学院，也是藏龙卧虎之地。

其中也有低调的老师，江锡铨先生就

是其中之一。我们都叫他“江老师”，一方

面，他虽然是中文系主任，却在一线教学，

是一位令人景仰的学者，研究成果丰厚，享

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另一方面，我作为

班长、系学生会主席和党支部委员，有几次

参加了由江老师主持的会议，从他身上却

看不到习以为常的官僚腔调和做派；更重

要的是，我一直坚持认为，在学校学生无论

面对什么长、什么主任，叫一声“老师”才能

表达最贴切最美好的情感。

江老师教我们现当代文学，娓娓道来，

声音并不张扬，语速倒是较快，稍不留意便

跟不上节奏，有强大的气场。我们脱产班

学生大多是做过教师，属于“回炉再造”之

人，知道聚精会神是做好学生的不二法门，

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课间，

他跟学生闲聊，总是微笑着注视我们，毫无

距离感，我们如沐春风。我刚做教师时，在

学生面前常以有居高临下之威而自鸣得

意，与江老师待学生如此谦和相比，立刻反

衬出自己的“小”来。《小王子》中有一句话：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个老师都曾是

学生，可是，有多少老师还记得自己也曾是

学生？其实，做老师无须声嘶力竭、张牙舞

爪、双手叉腰、横眉冷对、颐指气使，不管学

历资历如何，把学生当成平等的人，学生自

然会从心底里敬重老师。说实话，我来脱

产学习的动机有些不纯，“挣脱”和“逃离”

充斥在我的心头，遇到江老师后，我意识到

自己的无知和浅薄，对“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才有了初步的感

受。这微风吹拂的窗口，透进一片纯洁的

真理之光，我开始思索，开始疑问，开始摒

弃，开始相信。

江老师有一次讲到知名人士将著名作

家吴组缃的姓名写错，差点弄出尴尬的事情

来。江老师告诉我们，读书要认真，才能少

出笑话。没想到后来，我真的出了一次洋

相。一次写小论文，我引用朱熹诗句“为有

源头活水来”，竟写成了“惟有源头活水来”，

也没细看就把作业交了。等作业发下来，赫

然发现江老师用红笔将“惟”字圈出，并在旁

边做出了改正。这个细节，我刻骨铭心。后

来我做语文老师，对凡是有文字的地方，无

论是学生的作业、教室的墙壁，还是街头的

广告，都多一份关注和敏感。

我曾多次执教鲁迅的《藤野先生》，每次

读到藤野先生给鲁迅先生修改解剖图的情

节，就会情不自禁地想到江老师给我修改别

字的情形。

我对江老师的印象，正合了田晓菲在

抒写北大读书感受时所写：“严谨治学，诚

恳做人，我第一次体会到了‘老师’二字的

真正含义。”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第二十四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