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马朝宏 电话：010-82296738 执行主编：宋鸽 010-82296728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教师成长2018年9月19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悦读·话题

我们都是一束光
□王洪梅

他满足我对老师的所有想象
□俞 鱼

关键人物

翻开王维审老师的《推开教育的另一扇

窗》一书，思想总是会跳跃到很远。

中国向来不缺临窗而立的人，或怒发冲

冠，或忧思沉吟，或郁郁寡欢……似乎能够

清醒地看到世间真相的人，都或多或少有些

不快乐。但总会有不一样的人，推开教育的

另一扇窗，迎着光、接收光、成为光，点亮更

多的光。

有能力推开一扇窗去寻找教育改变的

人，需要教师自我成长的支撑。有能力推开

教育的另一扇窗，用文字点亮迷茫黑夜的

人，就是这样的一束光，而且这光芒会蔓延

至无尽的远方。

一个自我反思且认真记录的人，才拥有

这样的光芒。

能去反思教育现状的往往是一些新教

师，大家带着对教育的满腔热血进入工作岗

位，种种梦想照进现实的“不合时宜”，种种

教师成长路上的难题，都让新手教师们忍不

住不满。但是，这些教育反思很少具有对策

性、系统性，更像是深闺中的牢骚和抱怨，很

难衍生出改变现状的力量。这样的反思，虽

新鲜却稚嫩。

很快就会有一部分“聪明”人“认清现

实”，放弃发问，接受“现实”，成为按部就班的

一种存在。在王维审老师的成长过程中，如

果他在任何一个环节选择“接受现实”，都不

能成为照亮许多人的那束光。但是他清醒的

意识和反思能力让他成为了另一种人——

“我能看清教育问题，但我依然挚爱着教

育”。这种爱，不盲目、不冲动，坚韧而有力。

书中的许多讲述都让我忍不住想起鲁

迅，那个临窗而立清醒的智者，有着清醒理

智的头脑，却也有着对祖国最真挚的热情。

鲁迅拿起笔的时候，他也推开了另一扇窗，

去唤醒更多人，去寻找光明。

我从本科到研究生学的一直是与教育

相关的专业，读过许多教育理论，但很少

有一本书让我愿意反复读、反复思考，我

一直认为理论性的东西只要读过了略有

知晓就足够了。但《推开教育的另一扇

窗》，自我拿到书稿起，便经常翻看，甚至

会在读到某个小故事的时候想与作者击

掌而庆——境况太相似了！这种让我们

共鸣不已的文字，来自于一个清醒的记录

者，他存在于教育一线，又不仅仅是“只缘

身在此山中”。

一个不自省的教育工作者是可怕的。

没有反思就没有成长，长此以往，教育者与

受教育者两败俱伤。

一个只自省不写作的教育工作者是痛

苦的。他反思过许多问题，却没有文字记

录，没有办法与人交流分享，闭门造车的痛

苦最终会让人放弃反思。

我们打开这本书，读后深受鼓舞，也想

拿起手中的笔去书写记录教育中的迷茫或

思考，但顺其自然的成长能坚持多久呢？

多少人可以做到如王维审老师一样坚持写

作 20 年？于是，王维审老师点亮了“叙事

者”教师成长团队，让临窗而立的人找到了

归属。

当光芒汇聚到一起的时候，这扇窗就

有了更深刻的力量。在我们的教育成长

过程中，这束光会将我们点亮，愿我们都

有能力走到窗前，变成一束光，也许我还

不够明亮，也许我还不够炫目，但只要能

够跟着叙事者团队，保持反思的意识，不

放下手中的笔，我们都可以是一束光，绽

放出绚烂的光芒……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第十二中学）

离开陕西师范大学踏进内蒙古准旗职

业高级中学，至今已经走过了 6 个春夏秋

冬。这 6年虽没有多少鲜花与掌声，但经过

无数的困难和挑战的磨炼后，我发现自己已

经深深喜欢上了职业教育。

2012年秋天刚进入职中时，学校还在沙

圪堵镇的一个土坡上，大门朝南开，一进门

就是一个土操场。穿过一个老旧的二层楼，

西北方向连体的单面四层楼就是沙圪堵校

区的主体教学楼，在这座连体教学楼里拉开

了我职业教育生涯的大幕。

刚开始，我所带的学生数学成绩很差，

一个班也只有10多个人及格，学生成绩这么

低怎么说得过去？于是，我与当时的舍友商

量成立一个课外小组——“春苗数学兴趣小

组”。兴趣小组主要利用下午课外活动时间

组织学生讨论数学学习心得，增强学生学习

数学的兴趣与动力。我记得数学课外小组

第一次举办活动，教室里黑压压地坐满了

人，学生的认真与热情让我备感鼓舞。

从教 6年有喜悦也有悲伤，准确地说悲

伤所占比重多一些。一次我在班里做调

查：父母有正式工作的请举手，没有一个

人；父母读过高中的请举手，寥寥数人。班

里离异家庭、贫困家庭、特殊家庭孩子数不

胜数……

对于学生的家庭，教师也无可奈何。但

是学生来到学校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

次家访给了我答案，“胡老师您好，我的孩子

回家后经常说您对他多么重视”，原来家长

认可的好老师是周末全家相聚时主要话题

的中心人物，此时的我是“焦点胡”；“胡老

师，我的孩子犯错误了，您能否跟他班主任

说说……”此时的我是家长心目中的“信任

胡”；走在楼道里，无论是不是本班学生，只

要有学生打招呼我都积极主动地回应，此时

的我是充满爱心与正能量的“阳光胡”。

除了喜悦与悲伤，我还常常感到痛苦迷

茫。在我痛苦迷茫时，与校长的一次谈话给

了我很大的启发，我问校长：“您从事教育事

业30多年，最大的动力是什么？”他若有所思

地说：“我当年在条件更差的一所乡村初中

任教时，每天晚上走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街

道两旁许多学生家长聚在一起抽烟、喝酒，

无所事事。我在心里鼓励自己，一定要把他

们的孩子培养得更加优秀。一个人晚上加

班后回家路上的脚步声，就是对自己辛勤工

作的最大鼓舞和激励。”

校长的辛勤付出、甘为人师，几十年如

一日奉献教育的“脚步声”是我最好的榜样。

学生家庭的客观现实我们无法改变，但

在职业教育的认知和行为方面，我们可以做

得更好。怀揣扎根职业教育的奉献精神，我

们可以把更多的鼓励与自信传递给学生，与

学生一起发现生活的美，一起探索创造生

活，一起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关心与友爱，一

起迎接生活中的挑战，共同开创属于每个人

的美好明天。

我相信，在无数教师默默的脚步声中，

职业教育的未来一定更加光明。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准格尔旗职业高级中学）

童心绘师 致敬颜华老师：数学是科学的王后，是你，把这位王后带

到了我们身边。

江苏省苏州中学园区校高二（1）班 苏久航

很多最古老和最清楚的字都是人类和人

体不同部位的形象。就让我们从“人”字开

始。在我不知道古代的汉字是怎么写的时候，

我认为人字是腿的形象：我看见路上有一个人

在大步往前走。但是我错了，当我了解了甲骨

文和金文是怎么写的以后，我发现了“人”字是

人的剖面的形象。他直立着，手下垂或者轻轻

举到前面。个别的情况下头朝前一些，但是在

绝大多数情况下仅仅能看到身体，就像从稍远

的地方看大街上或者田野上的一个人一样。

“人”字出现在很多“合体字”里。它经常

以在古代中国谁都明白的形式出现，尽管已经

过了三千年。

通过把人字上下颠倒或转动以及把人字

与人字组成不同的结构，古代中国人创造了很

多新字：两个人，一个跟着一个，组成“从”字。

在甲骨文和金文中，两个人有时候朝左走，有

时候朝右走。在公元前 200 年统一文字之前，

字形不稳定的情况是常见的。

两个人，一个在上，一个在下，好像两个人

磨破了脚躺在那里，意思是变化。它还可以组

成“化学”——化学是关于物质变化的学说——

它还可与别的字组成与变化有关的很多词。

两个人站在一排：比。

两个人背靠背，面朝相反的方向。这个字

的最初意思是背后、后面，但是随着时间的变

化，它有了“北”的意思。这与中国的民居和其

他场所都是坐北朝南有关。这个传统可以追

溯到文明之初，在地理现实中可以找到根据。

寒冷的西伯利亚大风和春天蒙古高原的黄色

沙暴都来自北面。人们为了保护自己就要背

对着它们。北面是后边，是背后，是黑暗和寒

冷。因此人们面朝南，对着太阳，连皇帝上朝

理政时也总是面南背北。

我们在“大”字里看到一个人，叉着腰，伸

着双臂，好像一个守门员等着接球。或者仅仅

为了引人注意而吸足了气以显示自己伟大？

同一个形象，上面又加了一个笔画，组成

“夫”字。人们认为这一笔画是为了把成年人

的头发别起来的簪子。

我们在“大”和“人”字里看到的一个人向

两侧平伸双臂的形象也出现在其他字里，例如

“夹（夾）”字。我们看到三个人，中间一个大

人，侧平伸着双臂，两边各有一个小剖面人，用

力支撑着。

在“立”字中，我们看到那个人双腿平稳地

站在地上，地作为一横显得很突出。在甲骨文

和金文中这个形象很清楚，容易理解。但是因

为这个字的字形很早就变化了，人们没有看到

过这个字的最初形式，所以很难理解它为什么

是“立”的意思。

“交”字也是这样，最初的形象是一个人交

叉双腿。很早以来这个字的意思转化了，有了

“结交”“交流”和“交通”的意思。

与“人”和“大”字有密切关系的是“天”

字。后来也指苍天，自然界万物和人类世界的

最高主宰者。

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崇拜苍天，现在还不

清楚。但甲骨文中有这个字就表明早在商代

就已经开始了。从周朝初期，这个字就与社会

生活联系密切。帝王被视为天子，其任务是统

治国家。这个说法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君主

制被推翻。

甲骨文中的“人”字头是方的，或者仅是一

道，而金文则更写实，一个大人，长着健壮的圆

脑袋。

人的眼睛的造型非常有特点，这种特点不

仅出现在其他动物雕塑和相同时期装饰于一

些铜器的兽类假面上，也表现在“目”字上。同

样大的眼虹膜，同样长的曲线，一直伸到鼻

根。由于公元前 200 年的统一文字，“目”的右

上角高起来的所有线条都变成了直的。尽管

如此，人们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就能在今日“目”

字的后面看到古代的“目”字。

一个站着或坐着的人和一只大眼：见。

一只眼睛上有睫毛：眉。

眼的形象也是“面”字的出发点。在甲骨文

上，眼的周围是荒无人烟的大地。面皮一直上

升到眉，向下到面颊，整个面孔就是一个平面，

它起到目的背景作用，是面的最有特点的部分。

我第一次实际接触到“面”字和看到它简

洁得多么富有天才性，是在安阳郊外的小屯考

古所。这一天人们在修复挖掘中发现的各种

文物。在一个展台上有一些沾着薄薄尘土的

展品，它们反映了三千多年以前生活在这个地

区的一个人的生活片段，其中有一个面模及其

复制品放在绸布上。这是一个为数不多且保

存完好的商代真人像。

我现在仍然不知道我为什么如此被这张面

孔所吸引。可能仅仅因为在各种陶片、铜制箭头

和战车护板当中，我遇到了一个活人——她当然

是死人的苍白的脸上长着一双迷蒙的双眼，紧闭

的嘴和高高的颧骨——开朗然而不能交流。这

张照片一直吸引着我。我把它挂在写字台前的

墙上，我们两张脸天天越过漫长的时代而相遇。

（选自林西莉《汉字王国》，李之义译，生

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1月第1版）

汉字，是汉文化的载体，是汉民族的伟大创造，其

实用价值自不待言，其审美价值也非同寻常。

瑞典汉学家林西莉（瑞典名塞西丽娅·林德奎斯

特）的《汉字王国》（又名《汉字源流》）是研究汉字起源

和发展的经典之作。不同于于省吾、王力、李学勤等

的文字学，林西莉的著作尤重汉字文化意义的开掘，

叙述讲究故事性、趣味性，洋溢着域外学者对中华文

化的崇仰、热爱和好奇。

林西莉的《古琴》，也是研究中国文化

的经典之作，精深而优雅。 （任余） 随看
随想

汉字源流

□林西莉

每周推荐

职教6年脚步声声
□胡龙国

成长记录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并没有什么遗

憾的事情，只除了一件：在我的整个读书

生涯期间，从小学到大学，竟然只遇到了

一个好老师——高一的语文老师。

但是，今天我暂时先不说她，说说另

外一位，经她引荐而认识的老师——蔡

朝阳。

我上小学时，经常被班主任“请家

长”，理由基本上是“不服管教、不尊重老

师、总是问不该问的问题……”学生向老

师寻求帮助，提出对世界的好奇，就是在

挑战老师的权威，就是故意顶撞老师吗？

对于这个世界我有自己的想法，老师为什

么一定要让我听他的话呢？

直到成年后遇到蔡朝阳老师，才知道

“好老师”原来是这样的。今年 6月，我写

了第一篇公众号推文，在微信上我向蔡

朝阳老师问了两个一直以来“深受其扰”

的问题：我喜欢写文章，但每次都坚持不

了太久就放弃，我要如何才能坚持写下

去？我想表达自己的观点，但如果我的

观点是错误的，怎么办？

蔡朝阳老师回答道：“首先，你得明白

自己究竟为什么写文章。如果这是你真

正喜欢的事情，就不存在‘坚持不下去’这

个说法。如果你觉得写文章是一件需要

坚持的事情，那只有一个原因，你给写文

章这件事情赋予了太多外在想要寻求的

东西，比如他人的认可。这重要吗？很重

要。但其实这件事可能不像你认为的是

纯粹的喜欢，所以你需要与自己进行一次

坦诚的对话。”

“对于第二个问题”，蔡朝阳老师认

为，“为什么你的观点一定要正确？站在

不同角度、不同时间轴上看问题，就会得

出不同的结论。就算你的观点真是错误

的，那又如何？对你来说，现阶段‘勇敢

地表达自己’胜于一切。错了，反思，修

正就好”。

听完蔡朝阳老师的话，我才恍然大

悟。我很庆幸在人生转折点上，能遇到蔡

朝阳老师，他不会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

做，做什么是正确的，而是帮你对自己的

内心进行梳理。所有问题的答案，其实都

早已藏在我们的心中，好老师就是一个帮

助我们探索自己内心的人，难道这不比学

习任何知识更重要吗？

读书的时候，最开心的就是与同学一

起春游、秋游。如今，每次看到蔡朝阳老

师带领学生前往日本、马来西亚游学……

就备感羡慕。问及蔡朝阳老师为什么要

这么做？他说：“也许看起来孩子们除了

玩可能一点收获都没有，没有奥数，没有

作文，唯一的动笔练习是离别之前吐露心

扉、互赠卡片。但孩子们在游学期间得到

的心灵成长，可能是前所未有的。”他接着

说：“童年并不是无忧无虑的，事实上孩子

们所遭遇的艰难，甚至比成年人更多。这

样，我们就更需要一个可以任性的营队，

至少孩子们在这里可以得到释放、得到安

慰、得到治愈。”

好老师，可遇而不可求。

每个人一生都只会出现几次，改写自

己命运的瞬间机会就像一粒火种，如果你

接住了，并用心储藏、合理使用，它就会潜

入到你的意识深处，从此改变你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