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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8年10月1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近日与一位教师聊天，她说自己坚持写

文章两年了，有时会不自觉地读自己往日的

旧文章，谈不上品味，只是想“翻翻旧账”，看

看自己。但最近却陷入一种说不出的伤感状

态，有时甚至很失落：这些文字究竟能给自己

带来什么？

这位教师的问题，我基本上是不能给予

回答的。每位教师的工作追求不同，思考问

题的方向也千差万别，同样的景致，“横看成

岭侧成峰”。譬如看待工作的成功，于我来说

很简单：能心情舒畅地从事自己的教师工作，

若偶有学生评论说：我曾是徐老师的学生，对

他的印象很好！仅此而已。

实际上，我从这位教师的疑问中看到的

是焦虑：一种渴望成功的焦虑。对教师来说，

成功是什么呢？被周围的人重视、重用，或者

评上级别很高的职称……这样的教师是成功

的吗？

一位学生问欧几里德：“我正在学习的数

学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得转身告诉奴仆：“给

这个孩子一个硬币，那或许是他该得到的。”

在这位大数学家看来，任何对身外之物的非

分之想，都不会让学生真正潜心于学问研

究。或者说，只有那些醉心于所从事的工作

的人，才不会犹豫、迟疑、踯躅不前，才有对生

活最坚定的态度。

显然，若把成功建立在某种物化的指标

上，就成了难以填满的欲壑，就会不断衡量自

己的付出与所得，也就只能逼着自己在追逐

与被追逐的名利场中一路狂奔。作为教师，

写文章或出版图书不会带来太过丰厚的利

润，也很难谈得上成功，心有不甘者每每想起

那散发着清贫气息的文字符号，就很难让自

己的内心安顿下来。有时迫于现状，可能也

会与自己达成精神上的妥协：先这样吧，写些

文字聊以慰藉，反正无聊透顶，闲着也是闲

着。这种妥协其实是一种暂时性蛰伏，他们

仍警觉地关注着时机的变化，外面哪怕丝毫

的风吹草动都会引起他们不安分地蠕动。而

真正的教育写作者则很少顾及、考虑这种所

谓的成功。

欣慰的是，在与这位教师的交流中，我得

知她在坚持写文章，她也相信那些文字会给

自己带来力量，带来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成

功。只是她给写文章赋予了太多的功利性诉

求，这已经不是在写，而是一种绞尽脑汁地盘

算，身累，心更累。

基于我所理解的教师写作及对教师本人

精神抚慰的现状，只能简短地回复她：不要把

自己写的每个字都看得那么金光闪闪，文字带

给你的是视野，笔触之处应有一处豁达和宽

阔；文字带给你的是思想，你所用的每个文字

都要拣选，要经得起别人的过目，这是美德；文

字带给你的是成功，从来都是相对的概念，若

专心于一份有期待的事业，坚守本真，哪有成

败可言，唯有此心无愧而已。

至于写文章的心态，我想应是这样：少些

附庸之物，让文字清澈一些，真一些；如果文

字里常含有喜悦、专注、愤怒、忧虑等情感，并

以文责已、乐此不疲，这可能就是内隐于心的

成功吧。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市商城实验学校）

童心绘师
广东省深圳市松坪小学 曾雨欣 指导教师：杜鹃

你会在我百年诞辰的时候读到这封信。

你正生活着的“今天”，对我而言是永远不可及

的“明日”。我根本就是一个已经消失了的

人。不过不要因此而忽略了我渴望穿越时间

和三代人的距离来到你面前的心情。在读我

的信的同时，你会感觉到生命的颤动，而此刻，

我给你写这些文字时，生命也在我身上以同样

的节奏跳动着。就在我对你说话的同时，我把

你的存在赋予了你。

我写下这些字句的时候你还是不存在

的。但你读它的时候便已经存在了。你从无

到有，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自由地用现

在时或将来时表达。

我们常常感叹广播所带来的同时性。在地

球的一端可以瞬间听到地球另一端人的讲话，从

中我们看到了科技的成功。但它同时也成为一

种损失，因为在这一过程中时间被废除了。比广

播更神秘、更丰富的是通过文字而达到的过去的

段段时光的混杂。某人的未来与某人的现在相

互渗透、融合。时间变成了炼金炉里的原料，每

个人都可以参与到他人的未来中去。我就凭着

这本书进入你的思维。你所继承的，或说你将会

继承的我关于这个世界的疑问，将引发你的疑

问。每个人都这样影响了他人的转变。

但你会是谁？女孩？男孩？我们已经知

道这完全无关紧要。一开始我想象着你的父

母是我的孙子或孙女，由我到你的这四代男子

或四代女子对我竟这样重要！但其实这中间

的基因联系真正是微不足道的。这一点足以

建立起一种一致性，将我们彻底地连在一起，

因为人类是不可分割的。

要列举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生命之间的共

同点并非难事。构建我们的元素完全是普通

的，正如在我们身上发生的生理过程一般毫无

特殊之处，即便 DNA 的蛋白链上所传达出的

遗传信息密码，对所有的细菌、植物、动物与人

而言也均是相同的。我们只不过是系谱树上

的一个分叉、一根枝条，这棵系谱树在 35 亿年

间已经枝繁叶茂，有了千百万的分枝。

而我们这一枝在其他分叉中显得格外突

出。对遗传学家而言，我们的不同是不久前的

基因突变的结果，这些变化发生在最近几百万

年间，它在地球历史中只是很短的一瞬，却给

予了我们一个复杂的大脑，带我们走上了其他

物种永远不能跟上的道路。正如一片云被稍

稍强劲的风推着独自飘过了山尖，为一片新的

空间带来降水一样。

科学不断进步，对人类发展进程的描绘也

越来越精确。但它始终不能回答最初的疑问：

生命是诞生于一种盲目的偶然，还是超自然力

设计的产物？科学甚至拒绝提出这个问题，因

为它的答案只能来自于信仰而非逻辑推理。

关于过去的疑问或许是极有趣的，但现在

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现在决定将来。

人类长久以来，也与动物一般只知道一味

地被动接受。现在我们有办法了，我们可以选

择，可以有所作为。人类赋予自己权力，在前

进的路上凯歌高奏。我们与疾病斗争、与痛苦

斗争、与劳动的束缚斗争，在各个方面都不断

进步着。20 世纪为我们提供了超乎想象的可

能性，这是祖先们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别忘了，地球上仍在充斥着战争、屠

杀、悲惨与失望！这些令人痛心的混乱局面的

根源也在于我们自己。是哪条蠕虫腐蚀了果

实？我在这里斗胆向你提供一种假设。这条

侵蚀果实的虫是否就是我们对他人采取的态

度呢？今天，无论是天性还是文化带来的这一

态度建立在不信任、竞争与斗争之上。但是只

有合作才会有前景。人们常常忽视合作，那是

因为我们弄错了对我们自己的定义。

当我们说“我”的时候，想到的是一个独

立、拘于一隅、可鉴别的、惟一的个体。但我们

远不只是这样的个体。

现实情况是，我们是以个体为基础不断发

展成的个人。而个人是不能与其基础混为一

谈的。个人当然也是惟一的，但不是拘于一隅

的，勉强算作可鉴别的。个人更多地是一个进

程而非某一固定物，只有不断地从他人处有所

得，进程才能继续。在“我就是我所编织起的

各种联系”这一定义下，正如我跟你说过的，竞

争以及与他人的争斗说得好听是幼稚，说得不

好听就是一种自杀的态度。

现在我们所需要的认识革命应该提到这

一高度。当我重读这封信时，感到似乎只对你

说了这一点；无论谈及种族主义、死刑、完整主

义还是对不同性的否定，我所得出的是同一个

结论：每位人类成员在身处与他人相遇的联系

中时，都不只是“他自己”。

自童年起，我就不停编织着这张相互联系

的网，从现时意义上说，我是与同时代的人相

互交流；从过去意义上说，我在读书、欣赏前人

的作品；我在与你的联系中将自己投向未来。

多亏了你，我感到可以把这句豪迈的话语引为

己用：“死亡，你会胜利吗？”

（选自《写给未出世的你》，赵苏影译，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

阿尔贝·雅卡尔（Albert Jacquard，1929—），法国遗传学家、人口学家和思想家。

《写给未出世的你》是一本独出心裁的书。雅卡尔以未出世的重孙子为倾诉对象，纵谈历史、文化和科技等，总结人类已

走过的历程，展望人类的未来。全书充满着对人类命运的忧思和对后代子孙的挚爱。该书的主旨是：人类，是集体性的；人，

不只是自己。

习惯于形而上问题的思考、习惯于人类终极意义的追寻，是法国的人文传统。雅卡尔在该书中的科学家视角更赋予其

思考以理性精神和命运感。

值得一提的还有，雅卡尔在书中论及了他反竞争的教育观。 （任余） 随看
随想

写给未出世的你□阿尔贝·雅卡尔

每周推荐

我的案头放着一本书——《假如这是

我教师生涯的最后一天》，作者曹宗清，是

远在重庆的一名年轻教师。虽然刚刚工作

5 年，但他的教育生命力却非常旺盛，除了

班主任工作和学科教学，还经常在各种报

刊发表文章。

曹宗清刚上大四不久，签约学校让他去

顶岗实习，恰赶上学校一年一度的大型教研

活动。一位名师上完展示课后，几位教师先

后谈了各自的看法，内容多为鼓励，少有建

议。这时候，躲在角落里的曹宗清有些坐不

住了，他站起来说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当

他坐下的那一刻，现场响起了掌声，是支持、

更是鼓励。

做教育久了，本来可以选择做得更好，

但许多人却不约而同地滑向了中年的“油

腻”，那些棱角在岁月的洗礼中渐渐枯萎。

虽然身边存在太多的看不惯，可许多时候我

都劝自己想开一点。中年危机的产生，主因

并不在于客观增加的各种压力，而是我们满

足于既有的资历，局限于眼前的苟且，不敢

保持对事物的批判思维。已进入不惑之年

的我，如今也想重拾年轻时代那份宝贵的刚

性，期待迎来教育生命的另一个春天。

就在此时，我在山东荣成这个美丽的滨海

小城遇到一位美丽的特殊教育教师，她叫杨雪

梅。她的美不在于外表，而是灵性之美。

在康复训练活动室，一个小女孩正在随

性地做着活动，虽然偏离了教师的训练要求，

但看得出她“玩”得很尽兴。“不是让你向前滑

吗？你在干什么？”这时，旁边突然传来老师

的斥责。杨雪梅看在眼里，疼在心上。“我们

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孩子的身体更强

健、手脚更灵活，既然如此，又何必拘泥于前

进还是后退呢，多一些玩法岂不是更好？”

一连串的拷问，震慑着我的灵魂。是

啊，不知从何时起，面对学生我竟然越来越

急躁，处理问题也越来越粗放，随着责难成

为家常便饭，许多学生成了不可能进步的

“差生”。从此我要少一些斥责多一些思考，

少一些重复多一些探索，帮学生找回那份正

在遗失的灵性。

还有一位老师，经常让我泪流满面，他

叫李本聪，是一位远在云南的乡村老教师。

李本聪自幼患小儿麻痹，一直靠双拐行走。

虽然上学不多，但凭着骨子里不服输的劲

儿，读了许多书。他18岁开始在村里当代课

教师，由于工作成绩突出，后来转正成为正

式教师。一个雨夜，李本聪在回家路上不小

心摔倒，此后只能靠轮椅前行。在同事和学

生的帮助下，他又回到了心爱的课堂，见到

了这些离不开的孩子。他在轮椅上继续指

导学生写作文，教学生为人处世的道理，十

几年如一日，从未间断。

身为一名教师，我们一定会有刚刚走向

“三尺讲台”时的各种期待，也会有日复一日

缺乏幸福感的职业困惑，生活大多如此，教

育仍需前行。只要我们重拾那份“看不惯的

刚性”，找回那份“被驱走的灵性”，坚守那份

“轮椅上的韧性”，即便进入不惑之年，也一

定会迎来教育生命的另一个春天！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唐山市第二十三中学）

让文字清澈一些
□徐兵田

且行且思

我的三位师友
□王占明

关键人物

在文山书海中与你相遇，定是与你有

缘分。这个夏天，我有幸与《斯霞文集》相

遇了！

我们的缘分是这样开始的。

近来我读到一位特级教师郭学萍的

文章，她在文章中写道：“我甚至可以说，

是斯霞燃起了我的特级教师梦……在 20

多年的工作中，我努力践行着最初的诺

言。”到底是怎样一位前辈，能燃起郭学萍

的特级教师梦并激励其奋斗20余年？读

完文章，我急切地想全面了解斯霞老师，

于是买到了五卷本的《斯霞文集》，就这样

我与《斯霞文集》相遇了。

读完五卷本斯霞文集，我想说：“斯

霞，必将会影响我以后的从教之路！”

斯霞触动我的，不是她所获得的荣

誉，而是荣誉背后那丰富的教育实践和深

刻的教育思想。

斯霞 18 岁从师范学校毕业，而后的

几十年中一直从事小学教育工作。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小学教师无政治地位，无

工作保障，无安定生活，所以人们根本瞧

不起小学教师。但斯霞没有因为别人对

自己工作的非议而妄自菲薄，她始终认

为小学教育是一门学问，更是一门很细

致、很复杂的艺术，并不是谁都能当好小

学教师。

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和学习，使得斯

霞进一步认识到小学教育的重要性，使她

更坚定了做好一名小学教师的信念。工

作期间，她曾多次有机会离开教学一线，

离开小学，但她爱自己的学生，爱自己的

工作。当好一名小学教师，是她一辈子的

追求。

斯霞是孩子们的朋友，也是孩子们的

妈妈。无论是年轻时，还是步入中年抑或

是步入老年后，斯霞都愿意和孩子们打成

一片。上课时，她用儿童化的语言与孩子

们交流；课余时，她会和孩子们一起养小兔

子。有一次上课天热，斯霞不自觉地用书

扇起风来，这时一个学生向她提出意见，她

马上意识到行为的不妥，当众承认错误。

斯霞是孩子们的妈妈。天气变冷时，

她会跑到家里把家人的衣服拿给孩子们

御寒，她把需要照顾的学生带到自己家

里，一住就是好多天。童心和母爱，是一

位教师多么宝贵的品质啊！

斯霞一辈子都在备课。斯霞任教过

许多学科，新中国成立后，她任教的学科

是小学语文。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她任教

的都是小学低年级语文。有人认为，低年

级的内容那么简单，何况斯霞已经教了四

五十年书了，还用备课吗？但她却说要

“用一辈子去备课”。

斯霞是怎样备课的？每年寒暑假，斯

霞都会先通读新学期要用到的教材，制订

教学计划，并考虑相应的教学措施，准备

好教具。备课时如果遇到不懂的问题，不

管学生上课是否可能问到，斯霞都会想方

设法弄明白。例如在讲到《小壁虎借尾

巴》一课时，为弄懂有关壁虎的一些科学

知识，在当时网络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

斯霞特地向南师大生物系老师求教，并借

来壁虎标本进行研究。斯霞备课可以说

达到了“走火入魔”的境界，经常在走路、

吃饭时都在备课。有时半夜里忽然想到

上课的好方法，便会起床把方法记下来。

有时因为找不到满意的教学方法，斯霞会

食不知味，睡不安寝。好教师一辈子都在

备课，斯霞无疑是这样的好教师。

斯霞在用生命上有生命力的课。读

到斯霞的一些教学设计和课堂实录，我更

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不夸张地说，斯霞老

师50多年前的教学设计，拿到现在来看，

仍然非常精彩。这就是有生命力的课的

魅力，因为它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斯霞在实践中思考，在思考中实践。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什么是最好的纪

念，我想，应该是“传承”！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保定市第二中学分校）

教育妙招

以阅读之名向斯霞老师致敬
□佟志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