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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2018年11月21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讲完人物画要点的美术老师，当场变身“模特儿”。我爱您，亲爱的伍老师，谢

谢您！ 重庆市九龙坡区谢家湾朵力小学 黄欣然 指导教师：吴华平

一缕书香，把我的记忆之门浓墨重彩

般悄然打开。姥爷的藏书阁，让我与书结下

情缘。在书的指引下，我辗转到了三尺讲

台。每日清晨听到学生朗读唐诗，或抑扬顿

挫或婉转悠扬，我就这样与学生一起领略了

书的芬芳，在书香里品味过去与未来。

“若教人，先教己，若有心，果自成”。面

对信息爆炸的时代，教师更要做读书的榜

样。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

我喜欢林清玄的作品，对于《心田上

的百合花》一文更是了如指掌，这篇文章

对于我的性格塑造，有着不可磨灭的贡

献。与学生一起欣赏这篇文章，学生也深

受触动。此外，我还向学生推荐了沈石溪

的动物小说，坚持每天给学生讲一个经典

故事。就这样以书为友，好书推荐会成为

班级的特色。

在班级管理中，面对班里学生之间冲突

不断的情况，我拿来一本《西汉故事》与学生

一起分享。我引导学生先分析西汉名臣各

自的性格特点及历史命运，然后讨论同学之

间性格的不同，进而总结同学之间应该如何

相处，以史为鉴。一时间，班里的学生人人手

捧《西汉故事》，读书交流会开了一场又一场，

无形之中让经典对决漫画，读书对决游戏，达

成了一个“完美”结局。

每个孩子都如此不同，但格外引起我

注意的是一些特殊群体，我称之为“苦

木”。所谓“苦木”，就是在学习上苦不堪

言，又要背负家长的苦心培育，让教师日

益苦恼的学生。他们是班里的“活跃’分

子，关注小动作比关注课堂更有兴趣。他

们也是“枯”木，在各自的角落里任凭风吹

雨打，苦了老师，难了家长，也为难自己。

给镜子一缕阳光，它会变幻出一个多

彩的世界，而给“苦木”一缕心灵的温暖，

就为他们点燃了一盏成长的心灯。教师

要以最接近学生学习的起点开始，带领学

生走向最远的终点。于是，我以书为契

机，从学生的兴趣出发，引导学生在书中

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让书成为学生的

“新朋友”。

书香淡淡，带来不仅仅是一缕清香，

更是我与学生之间心的共鸣。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荣成市世纪小学）

为学生带来一缕书香
□唐海燕

悦读·话题

童心绘师

寒假终于来了。在确定这个假期找哪些好

书大快朵颐之前，我又重温了一遍意大利著名

小说家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没想到

文中的下面这段话，却带给我挥之不去的忧虑：

我们总要……一再读第一手文本，而尽量避

免二手书目、评论和其他解释。中学和大学都应

加强这样一个理念，即任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

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上被讨论的书；然而学校

却倾尽全力要让学生相信恰恰相反的事情。这

里广泛存在着一种价值逆转，它意味着导言、批

评资料和书目像烟幕那样，被用来遮蔽文本在没

有中间人的情况下必须说和只能说的东西——

而中间人总是宣称他们知道得比文本自身还多。

读那些好书本身，也就是读卡尔维诺所说的

“第一手文本”，尽量避免“二手货”，这应该不是什

么惊人之论，而是最平常不过的常识。问题是，

卡尔维诺这里所谓的“价值逆转”却不仅至今尤

是普遍现实，而且在中国已有愈演愈烈之势。

这几年一直参加大学自主招生以及研究生

招生考试，每每询问同学们读过一些什么书时，

这种“价值逆转”的印象甚至格外强烈了起来。

提到读经典，这些从千千万万考生中遴选出的佼

佼者，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只能告诉我们这些“考

官”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而极少有人可以如

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一部或几部自己心爱的作

品。有某一场考试中，当被问及印象最深刻的文

学经典时，五位考生居然有三位给出的答案是

《飘》。他们之中，完整读过《红楼梦》的属凤毛麟

角，能够细致复述自己所读作品具体细节的也总

是屈指可数。武断一点也许可以说，我们的不少

考生并不缺少他们为通过考试可以倒背如流的

“知识”，但却非常非常缺乏亲炙好书并与伟大心

灵对话的兴趣、能力和内在的爱。

倒是有一次一位来自边远乡村的考生，背

诵了《史记》中的几个未曾出现在教科书上的

大段落，一时间令我们感佩不已。但是，当她

说出个中原因，却又让我们全体哑然。因为，

她说，在她的中学，除了教科书，她能找到的最

喜欢的课外书——“也就只有《史记》了”。

多想所有这些仅仅是我个人所遇到的偶

然中的偶然，所产生的偏见中的偏见；多想我

们可以说，卡尔维诺也不过是在杞人忧天。可

惜，似乎不是。

多年前从金克木先生的文章《“书读完了”》

中知道了一则逸事。据说，历史学家陈寅恪曾

对人说过，幼年时他见到另一位学者夏曾佑。

夏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

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对这个“神话”，金先

生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在他看来，这绝不是夏

曾佑在“夸海口”或“打哑谜”，而恰恰意味着“总

有些书是绝大部分的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

他书就无所依附”；所以，如果读懂读通了这些

作为其他书的基础的书，确实是可以在一定意

义上声称“书读完了”的。相反，停留在背诵教

科书的水平，而远离这些伟大的原典本身，就真

的如金先生所说的“好像是见蓝图而不见房子

或看照片甚至漫画去想象本人”了。

金先生的这个解释，很显然可以与卡尔维

诺所下的相关结论对读。卡尔维诺不是也认

为“中学和大学都应加强这样一个理念，即任

何一本讨论另一本书的书，所说的都永远比不

上被讨论的书”吗？

可是，为什么实际的情形却吊诡地与此相

反，甚至大相径庭呢？金先生早在1984年说过

的话，至今发人深省：

文化和书籍应当是前进中脚下的车轮而

不是背上的包袱。读书应当是乐事而不是苦

事。求学不应当总是补课和应考。儿童和青

少年的学习应当是在时代的中间和前头主动

前进而不应当是跟在后面追。仅仅为了得一

技之长，学谋生之术，求建设本领，那只能是学

习的一项任务，不能是全部目的。为此，必须

想法子先“扫清世界”……由此前进。“学而时

习之”本来是“不亦悦乎”的。

我们不禁要问：是谁把书籍变成了“背上

的包袱”？又是为什么读书成为苦事，求学也

只是为了补课和应考？而教育只是为了得一

技之长、求谋生之道呢？读好书，读该读的书，

难道不是教育最应该有的手段和目的吗？

当然不该苛求学生，他们毫无疑问有难言

的苦衷。但作为他们的师长、他们的父辈，我

们怕是难辞其咎。至少需要扪心自问：那些我

们期望中学生、大学生读的好书，那些伟大的

书，我们自己认真而投入地读过吗？我们的心

智离那些书是不是越来越遥远？

不读该读的书，这个看似微末的问题，不仅将

在深层次上最终危害知识生产和经济发展之类功

利目的，而且更将危及民族文化与文明共同体的

健康生存。这应该不是危言耸听吧。美国政治哲

学家阿兰·布鲁姆在《巨人与侏儒》一书中曾说，对

一本伟大著作或者一个伟大作者的反复阅读与信

赖的消失，“不仅导致生活基调的庸俗化，而且也

导致社会的原子化。因为，有教养的民族结合在

一起，是基于对德行与恶行、高贵与卑鄙的共通理

解”。而这些共通的理解，离不开伟大的书。离不

开《诗》《论语》《孟子》《老子》和《庄子》，也离不开荷

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和马克思……尽管

这一切至今仍会被某些人无端判定为国产的“封

建糟粕”或进口的“西方毒素”。

卡尔维诺和金克木给了我们思考今天所

面临的问题，不可多得的启示。我们身处这个

读书风气已然败坏的时代，这个或许“与真理

隔了三层”的时代，要真正重返伟大经典、真正

读懂并读好那些该读而恰恰没有读的“第一手

文本”，依然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对我们而言，不仅

书远远没有读完，而且读该读的好书，也需要

重新开始。

（选自张辉《如是我读》，商务印书馆 2015

年10月第1版）

这也是一篇谈读书的文

章，作者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

文学系张辉教授。文章写于

2015 年 1 月 ，原 载 2015 年 3

月 31 日《文汇报》（上海）笔会

副刊。

读书，读好书，读“第一手”

的书，读经典的书，读伟大的

书；以及，何以应该如此——文

章要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这“最平常不过的常识”，却需

要被一再述之论之呼之吁之。

这是为何？金克木先生“车轮”

“包袱”之说，可能是一解。欲

求其原由的全面细致和深入，

还应该深长思之；而中小学语

文教师，尤当自问。

文中提及的卡尔维诺、金

克木、陈寅恪、夏曾佑、阿兰·布

鲁姆等诸人，我们可以着重了

解一下。

（任余）

随看随想

卡尔维诺与金克木的启示
□张 辉

每周推荐

“妈妈，你有个口头禅。”女儿说。

“不可能，做老师的对口语表达质量是有要

求的，所以说我不可能有口头禅。”我自信地说。

“你看，又来了——‘所以说’。”

这是口头禅吗？可是，我好像真的经常说

“所以说”。“抓紧时间再复习一次，所以说艾宾

浩斯的遗忘规律对学习还是很有用的。”“所以

说出门在外多一点警惕总是好的。”

我刚想教育女儿不要那么较真，却突然记

起了自己也曾这样较真过。

读师范时，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位脸庞黝黑

的中年男教师。我在数学课上关注老师本人

比关心学习内容兴致高得多。一次，我与同学

心血来潮，商量着细数老师的口头禅。这位老

师最喜欢说“我们说”，20 分钟过去，我们记录

了他的话里 100 多次“我们说”。哪有“我们

说”，分明是他一个人在说。

此后，我便时时警醒自己的口语表达，并且

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女儿的一番话让我开始

重新审视自己。这不禁让我想到前不久与同为

教师的朋友聚会，其间她得知儿子将带有准考

证的笔袋落在了出租车上。朋友马上联系她儿

子，在母子对话中，我旁观了另一个自己是怎样

将孩子无意间的“落笔袋”，提升、拔高、放大成

了关乎人生未来走向、决定事业成败的大事件。

同样在班级里，每个孩子都生活在教师目

光炯炯的过滤镜下：

地面有纸屑，这怎么可以？卫生习惯最能

反映一个人的素养，细节显品质。一个连卫生

都做不好的人，还能够做好什么？一片纸屑扑

倒大好前程。

学习用品摆放凌乱，这怎么可以？凌乱的

摆放体现思维的无序。一个连书桌都整理不

好的人，怎么能有序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甚至

规划整个人生？凌乱的桌面毁掉井然人生。

上学迟到，这怎么可以？迟到说明时间

观念不强，一个时间观念不强的人怎么可能

珍惜时间？由“上学迟到”引发人生大崩盘。

然而，或许桌面凌乱只是来不及整理，今

天迟到只是闹钟坏了……可是这些在教师眼

中都是不可忽视的大事。我的“所以说”也是

如此，这是一个教师迫不及待要在一地鸡毛里

拎出清爽明晰的道理结论，期望孩子能统统带

上，举一反三，一点即通。

其实，大多数时候都是一厢情愿枉费心机

的说教。教师这个职业常要“说教”。“说教”面

目总归不讨喜，我们反反复复在研究与探索的

就是给“说教”穿上漂亮的外衣，设计有趣的路

径，让你不觉得正在被说教。然而，说教就是

说教，即便身披彩衣仍改变不了其实质。

穷尽全部哲理，也不一定能指导出完美人

生。更何况，我的“所以说”，从个例到普遍、

从局部到整体，推演得简单又粗暴。“所以说”

的后面跟着道理和结论，背后却是教师、教师

妈妈迫不及待的焦虑与略带偏执的职业思维

模式。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实验小学）

戳破“所以说”的外衣
□章秀平

成长记录

近日，由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

教育局、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主办

的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第二届年

会在成都市召开。

通过组建名师工作室，发挥名

师的辐射、示范效应，进而带动整个

区域教师队伍建设成为许多区域的

共同选择。但如何突破发展瓶颈、

如何做出新意、如何让工作室高效

运转……成为许多名师工作室面临

的困境。

江苏省南通市名师导师团副

团长郭志明通过大量的一线经验

与案例，为名师工作室的定位与

运作提供了路径与选择。名师要

在不断打破与重建中获得突破，

本次年会开设了国防大讲堂等，

力图“让名师不再局限于课堂的

某一个知识点，而是从另一个视

角审视教育，打开思维，打破成长

困境”。

会议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名

师工作室分别进行了主题报告、示

范课、说课与经验交流，近百位名师

工作室负责人参与到活动中。为了

解决不同地区、不同工作室的不同

发展诉求，活动期间设置了扬帆起

航篇、耕耘超越篇、升华收获篇三个

分会场，根据工作室成立时间长短，

从不同层级、不同需求分主题解决

各自的困惑。

与会者认为，“全国名师工作

室联盟力图解决工作室发展过程

中的问题、发现优秀教师、促进教

师成长。联盟以问题为导向，通过

名师工作室集聚的资源，让教师找

到成长目标，找到成长路上的同行

人。”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成华区

于 2009 年率先在成都市成立名师

工作室，目前已组建 30 个名师名

校 长 工 作 室 和 31 个 教 研 员 工 作

坊，年均辐射带动 600 名名优后备

教师梯次成长，加速了区域教师队

伍整体专业化建设。

据介绍，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

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众多

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努力

探索教师成长的新路径、新方法、新

策略。全国名师工作室联盟 APP、

联盟大课堂即将上线，教师可以随

时随地在线与名师进行交流、寻求

帮助，推荐优质课堂成果，开展在线

教研、在线答疑，集教研、展示、问题

解决于一体，实现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立体化服务体系。

与名师同行
□本报记者 孙和保

教师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更是一

个由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在我看来，教师成长

大概有三个比较明显标志：

把书教厚，又把书教薄。把书教厚是指传

授知识、培养能力的叠加和累积，是知识能力

的有效增长和丰富。然而从实践来看，人的知

识能力、财富职位、阅历经验未必总是有效的

累积叠加。不少人的人生过程是“猴子掰玉

米”——摘一个，丢一个，永远在起点徘徊。

称职的教师总是不断带给学生丰富的传承

和积淀，无论各个学段的知识还是拓展课内课外

的能力，都能让学生调动积累，让学生永远站在

前人的肩膀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真正优秀的教师不会满足于此，因为仅是

物理性叠加未必就是厚重，仅有“厚积”未必就

能“薄发”——一座摩天大楼的巍然矗立，不是

依靠钢筋水泥的无序堆砌，而是要有强有力的

内在支撑。学生知识能力的内在支撑就是能够

引领学生“举一反三”“画龙点睛”的学习能力、

方法与规律。而认识理解这些能力、方法与规

律，传授并让学生接受、吸收、消化，需要教师

有化繁为简、化整为零的精神和功力，需要教

师能吃透知识的结构体系、内在联系、演进轨

迹、前沿动态等。然后，才能让学生明晰重点、

理解实质、把握内涵、掌控方法。

把书教厚，是打牢学生的知识基础；把书

教薄，是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把书教深，又把书教浅。把书教深，是遵循

知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学习规律，循序渐进

地让学生不断深化理解运用，学会调动已有积

累，激发思考动能，不断超越自己，获取新知。

但教育实践告诉我们，并非是书教得越

“深”才越有水平。能让学生痴迷于学习是一

种本事，但能让学生既进得去又出得来并且能

够“深入浅出”才是大本事。

把书教深，是锤炼学生功底；把书教浅，是

开启学生智慧。

把书教“庄”，又把书教“谐”。把书教“庄”，

是指对知识的尊重与敬畏，是学习目的明确，学

习态度端正，严谨治学，认真教学，发奋求学。

有经验的教师都知道，学生要在学业上有

所建树，最重要的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要有良

好的学习态度、方法、习惯，要有独立思考的精

神和学习探究的状态。

教育是科学，也是艺术：作为科学，理所当

然要教得字斟句酌、一丝不苟；作为艺术，则要

把书教得妙趣横生、神采飞扬。

把书教“庄”，是教师的本分；把书教“谐”，

是教师的本领。

对于学生而言，能遇上把教育做成艺术、

做到极致的教师，是人生之大幸——比起日复

一日枯燥无味的苦苦求索，这种亦庄亦谐的寓

教于乐，就如赏心悦目的艺术盛宴一般，让人

感觉学习的快乐和美好。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天门市职业学院）

把书教厚，又把书教薄
□黄延平

且行且思

资 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