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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2019年1月9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那抹微笑
□范先机

关键人物

阳光煦和的秋日，接到高中同学打来

的电话，告知您刚刚办完退休手续，正式告

别了三尺讲台。听到这个消息，我才感到

时间真是白驹过隙，一晃离开母校鄂州高

中30年了。同学们相约要感谢您昔日的谆

谆教诲，庆贺您42年的教学生涯完美谢幕。

尽管离别了30年，由于您心态平和，岁

月并没有刻下很深的痕迹，只是头发稀少

些许，脸上的皱纹比我们稍深一点。您身

材依然干瘦，但目光深邃，精神矍铄。几位

在鄂州城区工作的同学围坐您的周围，您

侃侃而谈，仿佛是凯旋的将军，脸上一直洋

溢着特有的微笑。您的那一抹微笑，对我

们很重要。

多年前的 9 月，我们有幸走进您的麾

下。一开始，您就猛烧“烈火”，着手铸造勇

于向上的班风，让我们适应您的严格管

理。每天清晨什么时候起床，起床后干什

么，什么时候下楼用餐，上课如何高效率听

讲，作业如何保质量完成，晚上何时关灯睡

觉等，您时刻如首长一样进行战前大训诫，

并将这些“训词”写进“班级宪法”。我们60

人在这个“根本大法”的约束下，只争朝夕

地拼搏。高一第一学期期中考试，我们班

首战告捷，成绩位居全年级前列。您站在

讲台前，如上台领奖的明星，脸上绽放着灿

烂的“花朵”，夸奖我们有实力，要求我们总

结“得与失”，争取更大的胜利。

从此，您的笑容便镌刻在我们记忆的

广场。正如您的大名“周克胜”，您处处要

求我们是胜利者，走在前列。您是典型的

“刀子嘴豆腐心”，高中3年，您对我们的要

求一直没有放松，但对我们的每一点进步

都微笑鼓励。我们在各类大型考试乃至学

科竞赛取得优异成绩，您微笑；我们从青春

期困惑泥沼中挣脱出来，您微笑；我们的成

绩上升幅度较大，您微笑；乃至我们唱着激

昂向上的《春风吻上我的脸》，您也微笑。

您用微笑激励我们 3 年，通过 3 年拼搏，我

们大多考取了理想的大学，这个成绩着实

让您微笑了几年。

您的微笑，不仅影响了我们高中 3年，

而且影响着我们的一生。虽然您没有显赫

的光环，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您却是我

们心中的英雄，我们以您的微笑激励自己

走好人生的每一步。无论是在基层农村奋

斗，还是在繁华都市工作，无论是在政府机

关为人民服务，还是在商海打拼，我们都沿

着您“笑”定的方向，兢兢业业，克难奋进。

更让您欣慰的是，我们一部分同学继承您

的衣钵，吟唱《长大了，我就成了你》走上了

三尺讲台。不仅如此，我们也与您一样，注

重家庭建设，与“另一半”一起精心营造和

睦、和顺的家庭，为孩子的成长营造温馨的

港湾。

为了您的微笑，我们会一如既往地把

好人生的方向，努力为人生添加色彩，也再

次祝您晚年幸福，霞光满天。

您的微笑，对我们很重要，致我的高中

“老班”周克胜老师。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鄂州市教育局）

我出生在农村，最初的单位也是农村，

那个“土旮旯”曾被喻为“凤台县的北大

荒”。棚房、土房，牛和羊，人和畜，天苍苍野

茫茫。学校是两层小楼，站在校门口看庄

稼、看羊群、看“烟村四五家”……内心是荒

芜而迷茫的。

我的第一节公开课是《武松打虎》。磨

课期间，我培训了几个孩子，让他们分别扮

演武松和老虎，我当解说员……这堂课热热

闹闹，虽没有实质内容，却成为我专业发展

的起点。

感谢最初工作的那几年，对专业知识

的学习令我豪情满志。因为对自己是非

师范类专业毕业一直耿耿于怀，于是报

了师范类的自学考试，在备考过程中学

习了《中学语文教学法》《中学作文教学》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等理论。接着，县

教育局又对我们进行了《教育学》《心理

学》等科目的培训，这些构成了我最初的

语文底蕴。

但是随着教龄拉长，倦怠期很快到来。

直到 2009年，我的内心才开始惶恐，于是决

定考研。几番打拼，几多追寻，再一次走进

大学校门，读完现当代文学研究生，我被分

配到凤台四中。

凤台四中每年都会请名师专家授课讲

座，先后邀请了钱梦龙、肖培东、黄厚江、余

映潮等名师。钱老的导读法让我大开眼界，

肖老师的朗读设计让我耳目一新。

罗素在《我为什么而活着》一书中说：

“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对人类苦难

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而无比强烈

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是的，如果你不能

以专业眼光看待教本，去深刻了解孩子的心

灵，你就在这个神圣的讲台上重复生活，虚

度光阴。在各路名师的引领下，我开始了

“教育叙事”，同时我也开始关注语文教研方

面的动态……就这样慢慢求索。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忽然我的眼前就

出现了那么一道光。2013年底，微信公众号

“语文湿地”招募编辑，我立即提出申请，此

后负责特级教师王君专栏的制作。紧接着

2015 年初冬，淮河的天空雨雪霏霏，学校请

来王君为教师上了一节示范课。这堂课，在

我的小城刮起了教研风暴，也在我的内心掀

起更大的波澜。没想到语文课可以上得如

此热烈激情、气势磅礴。

几番风雨、几番坚持，转眼已经两年，由

我主笔的专栏已有 30 多万字，垫起了专业

的高度。其间，我先后接到多家杂志约稿，

参编了4部图书，成为《课堂内外》杂志的编

辑。此后，我以王君为师，将课堂融入了青

春语文的血液。

一次，王君号召说，“四川广元一所小

学希望我们工作室去他们那里开展活动，

唤醒教师职业倦怠，有课、有报告、有座

谈。有人愿意去吗？”我立刻报了名，原因

只有一个：14 年的乡村小学教育，乡村的

炊烟已经融入我的每一个细胞。这是扎

根乡土的我——热爱学生，追求课堂进

步，遇见更好的自己，虽满头霜雪而矢志

不渝。

怎样更好地生活，我现在心中有了答

案，那就是保持一颗童真的心，追求更美的

语文课。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淮南市凤台县第四中学）

“边城”是边远、偏僻的小城的意思。这里

的县治在镇筸，亦称凤凰厅，所以沈先生在履

历表上“籍贯”一栏里填的是“湖南凤凰”。有

的作家（如施蛰存先生）称沈先生为“沈凤

凰”。——以地名作为称呼，表示对这人的倾

倒尊敬，这是中国过去的习惯。《边城》所写的

小城，地名叫做“茶峒”。

“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表示这地

方离开大城市，离开现代文明都很远。离开知

识分子很远，离开当时文学风尚也很远。

“我这本书只预备给一些‘本身已离开学

校，或始终就无从接近学校；还认识些中国字，

置身于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以及说谎造谣消息

所达不到的那种职务上，在那个社会里生活，

而且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

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他们真知道当前农村

是什么，想知道过去农村是什么，他们必也愿

意从这本书上同时还知道世界上一小角隅的

农村与军人。我所写到的世界，即或在他们全

然是一个陌生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宽容，他们

向一本书去求取安慰与知识的热忱，却一定使

他们能够把这本书很从容读下去的。”

“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

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

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

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

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也

说不定，或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

这是理解《边城》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沈

老其他作品的钥匙。

《边城》可以说是沈先生的代表作。

故事很简单。

茶峒有一个渡口，渡口有一条渡船。渡船

不用篙桨，船头竖了一枝小竹竿，挂着一个可

以活动的铁环，溪岸两端水面横牵了一段竹

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竹缆上，船上人就

引手攀援那条缆索，慢慢的牵船过对岸去。管

理渡船的是一个老人。老人身边有一个孙女，

叫翠翠，还有一只黄狗。

镇筸有个管水码头的，名叫顺顺。顺顺有大

小四只船，日子过得很宽绰。他仗义疏财，乐于

助人。河边船上有一点小小纠纷，得顺顺一句

话，即刻就解决了。因此很得人望，名声很好。

顺顺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天保，老二叫傩

送。一个十八岁，一个十六。

两兄弟都喜欢弄船老人的孙女翠翠。

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

大老因为得不到翠翠的爱，负气坐船往下

水去。船到险滩，搁在石包子上，大老想把篙

子撇着，人就弹到水里去。

大老淹坏了，二老傩送觉得大老是因为翠

翠死的，心里有了障碍。

他还是爱翠翠的。在和父亲拌了两句嘴

之后，也坐船下行了。

大雷雨之夜，弄船的老爷爷死了。

二老还不回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

回来！”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是写得很含蓄，很

纯净，很清雅。

小说生活气息很浓，不断穿插许多过端

午、划龙船、追鸭子、新娘子、花轿等等细节，是

一幅一幅的湘西小城的风俗画。甚至粉丝、红

蜡烛……都呈现出浓郁的色彩。

沈从文是写景的圣手。他对景色似乎有

一种特殊的记忆能力。他说：“我想把我一篇

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

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

景，欲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从文

自传·我所生长的地方》）如：

……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

澈见底。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

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

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

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

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

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

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衣裤，

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人

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面的，无不朗然入

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与四周环境极

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

沈先生不是一个工笔重彩的肖像画家，不

注意刻画“性格”，他写人，更注重人的神态、气

质。如写翠翠：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

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

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

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

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

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

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机

心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

《边城》是二十“开”淡设色册页，互相连

续，而又自为首尾，各自成篇的抒情诗。这种

结构方法比较少见。这是现代中国难得一见

的牧歌。沈先生说这篇故事中“充满了五月中

的斜风细雨，以及那点六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

的热和闷热中的寂寞”。我们还可以说这里充

满了春秋两季的飘飘忽忽的轻云薄雾。《边城》

是一把花，一个梦。

（选自汪曾祺《独坐小品》，河南文艺出版

社2017年6月第1版）

随看
随想

《边城》题解及赏析□汪曾祺

每周推荐

香港三联曾出版《中学生文学精读·沈从文》；汪曾祺先生给该读本写了“导读”。这里选刊关于《边城》的两段：题解

和赏析。

《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她的题旨，简言之，关于人与自然，关于真善美。且不论人物、事件，即或对一山一

水、一草一木，沈从文的笔下都是饱含挚爱的。当下，这样的写作者，实已罕有；就是这样的阅读者，也并不很多。对自

然，对生活，我们正在失去这样的襟怀和“耐烦”。

《边城》的介绍、分析、评论、赏鉴文字，夥矣；可见人们对她的爱重。其中，汪曾祺先生关于《边城》的论析，

自有其特别价值。汪曾祺先生不仅是沈先生的学生，还是沈先生小说美学的承续者。 （任余）

童心绘师

同学们，看这两条相交线垂直吗？别笑，是相交不是香蕉…… 江苏省无锡市东林小学 徐梓菡 指导教师：陈帅

从学校退休后，我受聘于一所职业中

专继续教语文。未教之前，听说职业中专

的学生成绩良莠不齐，他们到学校学习是

假，混文凭是真，许多老师拿他们毫无办

法，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彼此相安无

事就好。

听此传闻，开始我还将信将疑，直到

上了第一节语文课，才真正相信“传说”并

非空穴来风。

那天上课铃一响，我兴冲冲地走进

教室。还未等讲课，就听见从教室最后

一排传来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响。我循

声望去，见坐在最后一排的学生正在接

听电话。我怒不可遏，几步跨过去制止他

的违纪行为，却又发现他上课没带书，这更

令我震惊：“你的书呢？”“忘在宿舍了！”他振

振有词，一副向我挑衅的硬派样子。为不

影响其他学生，我忍了又忍，在极度愤懑压

抑中讲完了这节课。

第二节课前复习，我怒气未消，有意

“将他一军”，指名让那个“挑衅”的学生回

答，结果是预料中的“不会”。这“不会”令

我生气，而那充满敌意与挑衅的目光及不

屑一顾的轻蔑神情更令我受不了，真如火

上浇油。

第二天，我到四楼给会计班上课，刚

到二楼楼梯口，便迎面碰见了那个“挑衅”

的学生。真是冤家路窄，我硬着头皮想走

过去，万万没想到一声“老师好”打破了僵

局。我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眼前却真真

切切地面对着一脸真诚微笑的他。

这一切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也让我为

自己的偏见以及狭隘而懊悔，在此之前我

不是还认为他是“寒露风吹过的禾苗——

没有收成的谷”吗？没想到我观念立场的

转变竟是戏剧性的，也从没想到以后会为

他付出这么多精力。

一次教到白居易的《琵琶行》，我向

他提问本篇名句，他答不出。这么简单

的问题都不会，在以前我早搂不住火，而

现在我满面春风，让他翻开书本找答案，

找到后再念给大家听。结果找对了念得

也对，我破例在“平时成绩栏”给他打了

及格分。令人想不到的是，这次“通融”

竟歪打正着，他的语文成绩慢慢提高，期

末考试时，他的语文成绩竟破天荒地得

了90分。

此 后 ，我 以“成 功 ”激 励 对 他 实 行

“动态”管理，进行“发展”性评价，充分

调动其“内驱”力，而其中的关键是以真

诚、友谊、平等温暖他那颗纯真、善良、

冰冷的心。

暑假前的最后一天清晨，雨后天晴，

我与他在操场不期而遇。他向我提及第

一次提问的事，说他那次实际会就是没

说。我感到震惊，便问为什么。他说故意

考验我对他是真还是假，还说“后来看出

老师是真对我好，在期末学生测评老师

时，我也给您打了90分”。

面对他，我竟无言以对……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铜山县教育局）

90分
□薛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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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张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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