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心中的老师，她和蔼可亲，对待学生一视同仁。她像春雨一样滋润着我

们，在她的精心呵护下，我们像阳光下的花朵一样健康地成长。

浙江省温州市城南小学会昌河校区 吕优优 指导教师：乐燕娜

童心绘师

顾随（1897-1960），字羡季，笔名苦水，别号驼庵，河

北清河人。一代宗师；是艺术家，也是学者、哲人。

近年来，因为先生弟子周汝昌、叶嘉莹等的绍介之

功，顾随的著述渐渐为更多的人所知悉、了解。尤其是

叶嘉莹先生昔时听课笔记的整理出版，更让我们如闻謦

欬，得以领略这位宗匠大师的魅力和风范。

所选一段，是顾随先生讲授《文选》时对“散文”作的

概述，以诸子和“史汉”为代表，讲“议论”和“纪事”，可谓

字字珠玑。

顾随的学生、红学泰斗周汝昌曾这样评价他：“一位

正直的诗人，而同时又是一位深邃的学者，一

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 （任余）

散文漫议
□顾 随

每周推荐

随看
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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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含义很广，凡不叶韵之散行文皆曰散

文。然自狭义方面言之，散文并非散行文字，

散文很似西洋之essay，极似小品文。说散文近

似现在之小品文，然未能说出散文与小品文究

竟是什么。又说“散文是无韵不骈”，然此仍未

能说明散文之定义。（骈文之美发展到最后，成

为四六。外国之散文诗，在形式上、音节上，都

无中国之骈文美。）在形式上、音节上是散文，

在内容上是散文诗，此是中国之散文。小品文

亦如此。

散文既是诗，必以写景、抒情为主。景者，

目之所见、耳之所闻……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写景离不开眼、耳、鼻、舌、身五根；意则

为抒情，由己心而想而生。中国诗大部分是写

景、抒情，故有人说诗中不能杂议论，杂议论则

成诗论，只有诗之形式而已。杜诗有“诗史”之

称，因其纪事诗特多之故。既然写成文，不论

散、韵，纪事、议论、写景、抒情四者，必具其一，

或兼而有之，或具有一二项；诗则以写景、抒情

为主。狭义之散文、小品文、散文诗般的散文，

亦以写景、抒情为主，亦或有议论或纪事，然不

占主要，与诗之不以议论、纪事为主同也。简

单地说，散文除无韵、不骈之外，须以写景、抒

情为主，自然，亦可杂用议论及纪事。

以上是给散文下一谨严之定义——狭义

的，即将其范围缩小。

文章内容：议论——思想；纪事；抒情；

写景。

议论：

周秦诸子之文好极了。直到现在，除了翻

译之文（一为外国文章之翻译，二为佛经之翻

译），无能与之对抗者。说到行文，翻译之作尚

不及周秦诸子。周秦诸子实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然周秦诸子其目的在发表思想，即议论也。

所谓议论即判断。议论、判断是人类的

特殊本领，人所以为万物之灵，其一即人类有

判断力。议论、判断应从思想而出，不应从传

统上而来。“传统”一词，极为熟悉。所谓传统

就是习惯，包括纵——历史的、横——社会的

两方面。一切的传统的判断，是未经过思想

的判断。思想最怕盲从、武断。（人云亦云，随

意加评判。）没有一个盲从之人不是武断的；

反之亦然。武断由己，盲从由人。盲从之人，

由于自己无思想，无思考力，故无判断力；武

断之人亦如是。故武断之人喜盲从，盲从之

人亦喜武断。

秦始皇焚书坑儒，该死。前人文章皆如此

骂他，我们作文亦是如此，此是传统。曹操、曹

丕是奸臣，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曹丕篡

汉，前人戏曲、小说都如此骂他们，我们也骂，

此亦是传统。应想秦始皇当时之环境，为之设

身处地而想，若己身为始皇，是否焚书坑儒？

说出理由来。如捉住小贼，打骂之后送往法庭

论罪，此固然是对的，但这是传统的。对底下

人不严，不使用，是奖其懒惰。在我是仁慈，然

底下人并不了解，而认为是应该，甚至支使也

支使不动了。此太宽。处世对人真难，脾气暴

躁难处；而脾气好也应小心，易为人所欺。那

么，人怎么办？做好人呢还是做坏人？所谓

“宁得罪君子，不得罪小人”，真使人恨不能变

为毒蛇猛兽咬人，使人不敢欺己。对底下人固

不必太和气，然也不必做一暴君。对小偷而不

责罚是奖励偷盗，责罚是惩罚。然若己身为

盗，在三九寒天，身上无衣，腹中无食，且非止

一朝一日，不偷怎办？若己身在此境亦不偷，

说出理由来。对小偷若责罚之，是传统的；不

责罚应有理由，此即所谓思想——议论，由思

想而生之议论。

中国最好的议论文章是诸子，因其对物理

人情下过一番思考，故既不盲从，亦不武断。

诸子文章当然有好的文章，而其意义并不在

文，乃为了表现其思想。凡思想清楚之人，其

文章必佳，虽然也许不深刻、不伟大，（当然也

有深刻伟大。）

纪事：

《史记》《汉书》，文章亦极佳。所谓“子”

“史”，皆是很好的文章。凡是写史者皆富于思

想，能思考，能判断；否则，写出来的仅是史料而

非史书。一切文章亦如此，非思想清楚不可。

没有一部史书不是用极好的文章写出来

的，然其意在写往古来今之史实。《左传》《史

记》《汉书》，为人人信任、崇拜，以为学文言文

须读此三书。然此三书之文章固是好，而作者

之意不在作文乃在纪事。

子、史是艺术，然其意在人生而不在艺

术。议论——诸子，纪事——“史”“汉”，是为

人生的艺术。史是记录人生的，子是改进人

生的，不论乐天、悲天……总之，是对现世的

不满而希望有一个更合理想的生活。写社

会，写人群，是因其恨此社会没出息而希望社

会好起来、活泼起来、光明起来。史是记录人

生的，写在专制时代。贤良政治、暴君政治、

民主政治……下之人民生活情况，此当然亦

是为人生的艺术。

（选自顾随《顾随讲〈昭明文选〉》，河北教

育出版社2018年9月第1版）

且行且思

走向管理的光与影
□赵成峰

关键人物

生命和谐的乐园
□梁 彬

去年我参加了广东省的校长培训班，再

次来到深圳市行知小学，见到了久违的满小

螺校长。

8 年了。2011 年我在行知小学跟岗，当

时我刚刚当上校长，就在以为可以“指点江

山”的时候，满小螺校长用她的谦逊、和美让

我意识到应该及时悬崖勒马，也就在那个时

候，我对“校长”有了全新的认知。大概是阅

历不足的原因，我当时的认知也仅仅停留在

“不可造次”的层面，真正得到真相，则是去年

那次造访。当我问及“一个校长应该具备什

么素养”时，在满小螺校长的口中，我得到了

“保持善意”“坚持阅读”的答案。我才终于明

白，我与她的差距不仅仅是教育理念，最重要

的还是个人素养和人文情怀。基于仰慕，今

年4月我再次踏进行知小学。

这里早已形成一个和谐的教育生态系

统，一切都是那么自然而然，充满生命的力

量。在行知小学，你会感受到这个生态系统

所呈现的积极向上、温暖怡人的氛围是一种

比制度更规范的和谐，而且是生命的和谐。

行知小学的办公用具、功能设施能用木质

的绝不用金属，各种装饰能用纸的绝不用塑

料，目的是为了让孩子触摸到“自然”“柔软”，

而非“人造”“工业”。木头曾经拥有过生命，它

自然的文理、质感所保留的生命气息最能给予

我们温暖，因此它也是艺术的宠儿。然而，如

果艺术将它繁复变更，它就俗气了，失去了生

命的本真。于是，在行知小学，我们所看到的

都是简单的现代风格木质用具和不假雕饰的

艺术语言，它保留了生命的“真”和“美”。

在真和美中育人应该说是教育最基本的

要求，如果学习不是为了得到真相和获得美

的觉醒，那么它就成了一种笑话。同时，育人

也是一种复杂的工作，落后的教育将育人简

单为育“脑”，只要将知识填满孩子的脑袋，那

么工作则告“完成”，这样便造就了一批也许

工作能力很突出却不懂得快乐的人。这样的

教育，在行知小学是不被允许的。

行知人除了育“脑”还育“心”，别的不说，

看学生文化的布置，每一幅版画、每一个标语

都出自孩子的机杼，每一处校园文化都有孩

子的参与。在这个生态里，它善于包容一切

硬质的冲击，并将其融为自身的一部分。

陶行知先生说：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你捧着一颗爱心，就拥有了教育最强

大的武器。而这件武器并不是游戏里的装

备，它必须被实实在在握在手上，像行知小学

这群教育追梦人一样，课堂上不允许一个人掉

队。在行知小学，我看到一个智力有缺陷的孩

子关掉了立式空调，老师微笑重启，孩子再一

次关掉，老师再一次微笑，并恳请这个孩子看

守空调，确保不被再次关闭。这个细节让我突

然意识到，这样的世界才是孩子应该接触到

的。我们习惯地认为某类人应该在蜜罐里，某

类人应该在冰雪中，慢慢地，这种习惯成为认

知、成为合理，慢慢地，我们忘记了生命的平

等。这时，我才意识到满小螺校长那句“保持

善意”的分量——先对周遭的事物有善意才有

尊重，有尊重再来讲平等，有了平等才能产生

爱，行知小学便如此贯彻着“善”和“爱”。

离开的时候，我送给满小螺校长一套村

上春树的随笔集。满小螺校长是我除了村上

先生以外见过的第二个极富生命意识的人，

他们身上都具备了同一种博大、温暖、善良的

人文情怀。

我曾经在一首诗中表达了一种愿望：“我

希望天是蓝色的/笑容结满每一棵赶路的

树”，今天，在这个时间就是生命的深圳特区

的一所小学，我找到了。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揭阳市揭东区新亨

镇硕榕中心小学）

管理有光，是它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温

暖；管理有影，是难以驾驭的窘境、失之偏颇

的痛苦。

走向管理，曾是我仰望且避之不及的。

师范毕业后，十八九岁的我，刚参加教学

工作就被安排做班主任。我渴望成为一个好

的管理者，但是明显能力不足。准确地说，我

不善于管理别人，同时不善于管理自己。虽

然自己性格随和与一般人无二，实际上骨子

里却轻易听不进别人的建议和意见。第一年

的班主任工作，不到一年我就不得不当了“逃

兵”，成为一生留在心底的“痛”！

然而即使不做班主任，作为一名科任教

师，组织教学、管理学生，也需要有管理技能

和艺术。我靠“拾人牙慧”勉强度日，这个时

候我对管理是有偏见的，直到没有管理能力

的我将自己的生活、工作、学习弄得一团糟。

对子女的教育，与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的交

流，让我感到处处捉襟见肘。我开始从古今

中外的优秀书籍中寻找对症良方。

从典籍中，我寻找到一些心灵自我安慰

调节的良方，特别是《左传》《道德经》《论语》

等，都给我很好的触动和启示。2007 年，听

了陶继新老师的报告《如何做一名幸福教育

者》，陶继新用自身经历和采访的大量实例，

讲述了经典文化对提升自身修养的作用，传

播了经典文化在现代教育教学管理中的意

义。我从陶继新的报告中，看到了一缕曙光。

之后坚持了13年的经典诵读，让我改变

了内心。但对工作学习和生活的改善并不

大，感觉“知”与“行”是“两张皮”。2016年参

加叙事者团队，学着撰写叙事教育文章，水平

有限的我，相信勤能补拙，坚持“每日一文”。

这个过程中，我关注并思考分析与学生交流

互动中的得失，让教育教学走上了良性循环

轨道。这时，我突然对“管理”产生了兴趣。

那一年，我正好50周岁。

50岁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对教学工作产

生了抵触心理，对学校其他事务性管理工作

也不感兴趣，我知道这是无能者的一种避之

唯恐不及。坚持叙事教育写作几个月后，我

开始改变对管理的看法，并渐渐懂得：管理技

能艺术，用好了对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是有

益的。我对教学实践管理有了一种期待——

希望借助教学管理这个平台，积累更多教育

和管理方面的经验。

如今我担任两个班的地理教学，兼任学

校图书借阅管理、教材作业本发放等工作。

这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小事细节之管理，虽

没有一定之规，但我都坚持不违背教育原则

和学校管理制度这个根本。对一个细节和一

件小事管理的完善提升，让我收获了作为一

名管理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快乐。我不再桎梏

于对管理者的仰望和避之不及，开始以平和

的心态面对管理者，学做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和被管理者。其实，一个优秀的管理者像极

了自己心中那个优秀的自己，被管理者像极

了自己心中那个需要完善提升的自己。不管

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学会善待对方，帮助

对方发现自身潜能，不断扬长避短，不就是提

升自身生命价值吗？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昆仑中学）

在教学中，常常会有一些尴尬的事情

发生。

记得第一次上《装在套子里的人》一课

时，因为我的普通话不够好，在读“契诃夫”

这个名字时读成了川普。这个时候，我听到

有人小声地说“不是这个音吧”。但因为那

时年轻，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我假装没有

听见，在第二次读的时候，便特意读得很准

确，以示自己刚才并没有错。

虽然学生被暂时糊弄过去了，但是我的

内心却没有逃过愧疚，一直记得那个场景，

也对自己处理的方式不够满意。我一直在

想，如果我当场承认错误会怎么样呢？

后来有一次写板书时，我又犯了一个错

误。我把“批判”的“判”写成了“叛逆”的

“叛”，直到下课后才注意到。这时我面临两

个选择，一是继续装作不知晓，心存侥幸，或

许没人发现；二是承认错误，与学生一起重

新改正。

在经过短暂的选择后，我决定试一试第

二种方案，承认自己的错误。

第二天上课时，我的第一句话便是道

歉，并指出板书里的错误。学生的反应出乎

我的意料：“哦，是吗”“我写得是正确的”“已

经改正了”……他们并没有斤斤计较我的失

误，这让我有点感动，也让我明白了有时敢

于坦承自己的不足比掩饰更好。

我常常回想自己在教学中的点滴，发现

自己最大的问题是朗读功底不足，普通话不

够好。我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和学生一起朗

读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时，我虽然中气

十足，气势雄壮，无奈很多字音处理上不够

和谐，学生一边听我读，一边悄悄地学我的

口音，这让我有点沮丧。但是有了承认不足

的勇气，我决定继续向他们坦承自己的缺

点：“因为普通话不够好，朗诵得不够好，但

是我认为自己在情感处理上是比较到位

的。你们认为朗读过程中应该怎么处理情

感呢？有没有同学来示范？我相信你们会

比老师读得更好……”

或许他们感受到了我的真诚，或许他们

在我的缺点中发现了难得的感动，学生们充

满热情地不断朗读，他们试着超越我，试着

自己去体会情感与语言之间的关系。

这是承认不足带来的意外收获，他们不

再挑剔我的发音，更在意的是我在情感上的

示范。正因为普通话不够好，每每推荐了诗

词后，我的诵读总能得到热烈的掌声。学生

不再苛求我的发音，而是换成了对我的勇气

和正确的情感处理方式的认同——这是我

与学生一起产生的默契。

记得前不久看印度电影《嗝嗝老师》，开

始我也与学生一样无法理解一个患抽动秽

语综合征的女教师如何能胜任工作。可是

到了最后，在理解了女教师真诚的态度、永

不言败的人生选择后，再次看她一边讲课一

边晃动脖子的情境，竟然觉得无比美好和感

动。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教师，她

不需要隐藏什么，她只是向学生坦率地展示

自己修行的过程。

作为一个教师，或许衣服搭配不够时

尚，体态不够完美，爱好不够高雅，或许在教

学上也有诸多不足，但只要敢于承认不足，

有勇于承认的勇气，则更容易得到学生的体

谅，也更容易得到别人的尊敬。人无完人，

真诚是最永恒的相处方式，师生之间也不

例外。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新都香城中学）

承认自己的不足
□余志勤

成长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