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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9年7月3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本书发表于 1874 年 10 月。尼采本意要写一组反思现代文化的论文，但只完成了四
篇，这是其中的第三篇。本文是全书的第一部分，尼采借向叔本华的致敬，探讨了一个从
古希腊延续至今的千古难题：认识你自己，成为你自己。尼采之处，人的自我是被外部世
界和种种偏见所遮蔽的，而真正的教育家，是去除你身上的那些遮蔽，让你的本质暴露出
来。教育不是去改变人，而是解放人。去发掘每个人身上那种“不可教育，不可塑造之
物”，即每个人自我的本质。现代文明以其强大的技术理性，将每个人纳入自己的轨道，教
育在其中也不自觉地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今天读读尼采反思现代性教育的文
章，教育者或该有所警醒。 （杨赢）

成为你自己□尼采

每周推荐

随看
随想

每颗年轻的心灵日日夜夜都听见这个呼

唤（成为你自己），并且为之战栗；因为当它念

及自己真正的解放时，它便隐约感觉到了其万

古不移的幸福准则。只要它仍套着舆论和怯

懦的枷锁，就没有任何方法能够帮助它获得这

种幸福。而如果没有这样的解放，人生会是多

么绝望和无聊啊！大自然中再也没有比那种

人更空虚、更野蛮的造物了，这种人逃避自己

的天赋，同时却朝四面八方贪婪地窥伺。结

果，我们甚至不再能攻击一个这样的人，因为

他完全是一个没有核心的空壳，一件鼓起来的

着色的烂衣服，一个镶了边的幻影，它丝毫不

能叫人害怕，也肯定不能引起同情。如果我们

有权说懒惰杀害了时间，那么，对于一个把其

幸福建立在公众舆论亦即个人懒惰的基础上

的时代，我们就必须认真地担忧这样一段时间

真正是被杀害了，我是说，它被从生命真正解

放的历史中勾销了。后代必须怀着怎样巨大

的厌恶来对付这个时代的遗产。当时从事统

治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徒具人形的舆论。

所以，在某一遥远的后代看来，我们这个时代

也许是历史上最非人的时期，因而是最模糊、

最陌生的时期。我走在我们许多城市新建的

街道上，望着信奉公众意见的这一代人为自己

建造的所有这些面目可憎的房屋，不禁思忖，

百年之后它们将会怎样地荡然无存，而这些房

屋的建造者们的意见也将会怎样地随之倾

覆。与此相反，所有那些感觉自己不是这时代

的公民的人该是怎样地充满希望；他们若不是

这样的话，他们就会一同致力于杀死他们的时

代，并和他们的时代同归于尽——然而，事实

上他们宁愿唤醒时代，以求今生能够活下去。

可 是 ，就 算 未 来 不 给 我 们 以 任 何 希 望

吧——我们奇特的存在正是在这个当下最强

烈地激励着我们，要我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和

法则生活。激励我们的是这个不可思议的事

实：我们恰恰生活在今天，并且需要无限的时

间才得以产生，我们除了稍纵即逝的今天之

外別无所有，必须就在这个时间内表明我们

缘何和为何恰恰产生于今天。对于我们的人

生，我们必须自己向自己负起责任；因此，我

们也要充当这个人生的真正舵手，不让我们

的生存等同于一个盲目的偶然。我们对待它

应当敢作敢当，勇于冒险，尤其是因为，无论

情况是最坏还是最好，我们反正会失去它。

为什么要执著于这一块土地，这一种职业，为

什么要顺从邻人的意见呢？恪守几百里外人

们便不再当一回事的观点，这未免太小城镇

气了。东方和西方不过是别人在我们眼前画

的粉笔线，其用意是要愚弄我们的怯懦之

心。年轻的心灵如此自语：我要为了获得自

由而进行试验；而这时种种阻碍便随之而来

了：两个民族之间偶然地互相仇恨和交战，或

者两个区域之间横隔着大洋，或者身边有一

种数千年前并不存在的宗教被倡导着。它对

自己说：这一切都不是你自己。谁也不能为

你建造一座你必须踏着它渡过生命之河的

桥，除你自己之外没有人能这么做。尽管有

无数肯载你渡河的马、桥和半神，但必须以你

自己为代价,你将抵押和丧失你自己。世上

有—条唯一的路，除你之外无人能走。它通

往何方？不要问，走便是了。“当一个人不知

道他的路还会把他引向何方的时候，他已经

攀登得比任何时候更高了。”

然而，我们怎样找回自己呢？人怎样才能

认识自己？他是一个幽暗的被遮蔽的东西：如

果说兔子有七张皮，那么，人即使脱去了七十

乘七张皮，仍然不能说：“这就是真正的你了，

这不再是外壳了。”而且，如此挖掘自己，用最

直接的方式强行下到他的本质的矿井里去，这

是一种折磨人的危险的做法。这时他如此容

易使自己受伤，以至于无医可治。更何况倘若

舍弃了我们的本质的一切证据，我们的友谊和

敌对，我们的注视和握手，我们的记忆和遗忘，

我们的书籍和笔迹，还会有什么结果呢。不

过，为了举行最重要的审问，尚有一个方法。

年轻的心灵在回顾生活时不妨自问：迄今为止

你真正爱过什么，什么东西曾使得你的灵魂振

奋，什么东西占据过它同时又赐福予它。你不

妨给自己列举这一系列受珍爱的对象，而通过

其特性和顺序，它们也许就向你显示了一种法

则，你的真正自我的基本法则。不妨比较一下

这些对象，看一看它们如何互相补充、扩展、超

越、神化，它们如何组成一个阶梯，使你迄今得

以朝你自己一步步攀登；因为你的真正的本质

非深藏在你里面，而是无比地高于你，至少高

于你一向看做你的自我的那种东西。你的真

正的教育家和塑造家向你透露，什么是你的本

质的真正的原初意义和主要原料，那是某种不

可教育、不可塑造之物，但肯定也是难以被触

及、束缚、瘫痪的东西：除了做你的解放者之

外，你的教育家别无所能。这是一切塑造的秘

诀：它并不出借人造的假肢，蜡制的鼻子，戴眼

镜的眼睛——毋宁说，唯有教育的效颦者才会

提供这些礼物。而教育则是解放，是扫除一切

杂草、废品和企图损害作物嫩芽的害虫，是光

和热的施放，是夜雨充满爱意的降临，它是对

大自然的模仿和礼拜，在这里大自然被理解为

母性而慈悲的；它又是对大自然的完成，因为

它预防了大自然的残酷不仁的爆发，并且化害

为利，也因为它给大自然那后母般的态度和可

悲的不可理喻的表现罩上了一层面纱。

当然，或许还有别的方法能使人找到自

己，摆脱他一向如同飘浮在乌云里一样的那种

麻木状态而回到自己，但是，我不知道还有什

么方法能比省悟他的教育家和塑造家更好。

（选自尼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周国

平译，译林出版社2014版）

童心绘师
蜡炬成灰泪始干。他们将毕生知识传承于你，他们陪你学习、玩耍，他们是你的第二个家，他们燃

烧自己照亮别人，他们就是哺育我们的“辛勤园丁”。

山东省青岛市西海岸新区新世纪小学 王一轩 指导教师：杨仕玲

1997 年，我踏上乡村教育这方热土。参

加工作正值教改的春天，从教改中汲取营养，

做一名好教师是我的梦想。

2003年，24岁的我参加“河北省邢台市首

届教学标兵大赛”并获奖，这无疑给我注入了

强劲的专业自信。领导嘱咐我“多听听大家

的课，共同提高”，一时间单位里教学研究蔚

然成风，许多同事参加优质课大赛纷纷获奖。

随着教改的逐步推进，我参加了县“主题

教学”的研修并担任本校区“高效课堂”实验

班的课改工作。一线教师的工作日常是琐碎

的，作为班主任兼教研组长，我恨不得长出三

头六臂，利用时间争分夺秒。学习、实践、观

察、反思、整理，成为我的工作常态。我常常

拿本书，有时间就看；装个小本子，看到问题

随时记录。

2013 年，我接手了现在这个班级。我给

它取名“逐梦班”，是想与学生一同开启“逐

梦”之旅。可最初，“逐梦”未成，却遭遇了滑

铁卢。每天状况百出、事端不断。

我灰头土脸、焦头烂额。好不容易理顺

点了，才有时间思考：焦躁、郁闷、抓狂，有什

么用？我扪心自问：我的初心与梦想呢？当

才华配不上梦想时，我又该要怎样做呢？

于是，我决心从两方面着手，左手抓班级

管理，右手提升业务素养。“扬长护短”是我的

治班法宝，我用孩子的“长”撬动起他们积极

向上的动力，逐渐消磨、削弱、削减短板。

当我将信任放大，再望向学生：他们双眼

放光、声音清脆响亮。他们用行动践行“自主、

自治、自律”的自我管理。上周学校举行象棋

比赛，学生小强错过了报名时间，初赛已经结

束。我问他：“孩子，马上进入决赛了，还能有

什么办法呢？”小强思索着。很快，他决定与班

委会成员一起争取机会。他们先找到主管赛

事的副校长，后又找到校长。校长回复说：“请

小强与参赛队员商议，是否给他机会逐一对

决。”于是，小强逐个约棋手比赛，并一一击败

了他们。小强被破格录取为校队成员并代表

学校参加县里的象棋比赛。这说明，学生不仅

能够当家做主，而且愿意为之付出努力。

课堂上，我也常问孩子：“你们说我们应

该怎么去学？”他们可以流利地说出学习程

序，并熟练地制作预学单。我们真正实现了

“自主”学习的课堂，真正实现了“自发成长”

的生命场。

就这样，一所乡村小学的孩子，在省市县

武术大赛、演讲比赛、作文大赛、诵读比赛等活

动中拿奖拿到手软。我们的校本研修“从文本

中寻找契机培养学生的阅读与习作能力”已经

成型，孩子们有多篇习作发表，我们的“高效课

堂”已渐入佳境。阳光照耀下的孩子心态开

放，这是多么令人感动的成长姿态。

答案出来了：当才华不足以撑起你的梦

想，就请默默努力，静静积蓄能量，定会在奋

斗中接近梦想！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隆尧县牛家桥校区）

1989 年我幼师毕业，去母校新立小学当

了一名教师，教两个年部的音乐课，另外还带

兴趣小组等。孩子们喜欢我，大清早就去我

家敲门，跟我一起上班，放学了就趴在办公室

窗外等我。

在小学的一年时间里，我上课、备课、写

教案、做教具、参加基本功比赛、组织学生排

演节目。我的课被评为优质课，教案被评为

优秀教案，钢琴演奏获区一等奖，带孩子们排

的节目频频拿奖……那时的我意气风发，激

情满怀。

很快，我便被推荐到四平市二十四中教

音乐课。二十四中也是我的母校，我上学时

没有音乐教师，所以对其他学校格外羡慕。

如今我成为学校唯一的音乐教师，能够带孩

子进入音乐殿堂，我深感荣幸。就这样，我教

全校的音乐课，一周 30多节，从初一到初三，

足足写了三本教案。

那段时间，我带孩子开创了许多“壮举”，

比如一节课我们学三首歌，一首课本上的，两

首孩子们喜欢的。我让孩子准备了歌词本，

告诉他们好歌词本身就是一首诗、一篇文章、

一个故事。我鼓励孩子写歌词，把歌词拆解

成故事。在课堂上，我将《当你孤单你会想起

谁》改成了散文“不想再陪你走”，极大地激发

了孩子们的创作热情，他们尝试着写歌词，写

作文时选材也广了。

在欣赏《猎人合唱》时，我觉得只是听太可

惜了，就教孩子们唱。当时是夏天，那天外面

正下着雨。一个男生玩蜗牛被我发现了，好大

的蜗牛哇，我故意露出羡慕的眼神来化解他的

难堪。男生递给我蜗牛说：“给你的，后院的林

子里有的是，雨后更多。”孩子们都围过来看，

我灵机一动说：“既然林子里有，而且雨后还

多，那咱们先学歌，学会了雨也差不多停了，咱

们去抓！”那节课孩子们学得超乎寻常地快，他

们唱得真带劲儿，把猎人的热爱生活、聪明快

乐、执着坚韧都唱出来了，我也说话算数，用配

好的钥匙打开一墙之隔的校园后门，组团溜到

四平师院的小树林里。结果真的像孩子们说

的那样，雨后蜗牛大且多，我们5分钟左右就

捡了半盆。那些蜗牛开始寄养在班级墙角，冬

天怕冻死，就分到各家各户散养去了。养的时

间最长的养了三年，蜗牛壳又硬又厚。

2008 年 11 月，学校因生源少宣告分流，

我被分到了现在的学校——四平市第十四中

学。从冬天生炉子的小平房到搬进暖洋洋的

教学大楼，从一下雨就泥泞不堪的破操场到

漂亮的塑胶操场，从冒白烟的木头黑板到不

反光、不打滑还有暗格的金属黑板，从看张幻

灯片就知足的过去到VR都要进课堂的现在，

我们的教学设备、教学环境的变化太明显了，

变了还要变，好一个中国大舞台！

在写这篇稿子的时候，我边写边笑边回

忆，觉得自己太幸福了。我所做的，都是在向

一个好老师的目标靠近。我想做一个好老师，

一个能给予孩子更多、也成全自己的好老师。

我想与孩子一起，弹一首成长奏鸣曲。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四平市第十四中学校）

弹一首成长奏鸣曲
□王雪岩

成长记录

一路走来，陪伴我的是飘着淡淡墨香

的书籍。那些厚重的书籍让我在迷惘的

时候沉稳淡定，让我在失败的时候勇敢无

畏，它们陪我走过成长的青涩和执着于梦

想的寂寞。

曾经最惬意的阅读时光，在大学。

总会在午休之时，踏着满地的阳光，

急切地奔向图书馆，那一排排图书便是我

青春岁月里最温暖的陪伴。读书的日子，

时间好像失去了踪影，而心灵却延伸至无

限广阔的世界。虽身居斗室，却能心游万

仞、思接千载，人生百态尽在目前。那些

年，我阅读路遥的《人生》，感受恣意张扬

的生命力；我在《童年》阿廖沙的悲惨遭遇

中默默掉泪，被萧红的《呼兰河传》深深打

动；《简爱》告诉我，在爱情面前不能失去

尊严；《老人与海》告诉我，“人可以被毁

灭，但不可以被打败”……

大学4年，我究竟阅读了多少本书，已

无法计算。只是偶尔翻开当时的笔记，熟

悉的温暖总会溢满心头。阅读的过程就

是慢慢改变的过程，我会在悲剧故事里思

考人性问题，在哲学著作中辨证地看待世

界，在人物传记里汲取人生智慧，在散文

小品中细腻地品尝生活的滋味……现在

想来，我应该感谢那些单纯阅读的日子，

让我能更敏锐地通过生活表象去探寻生

活的底色，让我在以后的语文教学中对文

本的理解多一些独特和深意。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游子，尝尽了

乡愁的苦涩滋味。那些想家的日子里，那

些不眠的夜晚，我把自己沉浸在阅读中，才

能暂时忘却现实的不安与忧伤。工作的地

方是一所郊区学校，校舍虽然破旧，但花草

树木生机勃勃。被遗忘在城市一隅的我，

春日赏花、夏日听雨、秋日拾叶、冬日踏雪，

苦涩的生活中仿佛又有了别样的滋味。

那时候，初为人师的我也会与孩子们

一起读散文。课间、中午、晚上，总会有学

生在蓦然顿悟中情不自禁地颔首、微笑、

默叹，以为妙绝。我们用笔将阅读感受变

成一篇篇优美的文章，在欣赏和品味中，

高三的语文学习也仿佛多了一些浪漫和

诗意的味道。时隔多年，也许那些孩子会

忘了我，但我相信，他们不会忘记我们一

起阅读的时光，不会忘记高考那年他们在

散文中获得的一份从容和坦然。

5 年之后，我的工作环境发生了很大

改变。熟悉的朋友变成了回忆，一切好像

回到了原点。我开始思考自己的选择，开

始思考我正在进行的语文教育。

我开始阅读语文教育著作。读余映

潮，我知道了“板块式”教学的思路；读王

君，我了解到“青春语文”的内涵；读黄厚

江，我懂得了“本色语文”的回归。

原来，有那么多优秀的语文老师，一

直坚持着自己的教育理想，他们用执着

和信念告诉我平凡的生命也有着高贵的

灵魂。那么我呢？我如何将语文的诗

意、浪漫和课堂的高效巧妙融合？如何

为学生营造积极阳光的课堂氛围，让语

文课堂成为学生向往的殿堂？我开始反

复品读每一篇文章，根据教学重点、难

点、情感点和趣味点，精心设计课堂语文

学习活动，努力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参与

其中，并获得成功的体验。渐渐地，在我

的课堂上，学生的笑容愈发灿烂，表达愈

发自信勇敢，他们会因为一个问题而争

辩，因为一个疑难而冥思苦想。我忘不

了作文课上，孩子感动的泪珠如满天星

辉，照亮了我的教育梦想。

人生的困惑，一本书，一个人，豁然

开朗。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镇江市伯先中学）

悦读·话题

一本书，一个人
□王 姗

当才华
配不上你的梦想
□史凌云

且行且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