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马朝宏 电话：010-82296738 执行主编：宋鸽 010-82296728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9年7月10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卡尔·萨根是美国天文学家和科普作家，一生致力于向公众普及科学。本文选自
他的科普作品《神秘的宇宙》（英文原名 Cosmos）的最后一部分。他站在宇宙的维度上
看待人类的自我认知，提出我们应该抛弃偏见，抛弃战争，致力于探索宇宙，探索我们
人类的渊源。人类是宇宙独一无二的存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应该设法
避免自我毁灭，走出地球，探索宇宙。这是卡尔·萨根在冷战时代的呼吁，也是
人类所有世代的共同愿景。 （杨赢）

为地球呼吁□卡尔·萨根

每周推荐

随看
随想

充满星球的太空多么浩瀚，与其他星球相

比，我们的地球多么渺小。但是，我们的一切

宏伟的计划，一切航行，一切战争，却都是在地

球这个小小的舞台上进行的。那些不惜牺牲

无数生灵而发动战争的王公贵族真该好好地

反省一下，他们的野心充其量不过是成为世界

的一个可怜的小角落的主人。

——引1690年惠更斯所著《关于星球世界

及其居民和生命的新猜想》

我们，不管是什么人，都抱有一种奇特的

观念，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只要与我们有些

差别，我们就觉得有些奇怪或异乎寻常，就觉

得难以信任或令人讨嫌。请想想，“外国的”和

“稀奇古怪的”这类词所包含的含蓄的贬义。

然而，我们文明社会的任何遗迹和文化，只不

过代表人类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假如有一

位天外来客看到我们，他就会发现他所看到的

人类及其社会中的不同与其相似相比是微乎

其微的。宇宙中可能存在许许多多有高级生

命的世界。但是根据达尔文主义的理论，除地

球以外，其他地方不存在人类。只有在这里，

只有在地球这颗小小的行星上才存在人。我

们是稀罕的受到危及的物种。从宇宙的角度

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极其珍贵的。如果有

人与你有隙，让他活下去吧！因为在1000亿个

星系中，你找不到第二个这样的人。

人类的历史是缓慢地认识这样一个真理

的过程：我们都是一个更大家族的成员。人类

社会的初期。人们只忠实于自己和直系亲属，

随后，他们的忠诚也只局限在四处流浪漂泊的

狩猎——采集群落；再往后是效忠于自己的部

落、小地区、城邦、国家。我们现在已大大扩展

了我们所爱的人的范围。我们还组成了简称

为超级大国的国家联盟，不同种族、不同文化

的人在一起为某种事业一起工作，这显然是更

富人性和有利于性格塑造的尝试。但是假如

我们要继续生存下去，我们的忠诚还必须进一

步扩大、它应该包括全人类，包括整个地球。

当然，对那些统治国家的许多人来说，这种观

点是令人不快的。他们害怕失去权势，我们将

会听到许多有关叛逆和不忠诚的喧嚣。富裕

的国家必须同贫穷的国家分享他们的财富。

但是正如H.G.威尔斯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说的，

要么保留人类社会，要么共同毁灭，没有其他

的选择余地。

几百万年以前，地球上尚无人类。而再过

几百万年，谁还会在地球上？在我们这个星球

46亿年的整个历史中，尚没有什么东西离开过

地球。可现在，无人驾驶的探测飞船正闪烁着

银光，矫健地穿行在太阳系中。我们已对20个

天外世界进行过初步的探测，包括肉眼可以看

得见的行星，它们都是在夜空中遨游的光点，

它们曾激励我们的祖先去醉心探索。假如人

类能继续生存下去，那么有两点理由会使我们

的时代为人永志：在这技术蓬勃发展的危险时

刻，我们设法避免了自我毁灭；在我们这个时

代，星际航行开始了。

然而，严酷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用来把

探测器送往行星的火箭同样也能用于向别国

发射核弹头，“海盗”号和‘旅行者”号飞船采用

的核技术又正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技术；无线

电技术和雷达技术既用于跟踪、制导弹道导

弹，以及防御核攻击，也可用于监测和控制宇

宙飞船，捕捉地外文明发出的信息。假如用这

些技术来毁灭我们自己，无疑就再也不能去探

测其他的行星和恒星了。相反也是这样，假如

我们继续我们的航天事业，沙文主义将会进一

步崩溃，人们就会从宇宙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我们将会认识到，我们只能代表整个人类去进

行宇宙考察。这样，我们就会全力以赴去争取

光明，而不是走向灭亡，去扩大我们对地球和

地球上生物的了解以及寻找其他地方的生

命。无论是进行载人的还是不载人的空间考

察，所采用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以及所需

要的献身精神和勇敢无畏精神，与进行战争的

要求是基本相同的。因此，只要在核战争爆发

之前实现了真正的裁军，这样的考察就会使主

要国家的军事工业去从事一项长远的、无可非

议的伟大事业。耗费在准备战争的精力能够

比较容易地转变到从事宇宙的开发事业之中。

进行较大的空间探测的费用十分高昂，如

在月球上建立永久性基地和人到火星上去探

险。因此，我认为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筹措

到这样的巨款，除非在核裁军和“常规”武器的

裁减上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即使实现了这样

的裁军，那时也许会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做。尽

管如此，我仍然坚信，假如人类能避免自我毁

灭，我们就迟早能实现上述计划。一个社会不

可能停滞不前。人们存在着某种复杂的心理、

在探索宇宙过程中哪怕是小小的退缩趋势，也

会给许多代人带来明显的退却。相反，哪怕对

地球以外的探险给予轻微的资助——我们可

以学哥伦布，把它称为“星际事业”，经过几代

人的努力，人类就能最终出现在其他世界上，

来庆贺我们参加了宇宙的事业。

大约在 360 万年前，在今天的坦桑尼亚北

部发生了一次火山大爆发，火山灰覆盖了周围

的大平原。1979 年，古人类学家玛丽·李基在

火山灰中发现了一些脚印，她认为这是早期人

类的脚印，也许是现代地球上所有人的祖先的

脚印。在38万公里远的地方，在我们曾经乐观

地称之为静海的一片干燥平坦的大平原上，人

类也留下了其他天体上最早的脚印。我们已

经走过了 360 万年的旅程，走过了 46 亿年和

150亿年的旅程。

因为我们是产生了自我意识的宇宙局部

的化身，我们已经开始考虑自己的渊源了。我

们是在深思其他星球的星球物质，是由1028个

原子组成的集合体，我们正在探索原子的演化

过程，正在追踪意识产生的漫长历程。我们应

该忠诚于全人类，忠诚于整个地球。必须由我

们来为地球大声疾呼。维持人类的生存不仅

是对我们自己负责，也是对宇宙负责，对这个

古老的、浩瀚的、孕育了我们的宇宙负责。

（选自《神秘的宇宙》，卡尔·萨根著，周秋

麟等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

童心绘师
谢谢您，老师，是您教会我用舞蹈抒发情怀，用肢体诠释梦想。在我小小的心灵里，除父母外便是您，

在我小小的世界里，最了不起的也是您。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南定小学 苏彦洁 指导教师：王萍

亲爱的同学们：

当你们读到这封信的时候，你们已经离

开了一中。此时此刻，作为你们的校长，我

心里既有不舍，也有开心。

不舍，是因为你们是我在学校招收的第

三届学生。你们刚入校时可爱的样子，依然

历历在目。所谓学校，是因为有了学生，才

成其为校。如果没有你们，一中只是几栋空

楼。因为有了你们，一中才是一中。你们的

进步，促进了一中的发展；你们的成长，也成

就了一中。作为与你们朝夕相处了3年的校

长，我心中有太多的牵挂，既期望你们健康

地成长，也期盼你们拥有美好的未来。

你们即将进入人生的另一段旅程。在

一中的3年，你们都变了，从童年的懵懵懂懂

变成了少年的意气风发。人生是一段旅行，

要走过不同的路，见到不同的人，遇到不同

的事，邂逅不同的风景。现在，你们即将开

始新的旅程，我为你们感到高兴。

在这临别的时刻，我有几点期望。

我希望大家常怀敬畏之心。不知道大

家还记不记得，进入一中伊始我就告诉大

家，我们的校训是“求道启智”。“道”，是世间

万事万物运行的规律。最大的“道”就是老

实，就是要求我们心存敬畏之心，遵守规章

制度。“轻声慢步靠右行、随手捡拾不乱扔、

公众场合不喧哗”是我们的校纪校规，也是

最简单的规章制度。有的同学觉得，离开学

校就可以不遵守这些校纪校规了。但是我

要告诉同学们，校纪校规是你们人生到目前

为止需要遵守的最低要求。

我希望大家常怀感恩之心。感恩是一

切爱的基础。感恩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生下

你、抚育你；感恩你的老师，他们辛辛苦苦陪

伴了你们 3年，即使再严厉、即使有冲突，出

发点都是希望你们能够变得更好；感恩你的

同学，20 年后还能够分享你的喜悦、分担你

的悲伤；感恩你的生活，甚至是磨难，它们只

会让你更强大。

我希望大家拥有智慧的生活。我们的校

训“求道启智”中的“智”，是人类发展积淀的

经验和技巧。你们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

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我希望大家谨记

“办法总比困难多”，不要蛮干，尝试换一个思

路。“最近的路就是迂回包抄”，这就是智慧。

我希望大家拥有优雅的生活。首先，要有

健康的心理，要善于排解心中的苦闷。脑袋里

要有一把扫帚，能够及时把负面情绪清理出

去。其次，要有健壮的身体，保持每天锻炼一

小时的习惯。最后，保持阅读的习惯。保持终

身阅读，等于终身有一个好老师在陪伴着你。

希望大家20年后还能保持每个月至少阅读一

本书的习惯，和时代共振，与优雅同行。

希望大家保存好这封信。20年后，我们

再来重读这封信，看看我们是不是正在智慧

而优雅的生活。

最后，祝愿大家都能考出优异的成绩，

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潜江市园林一中）

美国教育家多蒙茜·洛·诺尔特说，“如

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批评之中，他就学会了谴

责；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敌意之中，他就学

会了争斗，如果一个孩子生活在友爱之中，

他就学会了这世界是生活的好地方。”教师

的工作是琐碎的，而孩子的内心是脆弱敏感

的，有时候一句不经意的批评，一个偶然的

误会，就会让他们小小的心灵受伤。怎样的

教育是善意而温和的呢？我认为，教师首先

应该是一个聆听者，摒弃偏见，不带色彩、认

真地听孩子说，从他们的语言、感情出发，走

进他们的内心。

送走了毕业班，突然从高年级空降到低

年级的我有点不适应，一下子从琴棋书画、

挥斥方遒的意气风发跌到了锅碗瓢盆、油盐

酱醋的琐碎嘈杂，一点点小事都能报告个不

停。这不，刚坐下，又来了……

“报告华老师，如月把水晶泥带到了学

校，还发给了小朋友。”来报告的小朋友抬头

挺胸，态度严肃，俨然揪出了班里恶风气的

一股骄傲感。门口窸窸窣窣几个小孩探着

脑袋往里瞧，一副看好戏的样子。我一股怒

气冲到了胸口。又是她，那个上学总是迟

到、上课总是不听、作业总是不交的她。我

皱着眉头说：“让她到办公室来！”

没一会儿，几个孩子在推推搡搡中扯着

如月来了。“听说你把玩具带到了教室？”她

伸出手，掌心躺着半小罐水晶泥。我的怒火

油然而生：“我有没有说过不能把玩具带到

学校？”她点了点头。“为什么明知故犯？”她

低着头，咬着嘴唇。“因为他们都不喜欢我。”

她带着哭腔喊了出来，双眼溢满了泪水。我

一下子懵了，措手不及中怒火被扑灭。

“你把玩具分给他们后，他们就愿意和

你玩了？”她郑重地点了点头。我摸着她的

头说：“你知道吗？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不

是靠金钱买来的，想要得到朋友的真心只有

一个办法，就是用你的真心去换，懂吗？”她

开心地点了点头。看着她一蹦一跳远去的

背影，我不禁暗自庆幸，幸亏我能静下来认

真倾听。

“报告华老师，如月带辣条来学校！”怎么

又是她。这次，她昂首挺胸，两眼直视前方。

我心平气和地说：“为什么带辣条来学校？”她

昂着头大声说：“我没有！”接着，如月从口袋

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面巾纸，说：“是这个面

巾纸的味道。”我拿起一闻，不禁哑然失笑。

来到教室，我问刚才是谁来报告如月带

辣条到学校。一个男生骄傲地举起手。我

问：“那你看到她拿辣条了吗？”“没有，但是

我闻到了！”。我让如月拿出兜里的纸巾，放

到男孩鼻子下，男孩闻了闻，一下子顿住

了。我笑了笑说：“老师经常对大家说，眼见

为实。”学生们一下子喊了出来：“对！”如月

笑了，男生也羞愧地笑了。

要想走进孩子的内心，那就弯下腰、低

下头和孩子站在同一个角度，用他们的眼睛

看世界，聆听他们的心声。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南丰小学）

听见你的声音
□华梦娇

师生之间

读书很久了，但从未厌倦，永远新鲜。

我的读书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段落：一

是为生存而读书，二是为存在而读书。

为生存而读书是因为我出生在乡村，

读书在中国是能改变命运的，尤其是农村

孩子。虽然一开始我并不确切地知道，然

而生活总是会给你一记响亮的耳光。记

得高一那年，我决定不上学了，骑着自行

车驮着行李就回家了。在家里待了两天，

母亲什么也没说。第三天，母亲突然决定

让我去地里帮忙背麦子。

夏天的太阳真是活力四射啊，我小小

的身躯要把麦子从地中间一捆一捆地背

到地两头。背了几次我就绝望了，每步走

得都似有千斤重。

遭遇了背麦子的一天，母亲问我：“还

想上学吗？”我含着泪说“上”。于是，我又

驮着行李回到了学校。

从此之后，我的学习态度发生了质的

转变，每天早晨5点起床读书，期末考试由

排名垫底一跃升到了全校第三名。每当

有困难时，我就问自己有没有背麦子辛

苦？经历了无数个寒来暑往、披星戴月

后，结束了本科、研究生、博士和国外的学

习，“读书”成了我前半辈子的全部历史。

毕业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后，生存问题

解决了，存在的问题却凸显了出来，活着

的意义是什么？没有生存压力后，还要不

要读书呢？西班牙诗人洛尔迦说：“如果

我沦落街头，我不会要一整块面包，我要

的是半块面包和一本书。”我也是那种要

半块面包和一本书的人，因为人是精神的

存在，书是我精神成长的维他命。

从2012年至今，我的读书经历了三个

过程。

第一阶段是跟随网师读书。3年读了

300多本书，只为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从

原来单一的英语专业结构拓展到哲学、教

育学、文学、心理学和认知学。这也符合

一名教师的知识结构，即本体性知识占

50%，教育学知识占 30%，人类学知识占

20%。结构决定了我的教学能力，知识结

构调整后的我站在大学讲台上更加自信，

更加游刃有余，也更注重学生个体的成

长、思维的培养和品格的形成。

第二阶段是开展了第二遍的精确阅读，

读书从博览走向了专业的过程。钱穆的《论

语新解》，我每次读完都在书后做标记，现在

已经读了第十一遍了。苏霍姆林斯基《给教

师的建议》一读再读，常读常新，每次读后都

让我对教育充满了信心。渐渐地，我的书架

最上层全部是我最喜欢的经典之书。

第三阶段是阅读的综合期。读书最

终要解决实际问题，如果读书不能让你思

考更深，行动更有效，境界更高，那算是白

读了。更高效的阅读是读写结合，输入和

输出结合，思考和行动结合。原来每日清

晨是阅读的时光，现在以写促读、以写促

思、以写促教。从2012年开始，我带领“大

学生读书会”一起阅读人类经典，开启了茅

盾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著作的阅读，实

现了教师“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梦想。

如果说攻读学位时，每日早起读书着

实辛苦的话，那么现在读书却是夜深自然

而眠、晨曦自然而起，是生命深处自然而然

的呼吸吟唱。我喜欢这种生命苏醒后的阅

读，每天叫醒自己的不再是可怕的闹钟，而

是可贵的梦想。

每一本书都有来路，每一本书都有温

度，每一本书都有在我心中的排名，每一

本书都有再宠幸的欲望。余生里，唯愿在

温暖的时光中，有一杯热热的咖啡在左，

一本喜欢的书在右，一颗心开始游弋，游

古今，“饮食”珍贵的文字，深刻地认识人

性的美好、高贵和丑陋，之后带领学生走

出很远，走到很高……

（作者单位系长春师范大学）

悦读·话题

书是我精神成长的维他命
□孙 影

校长的离别信
□廖功兵

且行且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