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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9年11月6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加藤周一

每周推荐

优等生

随看
随想

加藤周一（1919—2008）是日本“百科全书式”的
学者和杰出的思想家，其《日本文学史序说》《日本文化
中的时间与空间》《何谓日本人》等著作，有中文译本。

《羊之歌》是作者的自传。该书在日本享有盛誉，
或谓“日语写出的最美的散文”。

这里选刊的部分，写加藤周一的小学生活：一个优
等生的“一个小事件”和“补课”。这些内容，我们读来
备感亲切，简直不像是近百年前的事。小学生的生活
和命运，也有超越时代和国度的“共相”么？

《羊之歌》是传记，但并不面面俱到；作者剪裁取舍
大刀阔斧，细处极细，深处极深。这里呈现的，是一个
学者和思者的精神跋涉。 （任余）

有一次，发生了一个小事件。当时，学校

门口文具店边上有一家小面包店，午饭时间，

没有带便当的同学可以去那里买面包，但其他

时间我们都被严禁出校门。但是我们想了个

办法，以为趁老师不注意，飞快地跑出校门买

好面包又飞快地跑回来，是不会被老师发现

的。这个想法里面也包含了对班主任老师的

一个揣测，觉得他应该不会粗暴地呵斥我们。

没想到事情暴露之后，松本老师一眼看穿了我

们的小心思，态度变得异常严厉。他说：“出校

门的都自己站出来！”我们这一级的大部分男

同学都承认了。松本老师开始一个一个地审

问：“是谁出的主意？”“为什么跟着去？”虽然也

有保持镇定的孩子，但大部分同学都已经吓得

脸色煞白，我的腿也抖个不停。已经没有任何

逃跑的借口，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是谁出的主意？”

“不知道是谁出的主意。大家都往外跑，

我就跟着也跑出去了。”我回答道。

“你不知道学校的规定吗？”

“我知道。”

“大家都跑出去，你为什么不拦着呢？”

“……”

“你想拦都拦不住，是吗？”

“……”

“你是想拦住他们才跑到外面去的，是吗？”

——到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这个审问看

似严厉，其实是为了解救我而设计的诱导。如

果我回答说“是的，没错”，就马上得救了。然

而事实却是相反的。但要是我回答说：“没有，

我没想要拦着他们。”我又不知道会受到怎样

的惩罚。不仅如此，这么回答的话，要么等于

承认了我的愚蠢，居然没有听出老师的审问里

面带着诱导的成分；要么就是我听出了诱导的

意思，但却顽固地拒绝了。我既不想承认自己

是个愚蠢的人，也不想承认自己在做顽固的抵

抗。我的脑子一片混乱，在犹豫不决之间，其

实也就是一瞬间，我小声说：“是的，没错。”

“你没事儿了，可以走了。”——我当时几

乎没有听到老师的这句话。当我转身离开的

时候，只感到背后站成一排和我同罪的同学们

投来轻蔑的眼光。那看不见的眼光，不是在指

责我的谎言，而是在蔑视我的背叛。同时，我

也蔑视我自己，强烈地憎恨我自己。当时，老

师代表权力。站成一排的那些同学，不管他们

受罚的原因是什么，不管他们跟我的交情是深

还是浅，在权力面前，我们注定是同伙，我们全

都没有反抗之力。后来我多次回忆起那天的

遭遇，比如一九六〇年，我在本乡路上偶遇一

队大学生，高举“反对安保”的标语牌，从大学

正门出来的时候，就想起那天跑出校门去买面

包的孩子，想起自己跟老师媾和，辩解说我是

去阻止他们，想起我对自己的那种憎恶感。

我们的校长非常有手腕，听说他为了提高

学校的评分，打算要狠抓第一届毕业生的成

绩，那些转学来的就先不做考虑了。提高学校

的评分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在四年级升五年级

的时候，很自然就明白了。

四年级学期末的时候，我们被分成了两组，

一组升学上初中，另一组不升学。有些家长因为

经济上的原因不希望孩子升学，所以这次分组的

依据也不光是看学生在校期间的成绩。不升学

的那组，男女生合在一起变成一个班；升学的那

组，男女生分开变成两个班，尤其是男生那个

班，最后两年还配了一个新来的年轻教员。校

长把这个班的学生交给了年轻有为的专家，希

望通过两年彻底的训练，把其中几个学生送进

有名的中学。上了六年级之后，学习就是为了

考试，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了。我们的教

官宣布：“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为小升初考试做

准备，有必要的话，暑假也要上课。”体操课和美

术课经常被换成为小升初考试所需要的科目，

课表上的课都上完了之后，我们还要继续上课，

一直上到夕阳西下。眼看着天色暗下来，空旷的

校园里早就没有了孩子们的身影，偌大的学校就

只剩下我们和值班的勤杂工。不过，教室里还是

充满了活力，在某种连带意识的支配下，一群人

朝着同一个目标努力——不管这个目标是多么

特殊，尤其是这种连带意识只存在于服从教官指

示、拼命奔跑的孩子们之间。但有一半的学生已

经对奔跑感到了疲惫、失去了兴趣，可能对目标

本身也产生了怀疑。然而，冷酷无情却又充满激

情的老师们，一旦判断这个学生在小升初考试中

发挥不了作用，就不再理会他，既不会提问，也不

会批评他。看不懂题的学生不会挨骂，只有做错

题的我们才会被老师痛批。他们只不过是影子，

我们才是真正的存在。对此我们也是心知肚

明。有一次，教官老师说：“今天补课——还有课

表上面没列出来的课——要很长时间。想回家

的同学可以先回去。”他说话时的语气就像落难

时的亨利五世，骑在马上对他的士兵说：“不想打

仗的，可自行退去。”

“补课”结束，我离开学校，经过樱花胡同

时闻到空气中弥漫着晚饭的香味。好几户人

家的窗户已经亮起了灯。街上已经看不到孩子

们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下班回家的人们、吹着

笛子卖豆腐的小贩、急匆匆赶去附近澡堂的姑

娘们——我跟她们擦肩而过。樱花树上的叶子

都掉光了，只剩下树枝在落日的余晖中勾画出

细细的网眼。通过“补课”，我大概也没有什么

宝贵的收获，但我至少拥有了那一刻，当樱花胡

同灯光亮起时，我的内心涌出了无限的热爱。

（选自加藤周一《羊之歌：我的回想》，翁家

慧译，北京出版社2019年7月第1版）

教师节那天，同事转发了一个公众号给

我，里面有一篇回忆文章《我的几位先生》。作

者是我毕业多年的学生，看到回忆我的那几段

文字，感动之余很庆幸自己没有把“立德树人”

当成一句空话。

——前几日跟朋友聊天，朋友笑我说现在

谁还看这么长的公众号文章啊，你怎么不转

型，写点抢眼的八卦、短讯啥的？这时我就跟

朋友提到我的高中老师王富珍先生。

学生穿过世事向我走来，让我感觉教师迈

出的每一步都不会留下一座空城。

作为语文老师，平日教育教学过程中不仅

应该注重学生的“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

与提升”，更应该注重发展学生的“审美鉴赏与

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能力。

——我真正对文学感兴趣是因为王先生，

源于她的宽容和智慧。高中作文课，老师命

题，同学们用方格作文纸写一篇800字左右的

作文已经是惯例。而第一堂作文课我就用蹩

脚的自信，一口气写了五首“古体诗”和一篇半

文半白的小说，绝不是哗众取宠，而是年少无

知的尝试，是因为彼时仰慕所谓的魏晋风骨，

想做些标新立异的事情。而王先生并未因此

大怒或是给个零分。她给我打了个“优”字，并

且评价“尝试可嘉，望多读书多创作”。

我现在仍能保持读书写作的习惯，就是受

了她的鼓励。

遵循教育规律，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

发展。学生个性不同，教师应该呵护，而不能

一棍子打死，更不应放在一个模具里“加工”，

最后都成为一样的“机器零件”。

陶行知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

里有牛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

——她看我腼腆，容易紧张，特别让我

到讲台前讲些唐诗宋词，并鼓励我说这是你

的特长，要与同学分享；她觉得我对写作很

有些兴趣，便推荐我的文章参加各种比赛，

还 复 印 我 的 考 试 作 文 分 发 到 年 级 各 班 阅

读。我想，不是我的作文有多优秀，而是因

她是一个用心的老师，通过她的力之能及，

小心翼翼地呵护一个孩子内心萌芽的梦想，

鼓励孩子勇往直前，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因

材施教”吧。

学生的自主发展不仅体现在“身心健康”

上，更体现在“自我管理”和“问题解决与创新

能力”上。这让我想起了苏格拉底，他启发诱

导学生把他的观点说出来，但苏格拉底却说

这个观点不是自己的，而是对方心中本来就

有的。

当然，教师的精力有限，能力也不相同，况

且班级学生人数偏多，所以有时难以面面俱

到。只是希望自己能像水一样不断载歌载舞，

让鹅卵石臻于完美。

——她通过（观察）每一个孩子的性格、特

长的不同，帮助他们克服缺点、改变自己。我

们那时很是掀起了一阵嫉妒的风潮。似乎王

先生对别人关注时，其他人都会吃醋，也要暴

露一些缺点，让王先生找到自己来纠正。

亲其师信其道，就像从政者得人心方能得

天下一样。一个教师如果能够获得学生的爱

戴，潜移默化中自然“学高”“身正”。每个学生

的心中都有一杆秤。我们常说“铁打的学校，

流水的学生”，师生一场，教师的一言一行学生

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教师可不能做“糊涂先

生”啊。

教师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想“温而厉，威而

不猛，恭而安”是最高境界了吧。

很喜欢“闻木樨香乎”的典故，木樨香不

香，学生自然能够闻得到，也能受到熏陶。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

高级中学）

成长记录

追梦之路
□高 娟

童年时我有一个梦想，长大后要做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经过十几载严寒酷暑的努

力拼搏，终于如愿了。

1998 年，怀揣梦想的我毅然选择回到

母校——陕西省合阳县坊镇中学任英语教

师。当我信心满满地开始付诸实践时，却

被一个个“刺儿头”扎得“遍体鳞伤”。

班里有个叫卢彪的学生，长得五大三

粗。从我接任班主任的那一刻起，他就屡犯

班规。一天刚上晚自习，教务处通知我去领

人。“别是卢彪吧？”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卢彪

的头发一绺一绺黑黄搭配，脖子上还挂着一

根粗粗的白晃晃的链子。“看看你们班的学

生，像个小混混……”校长黑沉着脸说。“为

什么要打扮成这样？”我强压着心中的怒

火。“老师，你不是也染头发、戴项链了吗？

我的颜色、款式和你的稍微不同而已”。

原来如此！于是我将彩发换成黑发，项

链藏于柜中，然后当着全班学生的面向卢彪

致谢，感谢他给我提出宝贵意见。第二天，卢

彪的头发变短变黑了，那条白晃晃的链子也

不翼而飞。我冲着他会心地笑了笑。原来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是

这样的……

2006年，我开始了一个新的挑战：调入

小学教英语。从教初三转到教小学，开始还

真有点不适应，整天忙得焦头烂额。屋漏偏

逢连夜雨，班里的王子墨几乎不交英语作

业。原来，他是一个留守儿童，父母离异，主

要由爷爷照顾。

王子墨很聪明，喜欢恶作剧，是班里有

名的捣蛋鬼。一天上课时，我发现他蔫蔫的，

于是一探究竟。“爷爷病了，没有人参加家长会

了！”说完，他竟然哭了。我灵机一动：“我陪你

好吗？”“真的吗，老师？老师你不能骗人，骗人

是小狗啊！”他口无遮拦地说道。就这样，我陪

着他开了一次又一次家长会。闲暇时给他补

补课，教他如何洗衣服，请他到家里和女儿一

起享用美食，慢慢地他变了……

2015年教师节，我突然收到一束鲜花，

署名王子墨。他考上了大学，喜欢学习了，

也会照顾家人了。原来“投我以桃，报之以

李”是这样来的……

2016 年 10 月，到城关幼儿园担任园长

成了我的新工作。面对新挑战，我不敢有丝

毫懈怠，因为有个千斤重担压在我的头顶，

那就是：2018 年城关幼儿园要迎接省级示

范幼儿园的复查验收。时间紧任务重，几乎

全无经验的我没有选择余地。

城关幼儿园是一个改造园，90%是转岗

教师，业务能力相对差一点，这是省级复验

的难点和重点。面对弹唱、舞蹈技能差的问

题，我决定和教师们一起在每周大会前先考

核弹唱，每天下午放学后一起练习幼儿基本

舞步。尽管弹得不好听，跳得很难看，但我

依然参加弹唱考核。看着一个敢于挑战的

园长，大家慢慢都大胆行动起来。

2018 年 5 月，复验工作结束了，结果还

不错。晚上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家中，

上高三的女儿问我：“妈，这些天您忙什么

呢？都见不到您一面啊，还说高三要好好管

管我呢。”那一刻，我心里酸溜溜的……

回想起复验前的种种艰难，怎么幼儿园

没人在我面前叫苦叫累，却是齐心协力呢？

北宋教育家程颐的一句话启发了我：以诚感

人者，人亦诚而应。我想，可能是我每天最

早到园、最晚离园的诚意感染了他们。原来

“以行感人者，人亦行而应”是这样的……

岁月如梭，21 年的教育生涯让我历练

颇多、收获颇丰、感触颇深，原来身先士卒、

以身作则才是我要找寻的教育之路；原来爱

心奉献、辛勤耕耘才能实现我的教育之梦！

原来探路、追梦是这样的……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合阳县教师进修学校）

童心绘师

备课时，张老师一会儿奋笔疾书，一会儿又停了下来，写写停停真像我们写作业的

样子。老师的每节课都很有趣，幽默的话语常常逗得我们哈哈大笑。每一次大课间活

动，老师转起她拿手的呼啦圈，转啊转，我们的欢笑声也跟着一起转啊转……

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第三小学 徐佳 指导教师：张莉

是您，
带我从这里出发
□王胜华

关键人物

我的家乡位于武陵大山深处的小山

沟。从家门出发，一条弯曲泥泞的小路，两

旁点缀几间木质结构的土家吊脚楼，终点

连接着公路，一直通往大山外面。路口有

一栋两层单排吊脚楼，一楼是几间教室，二

楼是教师办公和生活的地方。

放假了，当我回到因学生太少而停办

的残破母校——给我启蒙教育的母校，脑

海里浮现出昔日的美好。

楼前一个泥土平坝，孩子们光着脚在

那里相互追打着，也有孩子玩着从不远处

小河沟里拾来的石子。“左边1个大黑石子

当 1 个大和尚，右边 3 个白石子当 3 个馒

头，左边再放 3 个小黑石子当 3 个小和尚，

右边再放1个白石子当1个馒头。这样，左

边4个黑石子，右边4个白石子。那么，100

个和尚刚好要分吃 100 个馒头，大家想想

有几个大和尚、几个小和尚？”被一群孩子

围着的一个头顶土家头巾的老师，像顽皮

的孩子蹲在地上比画着。这就是我小学 6

年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谭生福。

数学课上，谭老师像魔术师一样，有

用不完的道具。一个圆，在他手里魔术般

就变成了两排“鳄鱼大牙”，咬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一个“长方形”，圆的面积就算出

来了；一道应用题，读着读着就变成了黑

板上的一幅画，答案一目了然。他总能把

数学方法融入简单的游戏中，在我们的眼

里，他比华罗庚还厉害。可作为班主任的

谭老师，总告诉我们公路的最远端有无穷

宽广的世界。

六年级的一天，谭老师告诉我：“跟你

爸说好了，过段时间带你去县城参加数学

竞赛。”于是，每天中午课外活动时间，他都

把我叫到办公室，写下一道道数学题让我

做，还时常给我手里塞一个馒头，其实那是

他的午餐。我如饥似渴地做着每一道数学

题，因为吸引我的不仅仅是从来没有去过

的县城，还有其他同学都没有的馒头。

直到有一天，我做完一道数学题时，他

说：“这个题老师也没有做出来，现在你做

对了。你小子还可以，明天我们去县城。”

虽然好多题不会，最终只得了二等奖，但这

次经历却让我终生难忘。后来，我被谭老

师推荐，最终被评为“县三好学生”，他说：

“你是我们村唯一一个‘县三好学生’了，使

劲读书吧，你的世界在公路那头。”从此，我

常常望着公路的尽头，渴望有一天从这条

路走出去。

后来，我去了乡里上初中，县城上高

中，州城上大学，省城工作，实现了当一个

人民教师的人生梦想。

谭老师，是您带我从这里出发，让我看

到了这个世界的无穷魅力。我也会尽最大

的努力，认真对待我的每一个学生，就像您

对我一样。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清华中学校）

闻木樨香乎
□王富珍

师生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