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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身边总会有这样一些人，

他们看起来十分勤奋，也会积极探讨

人生的各种可能，却始终不能获得足

够令人满意的成长。究其原因，他们

大 概 是 陷 入 了“ 假 性 努 力 ”的 怪 圈

之中。

我就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经历。读

初二那年，在一个周末上午，我坐在家

门口的草垛上冥想了半天之后，忽然有

了一个伟大的志向：我要靠自己的努力

离开这个小村庄，成为一个响当当的大

人物。我很明白，要想冲出这个小村

庄，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学习，考上大

学。于是，我飞奔到屋里，把影响学习

的物件一股脑儿塞到破纸箱里。然后，

我找来一块干净的旧布蒙在破损严重

的“书桌”上，把所有用过的课本整整齐

齐码在书桌一角。当努力学习的外部

环境基本布置妥当之后，我拿出一张漂

亮的硬纸片，在上面工工整整地写下了

这样一句“名言”：从今天开始，为自己

的理想而拼搏。第二天早晨，我被闹钟

叫醒，也的确完成了当日计划。但接下

来的日子里，那些成为大人物的宏图大

志渐渐被淡忘了，日子又回到优哉游哉

的安逸之中。

记忆中类似的努力曾经在我的生

活中多次重演，虽然每次的志向不同，

坚持的时间长短不一，但无一例外都

是半路夭折。更为可悲的是，在每一

次间歇性踌躇满志之后，我都会用更

大的虚度来补偿那几天的“劳累”之

苦，从而陷入更加颓废的虚度之中。

当然，在每一次立志失败之后，我也会

陷入不可名状的恐慌，时常为自己的

懒惰和不争气而深深自责。其实，这

是 一 种 典 型 的 、自 发 式 的“ 假 性 努

力”。一个“假性努力”的人，通常会热

衷于编织各种雄心壮志，但坚持起来

往往只有“三分钟热度”。在我们身

边，类似的努力并不少见。往往是，忽

然之间觉得读书很重要，于是便整理

书桌、购买名著、制订读书计划，当一

切最容易做到的基础性工作完成之

后，读书的激情基本上也就开始慢慢

消退。也可能在某一个时刻灵光一

闪，觉得应该去写作，于是建博客、开

公众号，接二连三写过几篇之后便觉

得写作好无聊，倒不如在办公室里闲

聊更为痛快。

为什么会有这种“假性努力”？也

许是因为，我们有自我改变的意识却

又缺少自我建设的能力。每个人都会

从内心里对自己所处的生活世界感到

不满意，不能够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

的平庸，却又缺少强有力的变革性行

动，所以只能用这种近乎“撒娇”的方

式向自己的失败和生活的困顿表达出

“温和”的抗议。也就是说，我们所看

到的努力只不过是一种外在的表演，

无能为力才是它的真实本质。当一个

人失去了自我建设的能力，却又不愿

意承认自己的怯懦，通常会尝试做一

些短暂而无力的挣扎，以此来证明自

己曾经努力过。

那么，如何才能去掉人生中的“假

性努力”？

第一步，也是最根本的一步，就是

放弃虚假的自我认知。人生最大的问

题就在于看不清楚自己是谁。许多时

候，我们无法看到真实的自己，习惯于

用虚假的自我去构筑虚幻的目标，从

而为自己筑起宏大而不切合实际的梦

想。比如，早年的我坐在草垛上萌发

出来的梦想，现在想来是那样的空洞

可笑，根本不可能真正产生有质量的

行动。假如我在自我觉察到“必须改

变”之后，能够在真实的对比中看到自

己的懒惰与不足，为自己找到一个准

确的目标定位，拟订具体有效的行动

计划，也许就有真正产生改变的可

能。所以，看清自己的不足，接受自己

的不足，才是真实努力发生的基础和

基石。

第二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

放弃装腔作势的努力。许多人看起来

很努力，但也只是看起来很努力而已，

仔细辨别起来你就会发现，那些努力

里“装”的成分太重。所有的“装”，往

往都是从努力的外围入手，不会触及

本质的东西。以读书为例，最外围、最

容易实现的努力便是购书，所以许多

人的装腔作势也大都会放在这一环

节。鼠标轻点，一大堆各色书籍便进

了自己的书房，然后发发朋友圈，告诉

大家我要读书了。然后，一时兴起读

了几本，慢慢就忘了还有读书这件

事。而读书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读

下去。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就是

放弃自我安慰式的假性积极。有的

人，一生都在看似积极的行动之中。

今天听了一个讲座，看到了别人的成

功，便马上放豪言、立大志，决心成为

一个像人家一样的名师；哪天看了一

场书法展，便又做起书法家的梦来，开

始去学习硬笔书法……爱好的频频更

换，带来了应接不暇的忙碌，也带来了

看起来很热闹的“假性努力”。更可怕

的是，这样的努力会带来一种自我满

足感——看，我做过这么多的尝试，足

够努力了。然后，就有可能更加心安

理得地去享受“假性努力”带来的满足

感。其实，当我们收到了来自外部的

正向启迪后，应该启动一系列正向的

行动，坚持一段真实而又接地气的努

力，这才是真实有效的努力。

于每个人而言，人生都是第一次，

都不会有太多的经验让别人去借鉴。

但是，我们可以在自我的一些经历中

去对比、甄别，从中选取出那些积极

的、有益的行动和努力，作为人生的一

种可能，从而去掉那些看似积极的“假

性努力”。

（作者系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教

体局教研员）

成长的常识：警惕看似积极的“假性努力”

给青年教师的信·王维审

心灵的召唤

4 年前，陕西省西安市第三十四

中学教师沈莹抱着一摞卷子边阅边听

一场“沐春阅读共同体”成员带来的

分享会。但是沈莹最终没有阅成卷

子，因为分享者的精彩讲述深深地吸

引了她。

沈莹从事中学语文教学近 20 年

了，对业务有着执着的追求。她曾致

力于维护“真理掌握者”的权威，但这

让她心力交瘁。与沈莹的感受相似，

石朝艳是一位入职几年的小学低年段

班主任，也曾在考试成绩和生命教育

中感到焦虑、迷茫。

这种焦虑与疲惫感，“沐春阅读共

同体”发起人赵清风深有感触。“在教

学一线摸爬滚打 20 多年，酸甜苦辣样

样尝遍。当我教得好时，课堂就像瀑

布，感受得到思想、知识的气势之美；

当我教得差时，教室就像沉寂的空旷

之地，学生因为恐惧而集体沉默”。

多年从事一线教学、身为西安市灞

桥区语文教研员的赵清风注意到：课堂

的关键在于教师，决定教师工作状态的

关键在于他们的心灵状态。现实中许

多教师却是孤军奋战的，职业与生命、

心灵的联系不断分离，职业倦怠损害着

教师的职业角色和内在生命。要帮教

师增加心灵力量、激发生命活力、催生

优秀教学，就有必要为他们的职业成长

提供一个“有心灵参与”的共同空间，组

建一个阅读共同体，以回应教师内心深

处的渴望，让教师在共同探索中理解教

育的真谛，坚定自己的教育信念。

因此早在 2013 年，赵清风就发起

成立了“沐春阅读共同体”，以灞桥区

中小学教师为主，吸纳了蓝田、长安、

莲湖等县区的教师参与，辐射带动了

灞桥区内外 100 多名成员。如今，“沐

春阅读共同体”的骨干成员多已成为

领读者，各自都成立了读书会。

2019年7月初，为精准促进灞桥区

内教师成长，赵清风再次发起成立了

“沐春·吾乡”读书会。

“沐春”，如沐春风的交流，温暖而

理性；“吾乡”，取“此心安处是吾乡”之

意，表达读书会成员在共同体中安放

心灵的愿景。这个读书会成员多为灞

桥区的中小学教师：一场演讲比赛发

现的苗子，一次活动中认识的有强烈

求知欲的青年教师，或者一次区外读

书会分享留下深刻印象的人……通过

电话、微信圈消息公示，赵清风召集了

从小学到高中、从语文到不同学科的

教师、教研员，还特别邀请了酷爱读

书、关注教育的系统外成员。

勇气的种子

“沐春·吾乡”读书会成立之初就

设定了基本的方向：通过共读经典，唤

醒教师的心灵力量，催生优秀教学。

在这个年轻的阅读共同体中，文本解

读与心灵关怀交相辉映，职业故事与

灵魂风景相伴前行，勇气与觉醒的种

子在生命的原野萌动。虽然距实现

“催生优秀教学”的最终使命可能还有

一段路要走，但让人欣喜的是大家已

经开始触及彼此的心灵，并获得力量

与成长。

读书会成员在工作、家务、进修考

试、外出旅行等繁忙的事务中开辟出

“读书的清凉地”。主动、真诚的领读

人在对文本提供见解的同时，根据讨

论话题分享新的信息和引证，维护了

共读主线；轮值伙伴以自己对文本的

理解和梳理为引子，开启每天的讨论

交流；大家共同啃读文本，撰写分享

笔记，热烈中不乏理性，琐碎中时见

真章，争论中彼此欣赏。成员之间彼

此召唤、回应，一次次在面向公众的

分享中为自己、为千百教育同行“点

灯”，一步步走向职业认同。勇气的

种子在渐渐萌动，教学也在静悄悄地

发生变化。

在一次次分享中，沈莹觉察到内

心对“失去权威”的恐惧，她放下“做完

美老师”的执着，尝试用信任、期待、宽

容的心态发现学生的潜能，把自己的

真实感悟分享给学生。“共读让我的工

作更游刃有余，课堂教学视野更广阔

了，内容更有深度了，教育方式也更贴

近学生实际。能带给学生榜样的力

量，自己的心灵也在不断成长，每天过

得充实愉快。”爱思考的石朝艳在一次

次交流中不断更新对生命、对教育的

认识，把童诗阅读带进课堂，把她的

“小豆豆们”带进了自然。

入职才一年多的王锦红是一个善

于思考和实践的青年教师。她能很快

在共读交流中把文本与教学结合起

来，她认为自己加入读书会最大的改

变是“开始思索学生的某个行为、课堂

教学现象背后的原因，并结合实践追

寻每句话背后的故事。沐春更像是心

灵的港湾，是让我坚信教育梦会实现

的地方”。教师韩慧英深深领悟到，学

科教研可以更有“生命感”，如共同阅

读一样“经由火光的碰撞产生神秘的

力量，激发更多灵感和美好的体验”。

杨东朋不在教学一线，但总会找机会

参与讨论，还不时在教育媒体发表文

章，把共同体的智慧梳理放大，惠及更

多同行。

高中数学特级教师尚向阳对职业

有深深的自我认同，他怀着谦卑之心

和读书会成员在阅读中含英咀华，丰

富着自己对“伟大事物”的体验。《万历

十五年》领读人赵晓龙酷爱《道德经》，

他深深地体会到：充满“悖论”的文本、

职业、性情，就是共同体生命的力量源

泉。“只有把悖论的两极连接起来，共

同分享快乐、探讨困惑、滋养心灵才是

最佳境地，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

与析’也大抵如此吧”！

心灵的共舞

“沐春·吾乡”读书会的共读伙伴

一开始就有个简单的约定：积极参与，

接纳多元，彼此尊重，自我约束——拥

抱“悖论”，实现成长！一个人可能走

得很快，一群人才能行得更远，这是共

同体的价值所在。

对于在行走过程中邂逅的同路伙

伴，大家欣然接纳。读书会成员在群

里或主动担当、积极回应，或静静观

察，一切自然随意。群里时而高潮迭

起，一期交流文字超过 2 万字，时而鸦

雀无声，几天没有新信息，但大家都感

知着彼此内心的温暖。2019年 11月 8

日晚 11 点，我在郑州参加一次活动并

触发了思考，于是在群里分享：“各位

群友，此刻夜已深，我在郑州参加一个

活动……在活动中想到三个问题：教

师的职业价值是什么？教师的职业意

义是什么？教师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价

值又是什么？”作为回复，赵清风用这

“三个问题”又一次进行内心探寻，形

成了 3000 多字的“自我画像”，引发了

读书会热烈的反思与交流。

读着读着，大家感受到共同体成

员是一种相互理解、信赖、支撑的关

系。2019年8月初，读书会组织了第一

次线下活动——游学周至，考察“豆

村”。共同体成员尚向阳安排大家参

观了村边小学、关帝庙，引导大家游豆

村，走访当地民间“陶豆博物馆”。大

家在行走中感受当地风情，轮流讲述

自己的故事，探讨共读中的问题。教

学、读书、学生、生活，每一个话题都充

满温度，“我们围成一个圆圈，秘密就

在中间”，赵清风如是说。

2019年11月21日，“沐春·吾乡”读

书会成员第一次“走向公众”——在西安

市第五十六中学进行一场由读书会成员

田皎皎主持的共读分享。为什么要进行

这样一场分享？这源于第五十六中学校

长何志敬，他从田皎皎的课堂上感受到

了昂扬而富有诗意的节奏。在这次分享

中，一个个平凡朴实的故事，一次次对

于“我是谁”的发问，久久激荡在与会教

师心中。就像读书会成员王娟所言，

“平静回应心灵呼唤，力量来自同行伙

伴，精神与经典共舞相伴”。也如青年

教师王嘉璐所言，共同体的伙伴开始真

正审视“作为教师的我到底是什么样

的”，大家自觉进行心灵探索，把真性

情带给他人，带进生活、工作。

2019 年 12 月 22 日，“沐春·吾乡”

读书会成员第二次“走向公众”，这次

以“探索教与学的景观”为主题，主持

人是成员徐颖，在她任职的灞桥区东

城三小进行《教学勇气》共读分享。灞

桥区多所学校教师自发赶来观摩，读

书会成员尚向阳请假从近 150 公里外

的周至县赶来参加分享。

在分享中，读书会成员陈立强结

合教育的“尴尬”谈悖论，沈莹分享了

教学中的爱与宽容，新成员王锦红结

合“兵教兵”分享悖论的张力，文建玲

讲述了自己“教学计划与教育契机”

的故事，我分享了“悖论与真理、悖论

与张力”，并结合电影《攀登者》中的

主人公方五洲在课堂上的一段台词分

析了“伟大事物”与“人类走向未来”

的关系……

教师王小曼第一次参加分享，她

说：“看到有这么多一线老师在读书、

在思考，感觉自己前行不孤单，内心更

充盈。细细读书，静静观察，默默思

考，不断走出迷茫，真好！”

远方的回响

2020年1月19日，“沐春阅读共同

体”以及“沐春·吾乡”读书会10名新老

成员接受了《教学勇气》译者、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吴国珍和“互加计划”发起

人之一吴虹之邀，在互联网平台做了

“所有的不安和抗拒从属于伟大事物

的魅力召唤”主题分享，线上观看近

4200人次。这次分享是又一次心灵探

索，是对更多心灵渴望的回应。此后

数日，疫情爆发，武汉封城，国人痛

心。部分读书会成员从1月27日起投

入区域疫情防控，群里特别安静。在

大多数人祈祷、等待、焦虑之时，赵清

风“网上逆行”，加入武汉科技大学李

牧川博士“教育的大海与星辰”志愿者

团队，成为“WE星语”公众号编辑团队

成员之一。每天群里伴随问候而来的

是充满正能量的心语、文章——大家

从未分离，是因为勇气的力量。

人的个性千差万别，优势特质各

有千秋，学科特点各不相同。最好的

教育是呈现给学生最真的东西，要让

这种呈现成为教师专业的自觉、生命

的自觉，“重要的是把灵魂和职业角色

联系起来”。阅读共同体的使命不能

止于构建“读书的清凉地”，更重要的

是编织生命与心灵的联系，最终把真

实完整的自我推向“教育的土地”，这

需要开放、信任和勇气。

对于阅读共同体发展来说，要有

不忘初心、守住主线、引领大家的领读

者，要有用宽容与爱意贯注包容、营建

温情开放场域的组织者，阅读共同体

的主体是共读成员以及不断催生出来

的“伟大事物”。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沐

春·吾乡”读书会，这个成长不到一年

的共同体，会不会在教育原野萌芽扎

根，成为推动优秀教学的又一个勇气

源泉？我们期待！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西安市灞河

新区管委会）

让勇气的种子让勇气的种子
植根教育的原野植根教育的原野

——““沐春沐春··吾乡吾乡””读书会成长记读书会成长记

□ 任红旭

生命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