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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20年4月15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随
看
随
想

文本选自意大利百科全书式学者、藏书家、小说家艾柯的《植
物的记忆与藏书乐》。艾柯家中有藏书 3万多册，最知藏书和读
书的甘苦。不知道诸君有没有过被不读书的外行客人诸如“这么
多书你都读过吗”这样的问题问得哭笑不得的时候，艾柯为您准
备了让他们自惭形秽的回答。但文本的意义不止于此，更在于揭
示了读书人买书建设个人图书馆（书房），其价值和意义在于构建
个人的心灵史，一个人的图书馆是他的全部心灵和回忆，可以说，
个人图书馆（书房）是一个读书人最隐秘的心灵花园。 （杨赢）

每周推荐

图书馆
爱书狂收集书籍，是为了拥有一座自己的图

书馆。这似乎很明显，但是图书馆并不是书籍的

总和，它是一个有自己生命的有机体。家中的图

书馆并不仅仅是收藏图书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自

己阅读这些书籍的地方。我解释一下。我相信

在家中收藏了较多书籍的每一个人都遇到过这

样的情况，他们许多年来都一直心存内疚，因为

从未读过这些书，那些书籍好像从书架上一直注

视着我们，提醒我们忽视它们这一罪过。而对于

那些保存稀有图书的图书馆来说，这种现象则更

为普遍，它们常常是用拉丁语或者是从未听说过

的语言写成的（我记得有些爱书狂收集书籍装

帧，为了拥有漂亮的装帧他们可能会去购买科普

特语的书）。此外，一本漂亮的古书其内容可能

是非常枯燥的。我相信每一个爱书人都想拥有

基歇尔四卷本的《埃及的俄狄浦斯》（Oedipus

Aegyptiacus），里面的插图美妙绝伦，却无法阅读

那复杂得令人绝望的文本。

但是有时候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有一天，

我们拿起一本被忽视的书，开始艰难地阅读，

然后我们意识到书上写的东西我们已经都知

道了。这种奇怪的现象——很多人都能够为

此作证——只有三种合理的解释。第一，在过

去的许多年里，我们搬动它，为它除去灰尘，或

者仅仅是挪开它从而拿到另外一本书，于是触

摸过它很多次，书中的一些信息散播出来，通过

我们的指腹一直传到我们的头脑中，我们通过

触觉阅读了它，就好像是布莱叶盲文一样。我

是意大利特异现象监督委员会的委员，不相信

那些所谓的灵异现象，但是这种经历我是相信

的，也是因为我并不认为这是什么异常现象：这

是已经被日常的经验所证实的普通现象。

第二种解释是，我们并非没有真正读过那

本书：每一次移动它，或者清洁它，我们都会瞄

上一眼，随意地翻上几页，字体、纸张韧度以及

颜色都讲述着一个时代，一个环境。就这样，

每一次看一点，那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已经被我

们知晓了。

第三种解释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阅

读了其他的书籍，里面也讲到了那本书，于是

我们无意识地发现我们已经知道它讲的是什

么内容了（可能是一本很有名气的书，所有的

人都在谈论它，也可能是一本平庸之作，我们

会一直在别的地方发现书中所表述的东西）。

实际上我相信这三种解释都是非常合理

的。三种因素神奇地“凝结”在一起，发生作

用，让我们对那些实际上我们并没有阅读过的

书籍感到熟悉。

自然，爱书狂，尤其是那些收集现代图书

的人经常会面对一个蠢人设计的陷阱，他走进

家中，看到所有的这些书架，郑重其事地说道：

“书真多啊！您全部都读过了吗？”日常的经验

告诉我们，即使是那些智商相对较高的人也会

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看来，面对这种蠢问

题，有三种标准答案。第一种会将拜访者拒之

门外，并且中断所有的往来，那就是：“我一本

也没读过，否则为什么会把它们摆在这里呢？”

但是这种答案却会让这个不知趣的拜访者心

生优越感，我可不愿意把这种感觉恩赐给他。

第二个答案会使这不知趣的家伙陷入深

深的自卑当中，说：“我读过的要更多，先生，比

这多得多！”

第三个答案是第二种答案的变形，当我想

让拜访者感觉到某种痛苦的惊讶时，我就会使

用这个答案：“不，”我对他说，“我读过的书都

放在学校图书馆里了，这些是我要在下个礼拜

之前看完的书。”鉴于我米兰的书房里有三万

卷书籍，这个倒霉蛋只能提出临时有事而把告

辞时刻提前了。

这个倒霉的家伙所不知的是图书馆不仅

仅是保存你读过的书，从而保留你自己回忆的

地方，它更是保存全世界所有记忆的地方，某

一天，在你需要的时候，你也可以找到那些在

你之前的人们的记忆。

它就是这样一个将一切混合在一起，令人

头晕目眩的储藏室，或者说是一杯记忆的鸡尾

酒？怎么说都行。一个图书馆潜在可能的故事

如下：英国绅士，我要早睡了。连你也是！光，

更多的光照亮一切。要么在这里建立意大利，

你杀的是已死的人。意大利兄弟们，再加一把

劲。在田间划出垄沟的犁下一次还很好用。意

大利建立，永不屈服。欢迎五月，我们在黑暗中

战斗。三个女人常在我心上，没有风吹过。你

走近那棵树，高高的山丘上雾气弥漫。从阿尔

卑斯山到金字塔，人们都戴上了头盔，到处都在

战斗。晚上，我的话让人精神振奋，那几个平庸

笑话。金色的翅膀永远自由。圭多，我想要天

空失去颜色。我知道战栗、武器还有爱人。夜

晚清新凉爽，船长。我想通了，虔诚的牛儿。晚

上五点，我身处一片黑暗的丛林当中。九月，我

们去柠檬花开的地方。柔顺的辫子消失了，一

根马刺，和一阵马的惊跳，这些就是卡斯肯尼的

孩子们。黝黑的月亮，告诉我你要做什么。女

伯爵，什么是生命：屉柜上的三只猫头鹰。

（选自翁贝托·艾柯《植物的记忆与藏书

乐》，王建全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

一晃，踏上讲台已 25年了。记得刚参加

工作时，除了上课，还有一项日常工作，就是

骑自行车跟着老教师家访，在学生家里聊家

长里短，同时也说说孩子的学习情况。那时

候，教师、学生、家长的关系单纯、亲切、和谐，

几乎没有让教师头疼的“问题”学生。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美好的关

系慢慢淡漠了，电话、微信也逐渐替代了家

访，种种不可理解的教育现象频频上演。身

处漩涡中的教师几度迷茫，几度彷徨。

究竟哪里变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

权，我们果断回到原点——去家访，这就是

敦煌市第三中学“百名教师访千家”的初始

想法。截至去年底，共有教师 1238人次走进

358 个家庭，送出精心挑选的纪念品 300 多

份，达到了预期目标。其中，有些案例令人

印象深刻。

有一个典型的农村三口之家，孩子的教

育不尽如人意。家长有时不让玩手机，孩子

就不写作业甚至威胁不上学。这个学生表面

上看是玩心重，但更深层次的是家庭对独子

的溺爱，父亲没时间管，母亲不忍心管，听之

任之，以致如此。有的家庭是姥姥、姥爷带孩

子，也容易产生隔代抚养的教育问题。

还有一次，我走进一个奶奶、父亲、孩子

三代三口人的特殊家庭，非常简陋的房子里

整整一面墙贴满了孩子的奖状，但全家基本

靠父亲种十几亩葡萄来维持。虽然了解到他

们享受政府的各项优惠政策，但我仍有隐隐

担心，随着他父亲年龄增大，这个孩子的“奖

状”能否继续？

家庭及社会的教育观念、家庭教育方

法、家校沟通等的不完善，都是问题产生的

原因。

再看今天的学校教育，学生没学好，教师

就批评学生，埋怨家长没有管好；反过来家长

认为孩子没学好，就是因为教师没有好好

教。久而久之，矛盾越积越深。那么，从学

校、教师层面怎样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重新定位教育的边界和教师的任

务。认为教师的服务对象只是学生的观点是

不完整的。学生不是孤立于家庭之外的存

在，教育离不开家庭，但是家庭教育千差万

别，有懂教育和不懂教育的家长，还有不进行

教育的家长。所以，教育的边界必须延伸到

家庭、社区乃至社会。

第二，俯下身子做接地气的调研——家

访，加强家校联系和沟通。大多数矛盾来自

误会，大多数误会来自不沟通，最有效的沟通

就是教师身临其境、实地了解。教育脱离了

学生个体和每个家庭的实际，这是当前教育

面临的困境之一。

摆脱困境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家访，为什

么？一是有利于发现学生问题的根源，可以

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二是有利于指导家庭教

育，解决家长思想观念、教育方法等问题，形

成教育合力；三是有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

系，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四是有利于教师的专

业成长。走进学生家庭，了解社会百态，直面

各种问题，会让教师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和

使命，找到专业成长的渠道。

我们常说：打通“最后一公里”。在我看

来，教育的最后一公里就是学校到学生家庭

的“一公里”，这需要每一位教师的积极行动。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敦煌三中）

教育的“最后一公里”
□余志立

师生之间

闲来乱翻书
□沈丽新

悦读·话题

一场疫情打破了从春节到阳春三月的

美妙，特殊时期情绪难免波动。其实，人越

是在情绪低谷的时候，越需要保持内心的

平和，找回曾经的秩序感。

寒假，我拟定了一段时期的目标任务

和执行方案，考虑到自己不是一个十分自

律的人，有时甚至会因为没能完成任务而

产生焦虑感和挫败感。有人建议我从培养

微习惯开始——“一个简单到不可能失败

的小习惯”。我一边阅读美国作家斯蒂芬·

盖斯的《微习惯》，一边开始自己的微习惯

之旅。

建立微习惯有哪些原则呢？

一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微习惯。每个人

的性格特点不同，兴趣爱好殊异，身处环境

不同，这些都会影响到自己微习惯的培养，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适当选择。

例如，朋友琼的微习惯是每天跳绳 6000

个，我体力差几乎不可能完成，所以我的微

习惯是每天跳绳200个，量力而行。

二是每次都尽量超额完成任务。微习

惯的执行难度太小了，小到只要你愿意花点

时间就能完成。但正因为简单易行，我们才

需要超额完成，日积月累，增强自信心。看

到经年累月的“作品”时那种满足感油然而

生，也能提高自我效能感，培养自信心。

三是记录完成情况。在培养微习惯伊

始就严格执行，并实时记录在册（文字、表

格或照片记录），坚持一段时间后再回看自

己走过的路，会发现“简直棒极了！我竟然

能坚持下来”。

有人会问，如果我自己不太自律，有没

有督促的方法呢？

一是注重学习的仪式感。做一个极简

主义者，选一个安静舒适无干扰的环境学

习，为了保证学习工作时头脑清晰有序，可

在学习前听一些音乐调适好自己的心情。

二是不带电子设备进“书房”。电子设

备的影响无处不在，我们的“瘾”也无时不

有，既然控制不了自己的双手，那就干脆不

带手机进房间，让自己排除干扰静心学习。

三是找到除自身意志力外的第二、第

三人监督。不是所有独处的时间都在认

真学习，我的监督人就是妈妈，在手机闹

钟响起时提醒我学习，在我偷懒时果断拔

掉电源。除此之外，我邀请朋友做我的任

务成果检验人，提前发一个奖励红包给朋

友，这个方法相当实用，为了红包硬着头

皮也得上。

四是培养专注力。在书桌旁触手可及

的地方准备好必用的水杯、纸巾、文具等用

品，避免去客厅拿东西就一去不复返了。

在疲惫的教学工作之外，修炼生活情

趣、培养一两个修身养性的兴趣爱好，不仅

能见证自己的成长，还能博得学生的喝彩，

何乐而不为呢？

阅读，是精神上的旅行。只有在高

质量的阅读基础上，才能产生深层次的

灵魂考问。“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本书

都是一个世界。”一切未知领域的迷惑，

往往都能从书本中得到解答。关于写作

技能的提升，我们或许可以从舒明月的

《大师们的写作课》中“读”出来，甚至连

睡眠质量的提高，我们也可以从《睡眠革

命》中找到答案。

关于书法，选一个闲暇温暖的午后，找

一处寂静安宁的房间，听一曲和谐轻柔的

乐曲，拿起笔练字。在坚持练字的过程中，

收获的不仅仅是笔法的精进，更多的是心

灵的沉静。

每每看到网上名家手绘的插图，精

美的画面总是让我望洋兴叹。带着这份

对美术的期待，我开始了漫长的学画之

旅。虽然因没有基础而屡次想放弃，但

现在的收获真让我庆幸自己的坚持。画

画，无论是作为陷入窘境时排遣烦忧的

方法，还是长期坚持后略有所成的爱好，

总之它给我带来的收获远胜过入门时挣

扎的痛苦。

生命的“宽度、厚度、温度”就体现在生

活美学、艺术美学上，就体现在我们对生活

质量的挖掘中。所以，无论是培养微习惯

还是修炼生活情趣，都是别样的生命精彩。

（作者系湖南省茶陵县虎踞中心小学

教师、“为中国而教”项目教师）

完整“宅家”一段时间，不用上班，未曾

旅游。这是生命中史无前例的一段时间，我

在家天天看书——认真看，或者翻书——胡

乱翻。

压抑的时候，除了“阅读”，也“朗读”。有

人说，通过朗读爱上阅读。其实，真正爱阅读

的人，不需要“通过”什么。阅读，是一种骨子

里的召唤，一种最舒服的生活状态。真正爱

阅读的人，不需要你去推动。

下午茶时间，泡一杯茶或咖啡，这时再拿

出珍藏许久的一对漂亮孔雀杯，那一刻觉得

这样浪漫的杯子要与合适的书在一起。于

是，找出这本《大理外传——一个英国人的大

理速写本》。之前看过，这一次为了孔雀杯再

看一眼大理。

我又重读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

社会的命运》。不是我格外感兴趣，只是觉得

自己无知的地方太多，努力去弥补而已。此

书曾获美国普利策奖和英国科普书奖，可读

性很强。但世界变化太快，作者写此书的时

候，大概未曾料到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如今

已如此密切。2020 年的新冠病毒，会对世界

有怎样的推动或改变呢？

同时，身为母亲对书写亲子时光的书籍

格外感兴趣。池莉写女儿的书读过几本，这

本《立》是我的重读，岁月真是神奇，孩子终究

渐渐成长为母亲期待而又失落的独立者。母

爱，就是以汹涌蓬勃的爱去喂养幼儿，又在孩

子自立之时及时收回不再泛滥的一种感情

吧？此后，母亲与孩子，首先是各自独立的生

命个体，其次才是母子关系。“母亲”这个身份

与角色，也是一直需要修习的。

不能出门，天天看疫情资讯，难免焦虑。

此时，只好转而投入小说的怀抱，去看看那些

一捧起来便再也放不下的书。

重读台湾作家高阳的“红楼系列”8种 13

册——融艺术想象与历史考辨于一炉，复原

曹雪芹及其家族荣辱兴衰的人生画卷，上至

军国大事，下至市井逸闻，尽入笔端；小说笔

法，史家眼光，自成一家之言。看此书，不止

看历史、看故事，更是自我教育——如何体察

他人，如何进退有道，如何有礼有节，如何得

理也让人……

不记得是先看到柴静的《赤白干净的骨

头》一文，还是先看到她采访军人、作家饶平

如的那期节目，但去买来《平如美棠——我俩

的故事》，一定是受柴静的影响。

我爱饶平如老先生笔下的故事，爱他的

文字：“一个人做人要忠厚。忠厚的人总归是

可以持久的。”老先生 80多岁时，爱人美棠去

世。半年后，他开始一笔一笔画美棠，从美棠

的童年开始，到他们相识相守。画到 90岁的

时候，已经画了十几本画册，就叫作《平如美

棠——我俩的故事》。字里行间，是深深浅浅

的情；一笔一画，是恒久不变的怀念。

除了这些，也找来《天堂来的第一个电

话》重读。这是一部很治愈的小说，平淡无

奇的情节——虽说来自天堂的电话这个设

定有些玄幻，但人与人之间的故事毫无诡异

或突兀。它就是你我他或者朋友各自真实

的经历。

“冬已尽，春可期，山河无恙，人间皆安”，

一起期待！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东

延路实验学校）

找回曾经的秩序感
□吴茵茵

且行且思

师生情是说也说不尽的，师生情是道也道不完的。尽管已经晚上11点了，可是许多时候老师依然在为我们

忙碌着，我们应该以更优秀的成绩和出色的表现来回报老师，才不枉费他们的一片真情。

四川省遂宁市遂州外国语小学校 吕蓓璇 指导教师：成海霞

童心绘师

□翁贝托·艾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