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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20年10月2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随
看
随
想

伊格尔顿是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评论家。在本文中，他分析了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文学的
价值。文学的价值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话题，伊格尔顿驳斥了几个常见的错误言论，告诉我们，认识文
学的价值可能是一件复杂而多元的事情，我们可能需要在面对不同文本的时候，对每一个文本进行复
杂而细致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杨赢）

文学的价值

悦读·话题

6年前，坚持每周都坐在教室里听课，参

加了 100 多场学校的教研活动之后，我有一

种强烈的焦虑感，为什么教研活动的开展形

式多是线下听评课，而且呈现的状态往往是

听课形式化、做课任务化、评课讲假话……能

否建立一个网络教研共同体，让那些没有机

会走出来的老师也能参与其中？于是，我开

始了一场梦想之旅。

2014 年，我建立了网络教研活动群——

项城课题 QQ 群。刚开始，这个群仅仅是发

送教研通知，慢慢地开始讨论交流，后来我开

始在群里利用视频讲座解答老师的疑惑。

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我开始有

意识地邀请一些老师加入，越来越多有情怀、

有兴趣、有水平、有技能的老师汇聚在了一

起，我们互相逐渐被点燃。

犹记得 2016年的一个晚上，我在群里吆

喝了一声：“谁愿意来一起学习做公众号，我

可以教。”第二天早晨到办公室时，门口已经

站了七八个人。就这样，项城课题群的微信

公众号有了自己的编辑部，极大推进了网络

教研的各种活动。

课题研究是教师晋升职称的一个重要条

件，但大多数教师会对称为“研究”的事物心

生畏惧。为此，我们确立了以课题研究为中

心，课例、阅读、写作和信息技术相辅助的 5

种网络教研活动。

课题研究主要围绕研究过程中的选题、

立项、开题、中期、结题等环节展开，当课题结

题后，我们还会进行“我的课题成长之路”故

事分享。

课例研究活动是在网络上播放老师的

录像课，我们运用崔允漷教授课堂观察的四

个维度和陈大伟教授观课议课的理念进行

网络课例研讨，为教师搭建一个共同改进教

学的平台。

为了让阅读成为教师工作和生活的常

态，我们设计了“我来推荐一本书”“共读一本

书”“亲子朗诵”等网络活动，同时又通过社群

化的读书打卡形式开展“三年读一百本书”的

燃梦行动。

本着我手写我心的理念，写作活动多是

教大家怎么写教育案例、简报、教后反思、教

学随笔等。写的多了，感觉到处都是可以写

作的点，每天都有汩汩的文字想要溢出来。

为了让写作成为一种常态，我们每天在群里

互相鼓励、坚持打卡。

二维码、问卷星、PPT课件制作等概念对

一线教师是熟悉而陌生的。熟悉是因为常常

听到，陌生是因为不怎么熟练。我们会邀请

国内这方面比较权威的专家在群里开设公益

课程……丰富多彩、内容充实的网络课程让

参与的教师进步很大。

去年的河南省电教馆融课堂会议上，我

和小伙伴分享了我们的团队故事。在珠海举

行的第五届教博会上，我作为全国优秀教研

员介绍了我们的平台，讲述了我们的故事。

“项城课题群”是一张名片，已经飞向了

全国各地。在平台听课的有北京、上海、新

疆、黑龙江、海南、湖南等全国各地的老师。

从最初到现在，我们开展了 200 多期公

益教研活动。我的团队从无到有、从有到

优，满满的都是欣喜，都是感动。我很感谢

我的小伙伴，没有证书，没有奖金，但有的

是担当和情怀，有的是责任和引领，有的

是成就感和感恩心。这种近乎“疯癫”的

公益网络教研活动改变了我，也改变了他

们。我们努力改变着区域教研的模式，回

头看，当初我一个人的行走，如今已经成

为一群人的成长。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项城市教体局教研室）

一个人的行走到一群人的成长
□胡新颖

成长记录

把某一部作品定义为伟大到底意味着什

么？几乎人人都会给但丁的《神曲》贴上这个

标签，但这种判断恐怕更多是碍于名分，而非

发自内心，就像我们看见一个人很有吸引力，

但并未被其吸引一样。但丁对于世界的观念，

对于绝大多数现代读者来说，已经十分生疏，

因此他们不可能从他的作品中获得多少愉悦

或启示。虽然人们仍会承认他是一位了不起

的诗人，但这不是感性的判断，就像他们对待

霍普金斯或是哈特·克莱恩那样。经典著作和

读者脱节的时间再久，人们还是会脱帽致敬

的。可是，假如《神曲》已经没有办法令任何人

感动，继续将其称为伟大的诗作恐怕就有些勉

强了。

即便是你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文学作品，

也可能给人乐趣。机场的书店里有不少充满打

斗场面的小说，人们虽然读得不亦乐乎，但不会

认为这是杰作。没准有些文学教授，夜里还打

着手电，躲在被子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小熊鲁珀

的历险记呢。享受不等于佩服。某本书可能是

你享受而不佩服的，也可能是你佩服却不享受

的。约翰逊博士对于弥尔顿的《失乐园》评价很

高，但是读者分明可以感到，如果要他披荆斩棘

地重读一遍，恐怕他就不大情愿了。

不同的文化对于艺术作品的优劣可能有不

同的标准。假如你作为外来的观众在某个喜马

拉雅山的小镇观礼，你可以说典礼乏味或精彩、

激烈或僵硬，但却不能说其中的安排是好还是

不好。做出这一判断，必须了解这种特定仪式

的优劣标准。文学作品也是一样。不同的文学

模式很可能适用不同的标准。适用于优秀田园

诗的元素是不适用于高明的科幻小说的。

复杂深刻的内容很容易被当作文学价值的

决定因素之一。然而，复杂本身并不具备价

值。复杂的作品也不能自动获得不朽的地位。

人类腿部的肌肉相当复杂，但是恐怕小腿受伤

的人反倒希望不是这样。托尔金的《指环王》中

的情节很复杂，可这不足以令那些不喜欢学究

式空想或中世纪奇思的人们对这部作品产生好

感。某些抒情诗和民谣的长处不是复杂，而是

臻于极致的简单。李尔王的哀号“永不，永不，

永不，永不，永不”（Never，never，never，never，

never）算不得复杂，而这正是它的力量所在。

“凡是好的文学作品都很深刻”这个说法

也不成立。描写表面的艺术有可能非常高妙，

譬如本·琼生的戏剧、奥斯卡·王尔德的上流社

会戏剧或是伊夫林·沃的讽刺小说。（我们得注

意避免一种偏见，即喜剧永远不及悲剧深刻。

既有深刻的喜剧，也有平庸的悲剧。乔伊斯的

《尤利西斯》就是极深刻的喜剧作品，这并不是

说它有多么滑稽，尽管它的确很滑稽。）“表面”

不见得肤浅。在有些文学模式中，复杂反而是

不合宜的。《失乐园》中并没有多少深刻或精细

的心理描写，罗伯特·彭斯的抒情诗也是一

样。布莱克的《老虎》诗虽然复杂深刻，但并不

是心理学意义上的。

有很多批评家坚持认为，好的艺术应该是

连贯的。只有最和谐统一的作品才是最优秀

的作品。它通过极其简约精当的手法，使每个

细节在整体架构中都能发挥作用。这种说法

有个问题：《小波波》很连贯，但也很平庸。再

说，很多优秀的后现代或先锋作品都是去中

心、不拘一格的，各部分都很松散，无法工整地

组合为一个整体。这并没有削弱它们的价

值。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和谐或连贯不一定就

是好事。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还有超现实主

义的很多伟大作品都是刻意追求不协调的。

碎片可能比整体更有意思。

也许，令文学作品独一无二的特质是情节和

叙事。亚里士多德认为，扎实而巧妙的情节是至

关重要的，至少在一种特定的文学模式（悲剧）中

是这样。可是，从20世纪最伟大的戏剧、最杰出

的小说和最高明的诗歌中各择其一——《等待戈

多》《尤利西斯》和《荒原》——即可发现，其中并

未发生多少事件。假如扎实的情节和叙事是决

定文学地位的关键指标，那么弗吉尼亚·伍尔芙

在排行榜上的位次就会低得可怜。今天，我们已

经不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把情节放在至高无上的

地位了。事实上，就连有没有情节和叙事都不一

定。除了小孩子，大家已经不像祖先那么着迷于

故事了。此外，我们还认识到，即便是不起眼的

材料也能写出扣人心弦的作品。

那么，该怎么看待语言的质量呢？是否所

有伟大的文学作品运用语言的方式都是多姿

多彩、令人耳目一新的？自然，文学的美德之

一就是恢复了人类语言的丰富性，并且在此过

程中激活了部分被压抑的人性。文学语言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极其丰沛华美的。这对我们

的日常语言是无言的批评。它的雄辩对于这

个基本使语言沦为粗劣工具的文明无异是一

种指责。它可以充分暴露所谓的名言警句、手

机短信、商业黑话、小报体散文、政治套话、官

僚八股等话语方式的贫瘠。哈姆莱特临终的

话是“请你暂时牺牲一下天堂上的幸福，留在

这一个冷酷的人间，替我传述我的故事吧……

此外仅余沉默而已”，而史蒂夫·乔布斯临终的

话则是“噢，哇，噢，哇，噢，哇”（Oh wow，oh

wow，oh wow）。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种

堕落。文学是借助语言传递它所感知的经历，

而不仅仅把它作为实用的工具。它能够使我

们注意到习以为常的媒介丰美的一面。诗歌

不仅是关于某一体验的意义，也是关于这一意

义的体验。

尽管如此，并非所有叫作文学的东西在语

言方面都会选择豪华的风格。有些作品使用语

言的方式并不起眼。很多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

作品的语言相当平实朴素。菲利普·拉金或是

威廉·卡洛斯·威廉斯的诗歌中的比喻算不得华

美。乔治·奥威尔的散文也难称绮丽。欧内斯

特·海明威的辞藻就更没有什么耀眼之处了。

18 世纪崇尚的是简洁清晰、精准实用的文风。

文学作品固然应该写好，其他的文字，包括备忘

录和菜单，也是一样。受到认可的作品未必一

定要写成《虹》或是《罗密欧与朱丽叶》。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判断好坏的标准呢？

我们已经在上文看到，有些常见的预设经不起

细致的考问。

（选自伊格尔顿《文学阅读指南》，范浩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阶前梧叶已秋声，到福州闽江学院

附属中学已经两年，成长尤多。在这跌

宕起伏的两年里，有新奇、有快乐；有烦

闷、有苦恼；有时充满斗志，有时怀疑自

己；感觉快乐就忙东忙西，感觉累了就放

空自己。

工作以来，我感受最多的是与我签

订“师徒协议”的师傅满满的信赖、包容、

呵护和栽培。

教 学 师 傅 总 是 百 忙 中 不 忘 数 次

临班听课，对我严管厚爱，一次次反

复磨课不仅提升了我的专业素养，更

以 身 作 则 教 会 我 如 何 当 一 名 好 老

师 。 还 记 得 2019 年 4 月 的 那 堂 网 络

直播课，我整整一个月扛着感冒咳嗽

的身体准备完这堂公开课，可声音却

沙哑了，师傅告诉我当天不开课了，

一 位 年 轻 教 师 的 声 带 远 比 一 堂 公 开

课重要。那天，我的内心不仅是愧疚

和感动，更多是满满的安全感和要更

努力的决心。

这短短一年半，从我的任课班级到

师傅的办公室，从常态课到公开课，从

“一师一优课”获奖到指导学生参加省英

语学科竞赛获奖，从开设省级公开课到

送培送教……我心里明白，所有的小成

绩都离不开师傅为我做的铺垫。

我的德育师傅像一位仁慈宽厚的母

亲。记得去年高一学生社会实践，我与

师傅住同一间屋，眼前这位前辈像同龄

好友一般与我多次聊到凌晨。前辈有眼

界却不张扬，有格局却不强势。一名青

年教师的成长是多维立体的，我很幸运

能够融入师傅工作之外更加真实的生活

里。我喜欢德育师傅的平静，敬仰她低

调内敛，我想成为像她那样满腹才华却

处之淡然的教师。

短短两年，在匆忙中学会如何有条

不紊地完成班主任工作，在压力下学会

如何再接再厉提高教学水平，在纷繁复

杂的人际交往中摸索如何谨言慎行，在

社会的大环境里感悟如何不忘初心。班

集体获得市先进团支部，评上优秀班主

任，培养学生竞赛获奖……

这一切不是因为稚嫩的“后浪”多么

有能力和潜力，而是因为“前浪”源源不

断的鼓励、支持、引导和帮助。遇到困难

时我怀疑过自己的职业选择，但师傅们

总是坚定不移地用积极健康的方式引导

我勇敢向前。

感激初入职场就遇到的师傅们，倘

若有一天新竹高于旧竹枝，那也是全凭

老干为扶持。我想自己应该就是那朵最

幸福的“后浪”。愿所有“后浪”都能在时

光的打磨下，从一朵充满活力却轻飘飘

的小浪花，融入教师职业的海洋里，宁静

而深刻，平稳而有力。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福州闽江学院

附属中学）

每周推荐 | 〔英〕伊格尔顿

成长的阶梯
□安 顿

在许多大人看来，青春期的孩子“最

难办”，他们开始进行独立的思考，甚至

会用“不听话”的方式宣告自己已经长大

成人……他们在大人的焦虑不安、苦口

婆心中恣意生长，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但也会有令大人惊喜的成长。

祝薇的“小核桃”系列少年成长小

说中，就为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群成长得

生机勃勃且惊喜不断的孩子。《我是最

棒的小核桃》《我是妈妈的好朋友》和

《我是自己的CEO》这三本书，以三个跌

宕起伏、感情充沛的故事，共同构成了

这个系列。三个故事从不同侧面展示

了精灵一般的小女生佟筱婧和她的朋

友，用自己的方式解决青春期的一个个

问题，最终收获美好的亲情和友情，收

获成长的快乐。

这三本书的故事十分精彩。在《我

是最棒的小核桃》中，有些不自信的佟

筱 婧 在 学 校 一 直 尝 试 寻 找 自 己 的 位

置，最终在老师的鼓励下发现了自己

的爱好和特长，走上了学校的舞台，成

为当之无愧的小才女。在《我是妈妈

的好朋友》中，佟筱婧和许多孩子一

样，伴随着自己“知道得越来越多”，开

始对妈妈的“干预”产生一次次质疑，

心扉也慢慢关闭，令人欣慰的是，通过

不懈的沟通，两代人都意识到了彼此

欣赏的重要性，达成了和解。在《我是

自己的 CEO》中，佟筱婧第一次独自离

家与不同的人相处，在新集体中学会

了保护自己和善待他人，学会了坚持

自我表达与舒适地与人沟通，学会了

分辨是非并找到了知心朋友。

作为系列少年成长小说，情节精

彩、故事完美显然并非作者祝薇的终

极追求，事实上，她更用心用力的是通

过这三个故事探讨青春期少年成长中

的三个不同阶梯。《我是最棒的小核

桃》实际上是作者在探究少年成长过

程中的“自我认同”，作者试图告诉我

们，每一个孩子都是特别的，而这是孩

子心灵健康和自信的源泉；《我是妈妈

的好朋友》则在探究少年成长过程中

“自我意识”的逐渐确立，作者试图通

过佟筱婧对母女关系的试探、反叛和

回归告诉我们，父母的角色定位是需

要不断调整的，这样双方才可能实现

真正的信任；到了《我是自己的 CEO》，

作者与读者一起集中探讨青春期少年

的“自我管理”，这是他们走上社会前

必备的能力。三部小说、三级成长阶

梯、三个鲜活动人的故事，为读者展示

出青春成长的关键印记。

“小核桃”是一个独特而有趣的比

喻，当孩子们渐渐对成人世界关闭自己

的心灵时，他们的心也会渐渐有了褶皱，

而我们作为大人，有义务也有责任关注

这些“小核桃”并尝试抹平那些褶皱。

关键人物

融入那片海
□郑航思

在宁静的夜晚，老师戴上眼镜，批改我们的作业，时而皱着眉头，摇摇头，时而舒展眉毛，点点头，写下一个大大的“优”

字，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尚雅学校 钱俊希 指导教师 黄艳婷
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