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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21年2月3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且行且思

随
看
随
想

蒙田是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他是出了名的“毒舌”，本文有些观点会让
人看了不舒服，因为蒙田说得太直接，但刺耳的声音对理性的人是一种警醒。蒙田提醒我们：学习
知识的目的、教授知识的目的不是获得知识，而是培养健全的判断力，获得心灵的康健，因而学究式
地教授知识，不去影响人的心灵，这样的教育可能是僵化的。教育不应该仅仅教授知识，还应该培
育心灵，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进行学习。将近 600年前的蒙田就已经在提醒我们，而我们今天依
然在努力实现，这不得不令人深思。 （杨赢）

论学究式教育
每周推荐 |〔法〕蒙田我们学习只是让记忆装满，却让理解与意

识空白。犹如鸟儿出去觅食，不尝一尝就衔了

回来喂小鸟，我们的学究也从书本里搜集知识，

只是挂在嘴边，然后吐出来不管被风吹往哪里。

妙的是我这人本身何尝不是蠢事的例

子。本书中的大部分文章不是也在做同样的

事么？我从书籍中随时摘录我喜欢的警句名

言，不是为了记住，我这人记性不好，而是为了

用到这部书里，说实在的，不论在这里还是在

原文本里都不是我原创的。我相信，我们不是

依靠过去的也不是依靠未来的，而是依靠现在

的知识才做上个有学问的人。

但是更糟的是，他们的学生和孩子都不以

知识充实自己、营养自己；只是把知识辗转相

传，唯一的目的是炫耀自己，娱乐大众，当作谈

话资料。像一枚不流通的筹码除了计个数扔

掉以外，没有任何实际价值。

我们接受了他人的看法与学问，仅此而

已。必须把这些看法与学问化为自己的。正

像那个到邻居家去借火的人，看到炉子里的火

烧得正旺，就留在那里烤火了，却忘了取火回

家这件事。肚子里塞满了肉而不把它消化，不

转化为自身的养料，不健壮体格，这对我们有

什么用呢？

我们让自己使劲靠着人家的胳膊走路，也

耗尽了自己的力气。我要武装自己去克服死

亡的恐惧吗？去向塞涅卡讨教。我要为自己

或为别人找些安慰话吗？去向西塞罗讨教。

我若早已融会贯通，就不用向谁讨教了。我不

喜欢这种时时求助于人的依赖性。

第欧根尼嘲笑语法学家，他们只关心打听

尤利西斯的毛病，而不知道自己的毛病；音乐

家调谐自己的笛声，却不会调谐自己的习惯；

演说家头头是道讲正义，却不会贯彻正义。

如果我们的心灵不走向健康，如果我们的

判断力不改进，我宁可让学生打网球消磨时

间；至少身体可以更矫健。看看他从那里学了

十五六年回来，没有什么是用得上的。在他身

上多了的只是，学了拉丁文和希腊文后使他比

离家前更神气与尖刻。他原该带回一个充实

的心灵，而今却是虚空的；没有茁壮长大，只是

浮肿虚胖。

这样的教书先生，就像柏拉图说的诡辩学

家——他们的叔伯兄弟——口口声声说自己

是一切人中对人类最有用的人，其实是一切人

中唯有他们不把人家交付的工作，像木匠、泥

瓦匠那样做好，反而做坏，还要对他们做坏的

事付报酬。

这类学究遍布各地，谁对他们仔细观察，

就会像我一样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不懂自

己说什么，也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他们记的

事很多，判断力很差，莫不是他们这方面就是

天生与众不同。

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

识对他都是有害的。但是我刚才寻求的理由

也来自下列事实：在法国，学习除了谋利以外

几乎没有其他目的。除非那些人生来可以去

从事比营利更高尚的工作，他们就是做学问也

往往时间很短，还没有感到兴趣，就抽身去做

跟书本毫无关系的工作。一般说来，留下来全

心全意做学问的，只是那些贫寒出身的人，也

只是寻求谋生手段而已。

这类人的心灵出于本性、家庭教育和不良

影响，不能得到学问的真谛。因为学问不会给

漆黑一团的心灵带来光明，就像不能使盲人看

到东西；学习的职责不是给他提供视力，而是

调整视力，如像一个人必须有了挺直有力的腿

脚，才可以训练他的步伐。

知识是良药，但是不管什么良药因药罐保存

的质量差，都会变质失效。一个人可以看得清，

不一定看得准，从而看到好事不去做，学到知识

不会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主要条例，按照

公民的天性分配工作。天性能做一切，一切也由

天性去做。脚跛的人不宜做体力运动，心灵跛的

人不宜做智力运动；恶劣与庸俗的人不配学哲

学。看到一人脚上穿双破鞋，我们就会说他是鞋

匠谁都不会奇怪。同样经验好像也在告诉我们，

与常人相比，经常还是医生不好好服药，神学家

不好好忏悔，学者不好好充实自己。

波斯人的教学方式是向学生提问，对人及

其行为做出判断；他们对这个人或这件事进行

谴责和赞扬时，必须用理由说明自己的说法，

通过这个方法共同提高认识，学习法律。

在色诺芬的书里，曼达娜要居鲁士说一说

最后一课书的内容，居鲁士说：“在我们学校有

一个大男孩，穿了一件小衣服，脱下给了他的

一个小个子同伴，再去脱下小个子身上穿的较

大的衣服。我们的教师要我给这场争吵评评

理，我说事情这样很好，两个人穿了好像都感

到更舒服；他教育我说我做错了，因为我只是

考虑舒服，首先应该考虑公正，公正要求谁都

不可以强求属于他人的东西。”他还说他为此

挨了鞭子抽，就像我们在村子里忘了背希腊语

“我打”的不定过去时规则。

我的教师引经据典用“褒贬法”训了我一

通，然后要我相信他的学校不逊于那所学校。

他们要走捷径，但是知识是这样的，即使走直

线去获得，也只能教我们学到谨慎、清廉和坚

定，他们愿意一开始就让儿童接触实际，不是

用道听途说的事来教育他们，而是用行动实验

来教育他们，不仅用箴言警句，主要还运用实

例与实践，生动活泼地培养和塑造他们，使这

一切不是只记在心灵上，就是他们的思维与习

惯；不单是后天养成的，还是先天具备的资

质。对这个问题，有人问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

斯二世，他主张孩子应该学习什么，他回答说：

“学习他成了大人以后该做的事。”难怪这样的

教育产生那么卓越的成果。

（选自蒙田《蒙田随笔》，马振骋译，浙江文

艺出版社2016年版）

悦读·话题

我们家的“图书馆”
□张 莉

家庭教育的支柱是什么？我想，阅读无疑

有着重要的地位。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更深知阅读的重

要性。我和先生努力营造家庭阅读氛围，并身

体力行，让孩子从小爱上阅读，与我们一起徜

徉在书的海洋，尽情享受，慢慢长大。

家里装修，我和先生亲自设计，把客厅的

一面墙打造成书墙，房间、阳台都设有书柜，孩

子的房间里有两个书架。我们把家装成一个

“小图书馆”，家里每一个人伸手就可以拿到

书，随时都可以捧书读。

我们还将书籍进行分类，客厅里多摆放

的是名著、传记等，体现出整个家庭的格调。

每个房间都会摆放适宜的书籍，尤其在孩子

的房间摆放了童话、小说、科学类书籍，让他

们进入房间就能选到喜欢的书。我和先生都

是教师，我们的房间摆放了许多教育类书籍，

当然也有一些文学、旅游、医学类书籍，涵盖

了工作与生活的诸多方面。

营造了良好的阅读环境，接下来就该好好

利用书籍了。我们和孩子共同制订了“阅读约

定”，每天无论多忙都要有读书的“半小时甜蜜

时光”，既有亲子共读，也有自由阅读，读完还

要做笔记，大家互相打卡记录。我们还共同制

作了阅读海报，郑重签上名字，贴在墙上，督促

彼此阅读。

我们教导孩子阅读时一定要专注，我和

先生从自身做起，阅读时非常投入，我们的言

传身教也在感染着孩子。同时，我们也给孩

子买了不同时间的沙漏，以此督促他们阅读

时专注。

读完一本书，家庭阅读分享会也会适时举

行。每次分享会，我们会确定不同的主题，采

用不同的形式，如“人物形象解析”“故事情节

重现”“精美语句品读”等，大家畅谈彼此的想

法与感受，互相启发、提高，让阅读开拓我们的

视野，丰富精神，充实人生。

阅读是将书上的知识进行内化的过程，是

输入；活动是将内在的知识外化为行动，是输

出。所以，读完书一定要有相应的活动，这样

才能更好地巩固书中的内容，提高阅读的

效果。

读完书后，我们会根据孩子的特点设计

相应的小活动，如孩子看了《格林童话》后，我

们一家四口演了一场童话剧，大家挑选自己

喜欢的角色来扮演。我来写剧本，先生做导

演，并请孩子的爷爷奶奶当观众。一家人自

娱自乐特别开心。读了《三国演义》，我们围

绕人物关系制作思维导图，通过明晰的线索，

孩子们对三国的人物关系更清楚了。我们还

会根据阅读内容开展辩论会，阐明自己的不

同观点，书上的道理也会越辩越明。遇到特

别精美的语段，一家人还会进行配乐朗诵，感

悟文字之美。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根据阅读的不同书籍

开展即兴问答、实践体验、小试牛刀等活动，创

编了许多有趣、有意义的小活动，吸收了营养，

丰富了生活。

朱永新曾说，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建

筑人格长城。阅读，则是建筑人格长城最好的

支柱。我们需要陪伴孩子让这个“支柱”更加

坚实，让它支起孩子的人格，获得更好的发展。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太子

湾学校）

一个都不能掉队
□蔡 尧

从云南省泸水市区向北驱车40公里，再

跨过怒江吊桥，在蜿蜒盘旋的乡村公路上行驶

1个多小时，我们终于来到了阿普的家——怒

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称杆乡娃玛几村。

村庄南边的坡地上，有 3 间小平房一字

排开，屋顶盖着稀疏的木板，土墙已开裂倾

斜，屋里杂乱无章地摆放着柴米锅灶和破旧

的床被，这就是阿普难遮风雨的家。很明

显，这个家已经长时间没有打理过了。

14岁的阿普和9岁的弟弟阿邓跟奶奶生

活在一起，他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去上学了，

当我询问为什么不去学校读书时，兄弟俩低

头不语。随后我又转问奶奶，谁知奶奶不会

汉语。给我们带路的村干部说，俩兄弟原本

性格活泼可爱，但是自从4年前他们的父亲外

出打工音讯全无、母亲也跑回娘家后，他们渐

渐变得沉默寡言，也不怎么读书了。听到这

里，我的心中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焦虑。

由于高山大河的阻隔，怒江人生活在深

山峡谷中，千百年来，贫困与饥饿相伴，愚昧

与落后相随。直到如今，有的少数民族聚居

区仍然残存着“尊师不重教”等陋习，还有人

迷信“读书无用论”……这些观念、陋习与贫

困，从精神到物质上双重束缚着怒江的发展。

读书才能圆梦。新中国成立以来，怒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全州只有 5

所小学、61名教师、1000多名学生，如今有学

校 400 多所，教师 7000 多人，在校学生大约

10万人，适龄孩子接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保

障，所有学校都达到了国家基本办学标准。

如今，列入“三区三州”的怒江不仅实行了九

年义务教育，还享受着“14年免费教育”和中

职教育全覆盖的政策，建档立卡户和少数民

族家庭学生还有生活费补助，千百年来困扰

怒江的“上学难”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不过，阿普、阿邓兄弟俩的情况确实不

同于其他人。一方面，这个家庭老的老、小

的小，没有劳动力，全靠政府兜底，就这样

维持着最基本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父母

亲情和家庭教育的缺失，兄弟俩随着年龄

的增长，逐渐变得贪玩任性，怕苦怕读书；

再加上村子距离学校 20 多公里，单次车费

一人就要 50 元，一个月往返一次就得 200

元，对于这个家庭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一想起这兄弟俩，我的心里就有一种隐隐

的痛，总是寻思着怎样才能为他们做点事。假

期，我邀请了几位云南艺术学院的校友在怒江

会堂举办音乐晚会，自己租设备，布置舞台背

景，走上街头宣传售卖门票。晚会结束后，我

们把门票收入和现场募集到的4.6万元当场捐

赠给了娃玛几村，专门用于资助像阿普、阿邓

这样的贫困学生。2020年10月，我收集了两

箱衣服，委托泸水市教育局带给山里的孩子，

希望寒冬里为他们送去一丝温暖。

最近听说阿普家已经搬进了城里，住的

是政府出资盖的新房，抽空一定要去看看让

我无法释怀的阿普兄弟和奶奶。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昆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有温度的教师”的10个标识
□沈旭东

每所学校总有这样一些教师，他们没有多

少荣誉称号，没有多少获奖的优质课，没有多

少发表的教育教学论文，但他们被学生所喜

欢，被家长所信任，被同行所认可，他们究竟有

怎样的共同特质呢？

2016年开始，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每年进

行区中小学“有温度的教师”推选活动，推选对

象不限教龄、不限荣誉、不限论文，推选的标准

就是“学生喜欢”“家长信任”“同行认可”。推

选是由学生、家长、同行对自己“心仪”的教师

进行描述，然后学校组织人员对这些“民间推

选”的教师的叙述材料进行综合评议，遴选出

若干名“有温度的教师”，最后交由学校党组织

进行认定。至今，全区已有500多人次教师获

得“有温度的教师”荣誉称号。

对这500多位“有温度的教师”，我们从学

生评述、家长评述、同行评述角度去寻找他们的

“标识”，在描述他们的文字材料中进行了高频

词抓取，并对高频词具有同样意义的语句进行

了合并，由此我们寻得了“有温度的教师”的10

个标识：待人有微笑、态度有宽容、言行有品味、

教育有耐心、育人有理解、上课有趣味、教育有

鼓励、作业有讲究、教学有成效、经验有特色。

每一个标识，从学生、家长、同行的叙述中，

还可归纳出不同角度的行为或态度表征。例

如，微笑是“有温度的教师”评选中最高频的一

个词，学生描述的是“××老师上课时总是有微

笑，让人感到温暖”“在与我们谈话时总有笑脸，

让人可亲可敬可信赖”；家长描述的是“××老

师接待我们总是和颜悦色，犹如朋友一般”；同

行描述的是“××老师无论在工作交流、学术研

讨时，都不会急躁，始终保持微笑、平和”。于

是，我们对“待人有微笑”进行分析，并用顺口溜

式语句总结为：上课经常有微笑，师生交流有微

笑，同伴研讨有微笑，接待家长有微笑。

同理，“态度有宽容”的表征为：学生有错善

分析，家长误解善沟通，学校工作能担当，受点

委屈能包容；“言行有品味”的表征为：学生问好

有回应，衣着打扮蛮得体，肢体语言很得当，经

典阅读常保持；“教育有耐心”的表征为：学不进

时放一放，学得慢时等一等，知行偏时拉一拉，

特殊孩子帮一帮。

“有温度的教师”是学生也是家长的知心朋

友，所以关于“育人有理解”，学生有如下描述：

“××老师很可爱，总会和我们一起参加体育活动，

上次居然耍赖”“上次我与妈妈闹矛盾，心里很

烦，××老师能听完我的啰嗦话，还帮我解

忧”……所以“育人有理解”的表征为：会和学生一

起玩，能听学生的倾诉，知道学生的需求，碰到问题

巧解决；“教育有鼓励”的表征为：集体鼓励有激情，

个别鼓励讲时机，具体鼓励重细节，持久鼓励有节

奏。“上课有趣味”的表征为：上课会讲小故事，上课

会做小游戏，上课会做小实验，上课会点小才艺。

再比如，对教师的教学成效，“评判者”往

往是成人群体，而忽略了重要主体——学生。

学生对教学成效评价更多的是“××老师让我

对数学有兴趣了”“我现在每天练英语口语，碰

到‘老外’也不再胆小了”……所以，“教学有成

效”不是“唯分数”“唯获奖”，在学生层面的表

征为：学习兴趣能持续，自主学习有动力，品行

人格有养成，班级学业有进步；“作业有讲究”

的表征为：作业研究针对性，作业设计有系统，

作业布置有弹性，课后作业乐完成；“经验有特

色”的表征为：课堂氛围蛮温馨，教学设计有创

新，教学过程有亮点，上完课后有反思。

我们把上述这些称为“有温度的教师”的

“十有标识”，我们还就“十有标识”的 40 个表

征组织青年教师进行漫画创作，每一个表征对

应一幅漫画，汇编成 40 幅图文结合的线上线

下小册子，使之更加“有温度”，供教师学习，并

作为新教师入职培训的必备课程，取得了良好

的培训效果。其实归根结底，“有温度的教师”

的内核就是爱。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教育研究院）

我的老师见多识广，她带领我们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课上，她是我们的老师；课下，

她便是我们的朋友。她是我们漫漫人生路上的指路人，我想借这幅画向我的老师说一声：

您辛苦了！ 重庆大学城人民小学 李佳音 指导教师 赵欣

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