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宋鸽 电话：010-82296728 编辑：刘亚文 电话：010-82296736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教师成长2021年4月14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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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维是意大利化学家、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在本文中，作者论述了九种写作的理
由。这九种理由又可以归为两类：内在自发和外在驱动。每一种都自有其道理，但莱维在陈述了
每一种理由之后，又对其进行了反思，比如第五条理由，他提醒改变世界的念头不要太执着，不然
进入行动容易引起巨大的灾难；比如第九条理由，他提醒当写作成为一种习惯时，就会进入自我重
复……每一条理由，既能让我们会心一笑，也能让我们暗自警醒。 （杨赢）

人为什么要写作
读者，尤其是年轻的读者，总会以最简单

的方式询问作者他写某本书的原因，或是他为

什么要如此写作，甚至更为笼统，比如他为什

么要写作，作家们为什么要写作。对于囊括了

所有问题的最后一个问题，并没有一言以蔽之

的答案。并非所有作家都清楚，是什么诱使他

去写作的，而且他通常也不单为一个理由而写

作。此外，在创作一部作品的时候，结束的理

由往往又和起初的动因有所不同。就我自己

而言，我至少有九种写作的理由，我将尝试对

此一一加以描述。不过读者们，不论你们是否

与我从事同样的职业，或许都能轻而易举地发

现其他缘由。所以，人为什么要写作呢？

第一，因为他感知到了一种驱动力，让他必

须去写作。这第一个理由大概也是最无私的理

由了。一个作者写作，是因为在内部驱动他的

某些事物或是某些人并没有给他一个完整的画

面。他或许能够因他的作品获得名誉和荣耀，

但那只是一份红利，是一种额外的奖赏，这并不

是他所追求的。简而言之，这些只是他写作的

副产品。我得承认，我所说的这种情况有些极

端，只存在于理论之中，可能趋近于零。是否真

正存在意念如此纯粹的作者，或者说是否真的

存在这样的艺术家，是令人存疑的。浪漫主义

者就是这么定义自己的。不过，我们最终在彼

此之间找到了如此伟大的人类作为楷模并非偶

然，是因为我们对他们了解甚少，所以可以轻易

地将他们理想化。最遥远的山通常也与天空连

成一色，也是出于同样的道理。

第二，自娱与娱人。幸运的是，这两点通

常都是相互重合的。以写作取悦读者的人不

被自己写作的过程所取悦，这实属罕见，而钟

情写作的人一丁点儿都不把自己写作的喜悦

分享给读者，也是罕有的事。不过除了这两种

情况外，确实也有纯粹的娱人者，他们通常都

不是职业作家，没什么野心，对文学性或别的

什么也兴致缺缺。他们不会写什么沉重的劝

谏，也没有教条主义的条条框框，而是孩童般

清澈轻盈，聪颖机悟得像活了很久的智者。浮

现在我脑海的第一个名字是路易斯·卡罗尔，

这个活得没什么可以让人指摘的羞怯的牧师

和数学家，用他笔下爱丽丝的历险（先是在仙

境里，而后又去了镜中）惊艳了六代人。他的

书印证了他惊人的才华，在一个世纪之后仍然

风靡世界，而且不仅仅局限于孩子们这个他原

本面向的人群，连逻辑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都

从没放弃在他的文字中寻找新的概念。而他

的作品那毋庸置疑的成功，正是因为它不夹杂

任何私货，不为我们上什么道德课，也不含什

么教导性的意义。

第三，为了要教授别人一些东西。要这么

做，甚至把它做好，即真正让作品对读者有所裨

益，则需要极为清晰的措辞。不过也有着极罕

见的例外，比如维吉尔的《农事诗》。好为人师

的意图通常会从根本上腐蚀叙述性的词句，污

染它，使之堕落。想读故事的读者只应该在文

字中读到故事，而非他所不想看到的说教。当

然了，凡事皆有例外，只要是体内流着诗人之血

的人，就有本事在叙述星星，叙述核能，甚至在

叙述喂牛养蜂时都表达出诗意。我于此要提一

下佩莱格里诺·阿尔图西的《厨房中的科学与吃

得好的艺术》，希望不要震惊到任何人。他以纯

粹的内心写作，不带一点点隐喻。他不摆出文

人的姿态，而是炽烈地爱着那些伪君子和消化

不良者鄙夷的厨房的艺术，并诚心地把它教授

给读者。他以对厨房深切的理解简洁而清晰地

娓娓道来，却又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一部佳作。

第四，为了改进这个世界。显然与此开始，

我们离自发性的创作越来越远了。于此我要适

时地提出我的观点：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写作动

因，在作品可能产生的价值面前都是微不足道

的。一本书可以是优秀的、严肃的、影响力持久

或是令人愉快的，而这可能与作者写作的动机大

相径庭。低俗的作品可以有着极为高尚的出发

点，反之亦然，虽然可能性并不大，但高尚的作品

也可能源自极为卑贱的出发点。不过，我个人对

这些“知道”如何改进世界的人抱着相当大的怀

疑，他们往往（但非绝对）对自己创造出来的系统

十分沉迷，且对外界的评论有着极佳的抗渗性。

但愿他们的执念不要过于强盛，否则他会用行动

来改变世界，而非仅仅用文字了：这就是希特勒

在写完《我的奋斗》之后所做的事。我也常常考

虑，许多乌托邦主义者要是有了足够的权力，或

许也会发动战争，甚至展开屠杀。

第五，把自己的想法公布于众。因为这个理

由而写作的人只不过是上一条理由的弱化版，因

而也没有那么危险。实际上，这个原因和许多哲

学家写作的原点不谋而合，不论他们是天才或庸

才，是飞扬跋扈也好，深爱着人类也好，是附庸风

雅也罢，或者，只不过是个疯子而已。

第六，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通常写作相当

于一场自白，或无异于坐上弗洛伊德的沙发。

我对这些因内心冲突而写作的作者毫无敌意，

相反，我希望他们能够借此摆脱痛苦，就如同

从事写作多年之后的我自己。但是，我想要问

问这类作者，要如何才能精炼他的痛苦，而并

非粗暴狂野地把最原始的痛楚直接抛掷到读

者面前？如果做不到精炼，他就会面临把自己

的苦楚传染给他人，却依然无法从痛苦中自拔

的风险。

第七，为了出名。我相信，只有疯子才会

只为出名而坐下来写作。但是我也相信，没有

作者，甚至那些最谦逊或是最放荡不羁的作

者，乃至上面提到过的路易斯·卡罗尔从未被

这个念头所打动。变得出名，在报纸上看到自

己的文章，被人讨论——这一切都无疑太美好

了。不过这点儿快乐和作者所付出的相比又

显得微不足道了，而那么巨大的付出又和如此

不确定的快乐不成正比。

第八，为了财富。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在

发现科洛迪、巴尔扎克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写作

挣钱，以稿酬还清赌债或是填补公司破产所造成

的经济亏空时那么惊讶，甚至还愤愤不平。在我

看来，写作和其他有益的活动一样，理应是有偿

的。但我同样认为，只为了金钱而写作是危险

的，因为这几乎就导致了作者的轻薄行为，导致

他们谄媚地去迎合当下的流行与大众的审美。

第九，出于习惯。我把这个理由放在了最

后，因为它最让人感到悲伤。这不是什么好

事，却时不时地在发生。这通常出现在作家耗

尽了自身，丧失了叙述的能力，穷竭了把所感

受到的事物塑形并给予它们生命的能力的时

候。与此同时，他们也丧失了对一切的渴望，

包括金钱与荣誉。他们依旧在写作，但不过是

出于习惯，出于惯性地“让他们的名字印在出

版物上”罢了。此刻，他应当对他的行为有所

注意了；这条路他走不远了，他最终将不可避

免地开始自我抄袭。不论是暂时性的抑或永

久的，封笔才更为庄严。

（选自普里莫·莱维《他人的行当》，徐迟

译，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版）

微笑如此简单
□黄 伟

师生之间

刚下大课间，班长急匆匆跑来告诉我，

小乐头疼得厉害，趴在了桌子上。此时，学

生都在操场准备降旗仪式，我叮嘱体育委员

管好队伍，便立马奔向教室。

走进教室，小乐闭着眼，静静地趴在课

桌上。我轻声叫她没应，就走到她身旁一边

叫她名字一边轻敲桌面。她抬起头，目光倦

怠，几缕头发散乱在鬓边，脸红彤彤的。

我有点担心，打算带小乐去镇上的诊所

看病。她听后，两手抵着桌面，吃力地将身

体慢慢撑起。

路上，雨后的风夹裹着冷冷的空气。我

内心焦急，只顾将小乐早些带到诊所，所以

脸上神色僵硬。小乐迈着沉重的步子跟在

我身后，我们没有过多语言交流，我问她何

时开始头疼，她简单回答，声音微弱无力。

其实，学校与诊所间的距离并不远，但我感

觉走了很久。

医生诊断小乐只是感冒，孩子吃了药，

我悬着的心才落地。就在医生诊断、小乐吃

药的过程中，我想起来时路上的情景：为什

么当时的气氛那么沉郁，这段不远的路好似

走了很久？小乐会不会因为我的寡言和严

肃受了影响？我只记着她身体上的病，却忽

略了她的情绪。

走出诊所，小乐手里拿着药盒，我与她

并排而行，看着她依旧精神不振的样子，我

笑着问她是否好些了，小乐轻轻应声并点了

点头。随后，我又拉家常似地问她家中兄弟

姐妹的情况，她说有个哥哥正上初中。“哥哥

学习怎么样？”我问。她转过头，看了看我

说：“他呀，成绩一般，不过能保证及格。”我

则以玩笑的口吻说：“你成绩那么好，今天回

家后得给哥哥做做榜样了。”随即，我看见小

乐脸上露出了一抹微笑。

我们像朋友一样边走边聊，气氛变得柔

和而温馨。原来，当老师以亲和的语调架起

与学生沟通的桥梁，以温暖的笑容推开学生

心灵的窗户，学生也会把自己的心里话与老

师分享。

再回想自己授课时的情景，如果整堂课

我是激昂活跃的，学生也会跟着激昂活跃；

如果哪堂课我表现得情绪低落，他们也会如

困兽般毫无生气。

一路上，我们聊了小乐的学习、家人和

未来，不一会儿就走到了校门口。我笑着对

小乐说：“如果课上感觉坚持不住，一定要跟

老师说，也可以让任课老师给我打电话。”小

乐向我稍稍鞠躬，同样报以微笑。

仲春雨后，我站在阴冷的天空下，看着

小乐走向教室的背影，又转过身看看校外，

原来师生心灵间的距离，不会比刚刚走过

的那条路远，原来师生之间的微笑可以如

此简单。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桑植县凉水口镇中

心小学）

把“成长”留给学生
□袁圆圆

且行且思

一接到支教通知，我就与同事来到支教学

校做开学前的准备。开学当天，我们早早来到

学校迎接新生，一块长长的红地毯从校门口延

伸到教学楼。就这样，孩子们与我在红地毯上、

楼梯口旁、教室里相遇了。

大多数孩子来自附近的村庄，他们亲近大

自然，带着大地的气息。初次相见，我就喜欢上

了他们，喜欢孩子身上的纯真与朴实。

没来之前我听同事说，这里学生的学习成

绩不好，尤其是英语学科平均分仅有三四十分，

“教他们英语，压力会很大”。但我不服气，甚至

有了当“超级英雄”的想法。

上了几节课后，我被现实深深打击，不少孩子

连26个英语字母都写不全、写不对，更别说一个完

整的句子了。就在这时，更大的挑战来了——学

校调整课程，把六年级一个班交给了我。六年

级是全区检测要抽考的年级，学生英语底子薄，

我还是半路接班，能把他们教好吗？

“你要挑大梁了，好好干！”教导处邹老师给

我打气说。

通过几节英语课和一次小测试，我发现六

年级学生的成绩确实不高，但比起成绩，更让我

无法接受的是他们的学习态度——他们关心的

是课上跟谁聊天，课下跟谁玩闹。似乎上课、作

业都与他们无关。

每天上许多课，加上学生的学习一直不见

起色，我越来越焦虑，午夜梦回想的也是怎样让

学生多学一点。

开学一个月，我已身心俱疲，再这样下去，

学生的学习成绩没提高，自己身体就先垮了。

想提高学生成绩，得先改变自己急于求成

的心态。如果他们是一只只小蜗牛，我就要当

老蜗牛，领着这群小蜗牛散步，欣赏风景。当我

不再给成长设限，他们或许会从容一些。

我和孩子们一起树立了共同的理想：超越

昨天的自己。课上，我告诉他们要用心学才会

有进步。只要学生有一点进步，我就大加赞

赏。在我的激励下，孩子们的书写越来越工整，

英语发音也越来越标准。课堂上，他们的笑容

越来越自信。

一次小测试，学生小郝及格了，她高兴地对

我说：“老师，我以前都没及格过。”期中全区统

一抽考，不少孩子都有了很大进步，学期检测他

们的成绩也更上了一层楼。

但分数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孩子获

得了自信。他们脸上绽放笑容，我心里也开出

了花。

于永正说，“我是带着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

教书的”“我给学生留下语言，留下能力，留下情

感，留下兴趣和习惯”……我要将这些东西留给

遇见的每个学生，若干年后他们回忆这段生活，

心里还有一丝丝温暖。

相逢是首歌，歌手是孩子和我。我们在这里

相遇，怎忍心空手走过？在巍巍翼云山下，我们

将继续书写故事和梦想，唱着属于我们的歌……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实验小学）

每周推荐 | 〔意〕普里莫·莱维

学生时代，我每天徜徉于图书馆，阅

读各类经典。工作后，网络时代到来，

人们喜欢读短文、看短视频，我也慢慢

陷入其中。信息化时代，人们的学习碎

片化，作为教师，我们是否曾诚恳自问：

碎片化的阅读或短视频让我们的知识体

系更完善了吗？是否践行了终身学习的

理念？

在网络上，我也刷了许多短视频，每

次看都笑声不断，时间过得很快。但回过

头看，短视频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我

想，教师的“美”不应只在于身心愉悦，还

应该有理性的提升。教师想教出好学生，

就应该不断提升自己的阅读品位，丰富自

己的视野，让心灵更“美”。

无论阅读教育经典还是文学经典，

都应该是教师日常坚持的一件事。经典

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是因为经历了历

史洗礼，能够启迪智慧。我喜欢阅读《人

性的弱点》，这本书虽然是一本管理学著

作，但我从书中获取了面对困难、与人交

流的真谛。这本书启迪了我，带给我思

考，我也将所感所悟运用到教育教学

中。比如，所谓“卓越教师”不仅是管理

学生，更重要的是引领学生。新时代教

师的“美”在于阅读经典后，做好学生的

引路人，当一位可以帮助学生找到“真善

美”的使者。

随着“五育”并举理念的推广，学校越

来越重视劳动教育和美育。我对美育方

面的内容很感兴趣，在网上买了许多有关

美育的书籍，阅读这些书籍后，我深刻认

识了美育的内涵、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

认识到美育是区别于艺术教育和情感教

育的。

教师的“美”包括气质美、语言美、职

业“美”，而这些都是实践美育的有效途

径。新时代教师追求职业“美”不可忘记

古训：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从“传道”角

度看，如果教师只知实践不会读书，就会

落入重复劳动的窠臼，何谈提升专业素

养；从“授业”角度看，教师要将自己的成

长领悟传递给学生。试想，如果教师不读

经典，如何发现成长带来的财富；从“解

惑”角度看，学生从互联网上获取了大量

信息，但他们缺乏甄别信息的判断力，这

就需要教师在阅读经典时提取真知灼见，

更好地为学生答疑解惑。

读好书，不受碎片化信息的影响，是

新时代教师严于律己的表现；品经典，感

受大家风范、追求真善美，是新时代教师

“美”的具体体现。歌德说，读一本好书，

就是与高尚的人谈话。阅读让教师更

“美”，让教育更“美”、学生更“美”，也让未

来更美。

（作者单位系北方工业大学）

体育老师是个“游乐园”，体育课上我们和他一起攀岩、滑滑梯、荡秋千，还可以踢足球。最有意思的

是，他的脑袋转起来像个“摩天轮”。 重庆市巴蜀小学 陈一一 指导教师 陈小芸
童心绘师

阅读，让未来更美
□李 继

悦读·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