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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21年5月12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随
看
随
想

本文选自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和他的学生克莱尔的对话集，本文是德勒兹的谈话部分。文中，作
者对问答法提出了质疑，提出谈话的优越性，谈话与生命有关，是生成的轨迹。作者着重分析了“生
成”的价值，生成是生长的，是无法固化的，是难以察觉的，是一种风格的表达……除了谈话，写作也
是一种生成和生命的游戏，在教育工作中，谈话和写作也是十分重要的两项内容，德勒兹对谈话和写
作中“生成”的思考，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 （杨赢）

谈话是什么、有什么用

真是难以“解释清楚”——访谈、对话、谈

话。大多数时候，当有人向我提出一个疑问，

甚至感动我的疑问时，我也发觉自己竟严肃得

没话可说。各种疑问就像其他东西一样被编

造出来。如果有人不让你们编造你们的疑问

（用上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无论何处的要

素），如果有人向你们“设定”这些疑问，那么你

们也就没重要事情可说了。构思问题的技巧

极其重要：找到答案之前，你们要想出一个问

题，想出一个针对问题的设定。这一切不会发

生在访谈、谈话、讨论之中。

生成从不是模仿，不充当原型，也不符合

原型，即便原型源自正义或者真理。没有一个

可以由此出发的项，也没有一个可以到达或必

须到达的项。不再有两个互换的项。“你生成

什么？”的疑问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伴随着某

个人的生成，他生成的东西与他自己一样发生

变化。生成不是模仿的现象，也不是同化的现

象，而是双向捕获、非平行进化、两个领域之间

进行联姻的现象。联姻始终有违本性。联姻

是配偶的对立面。不再有二元机器：问—答、

阳性—阴性、人—动物等。可能就是如此，谈

话只不过是生成的轨迹。

生成是最不容易察觉的，它们是那些只能

被包含在生命中并以一种风格被表达的行

动。风格与生命的样式一样都不是建造物。

在风格中，重要的不是语词、句子，也不是节奏

与辞格。在生命中，重要的不是历史，也不是

原理或结论。一个词，你们总可以用另一个词

来替代，如果一个词让你们不高兴，让你们不

满意，那就请你们用另一个词，用另一个词取

而代之。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努力，那么所有人

都能相互理解，而且几乎不再有理由来提出种

种疑问或者提出种种异议。没有专用词，也没

有隐喻（全部隐喻都是隐晦的词，或者变得如

此）。只有不准确的词用来准确地指称某物。

让我们创造非同寻常的语词吧，只要在最寻常

的意义上使用它们，只要让它们所指称的实体

与最常见的对象一样存在。如今，我们拥有新

的阅读方法，也可能有新的写作方法。有一些

方法是糟糕的、令人讨厌的。例如，我们觉得，

某些书被写出来是为了阐述：人们将会认为新

闻记者写了这些书，以至于连阐述都不再需

要，而只需要空洞的语词（应该读那本书它挺

有名！读吧！你们会看到！），以便躲避读书和

拼凑文章。不过今天阅读的好方法就是终于

人们对待一本书像人们听唱片一样，像人们看

电影或电视节目一样，像人们接受一首歌一

样：对待书的任何方式——要求对书特别尊

重，也就是另一种关注——都来自另一个时

代，而且彻底地谴责书。

普鲁斯特说：“美好的书是用某种奇异的

语言写成的。我们不论是谁在每一个词语之

下都设置有它的意义，至少是它的形象，形象

常常是一个误解。但是在美好的书中，所有写

出的误解也是美好的。”这是阅读的好方法：全

部误解都是美好的，只要它们不是由种种阐释

组成，只要它们与书的用途有关，只要它们使

书的用途多样化，只要它们在书的语言的内部

创造语言。“美好的书是用某种奇异的语言写

成的……”这是风格的定义。也是一个有关生

成的疑问。人们总是思考多数者的未来（当我

长大的时候，当我有能力的时候……）。而问

题是生成—少数派的问题：不要假装不要扮演

或模仿孩子、疯子、女人、动物、口吃者或异乡

人，而是生成所有的这一切，以便发明新力量

或新武器。

对生命来说亦是如此。生命中有一种笨

拙、一种健康的脆弱、一种虚弱的体质、一种

与生命有关的体现某个人魅力的口吃。魅力

是生命的源泉，就像风格是写作的源泉一

样。生命不是你们的经历，那些不具有魅力

的人也不具有生命，他们就像死了一样。不

过，魅力完全不属于个人。这是使个人被理

解为同样多的组合和独特的机会——这样一

种组合被抽取出来的机会——的东西。之所

以这是一桩必胜的赌博，乃因为它充分肯定

了偶然性，而不是切分偶然性、使偶然性成为

可能，或者歪曲偶然性。因而，通过每种不牢

固的组合，恰恰生命的强力被肯定了，伴随着

一种力量、一种执拗、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之

中的坚持不懈。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伟大

的思想家具有脆弱不堪的个人生命、一种极

其不确定的健康，与此同时他们把生命引向

了绝对强力的或“非常健康”的状态。这不是

个人的，而是他们自己的组合的密码。魅力

与风格是不好的词语，我们必须找到其他的

词语取而代之，因为魅力给生命提供了一种

非个人的、优越于个体的强力，同时风格给写

作提供了一种外在的溢出作品的目的。而同

样地：写作自身没有目的，只因为生命不是个

人的某种东西。写作把生命视为唯一目的，

通过它所获得的各种组合。这就是“神经症”

的对立面，在神经症中，生命的确不断地被肢

解、被贬抑、被个人化、被凌辱，而写作则不断

地以自身为目的。尼采，神经症患者的对立

面，他富有生命力但身体虚弱，他写道：“有

时，艺术家，尤其是哲学家，看起来只是他所

处时代的一个偶然……当他出现时，从不跳

跃的自然完成了它唯一的一次跳跃，并且是

一次快乐的跳跃，因为它第一回感到自己到

达了目标：它发现，它无须再想着目标，它已

经把生命和生成的游戏玩得尽善尽美。它在

这一发现中得以神化，它的面庞上笼罩着被

称作魅力的温柔的黄昏倦态。”

（选自德勒兹、克莱尔·帕尔奈《对话》，董

树宝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从书中来，向教中去
□王 敏

“教书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让自己成为

一种陪伴，帮助学生度过一段光阴。”冷玉斌

的这句话点亮了我心中阅读的灯。抱着虔诚

的态度，我翻开《教书这么好的事》细细品读。

“德育在哪里？它从来不在高处，就在我

们与孩子共处的阅读空间里”“阅读起来，反

抗平庸”，每每看到观点不谋而合处，我忍不

住批注，亦不由得静默思索。

一路读下来，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二辑“专

业之味”。作者谈及成尚荣在《儿童立场》一

书中提到的“四个回到”，一是回到儿童原来

的意义上去，二是回到儿童完整的生活世界

中去，三是回到儿童的最伟大之处去，四是回

到儿童的学习、工作、生活方式上去。寥寥数

语，将儿童立场说得透彻。

读着读着，我仿佛回到一节节熟悉的常

态课。此刻，我就是那个渴求知识的孩子，在

教室中央安静坐好，努力听清老师的话语。

也许老师的板书我有一些看不清楚，也许老

师的提问我心中有答案却犹豫不敢举手，也

许老师要求背诵的单词我还没熟练掌握……

从学生角度看课堂，我才豁然开朗，一节课的

成功并不是教案多完美、预设多详尽，而是坐

在下面听课的每一个孩子的即时生成。他们

是否敢于发表观点，是否能从文本出发联系

自己为数不多的生活经历，是否在与文本对

话的过程中开始思考。

处理班级事务时，我习惯以旁观者的角

度看问题。事实上，旁观者的视角就一定对

吗？得到的反馈一定真实吗？正如《教书这

么好的事》所写，我们应该尝试“来到小孩子

的队伍里，变成一个小孩”，学会从学生视角

看问题、从行为结果追根溯源——他凌乱无

章的课堂表达是什么原因，是内心害怕还是

情绪不受控制？他下课总是独来独往，是受

同学言论影响，还是自己不敢踏出舒适圈？

他的作业总是字迹潦草，是着急写完去玩，还

是确实不知道怎样书写工整……

面对学生的种种表现，如果教师只是一

味说“下次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那么学生

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就会被忽略，问题也不

会得到解决。冷玉斌认为，“只有了解、解放、

信仰了儿童，才能做真正的儿童教育”。是

的，只有靠近孩子才能了解孩子，只有了解孩

子才能成为孩子。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

只有深入学生、站在学生的角度审视自己的

教育教学行为，才能有所变、有所为。

字里行间，冷玉斌娓娓道来。他不仅引

导读者如何做一名关爱学生的教师，也给万

千教师做好榜样——再忙也不忘读书。

像许多同行一样，我常常感慨工作忙碌，

无法静心读书，直到看到书中这句话：“你不

需要很厉害才能开始，但你需要开始才会很

厉害。”我猛然意识到，只要心中想读，何时何

地都能读书。

读书这么好的事，教书这么好的事，原来

是一回事。从书中来，向教中去，想到这里，

我忍不住打开书，含英咀华，再次回味。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扬州市育才小学西区校）

再摇摇这棵小树
□张 培

师生之间

最近一次单元测试，改卷时我发现小木

的答案与参考答案一模一样。难道小木抄

了答案？我回想整个考试流程，试卷一人一

本，包含所有单元试卷和答案，考到哪个单

元学生就撕下哪张试卷。发试卷时全班一

起动手，难免有些乱，小木大概就是这时撕

下了答案。

小木是小组长，她这样做会不会给其他

学生带来不好的影响？我是直接撤销她的组

长职务，还是先与家长沟通？这些方法都会

让孩子难堪；如果我假装不知道，会不会让孩

子产生侥幸心理，养成投机取巧的习惯？

第二天，小木到办公室改听写本，我随口

问了试卷的事，她一脸茫然，眼神飘忽不定。

于是，我拿了一张空白试卷给她，让她回家写

完后交给我。

我不确定这样处理是否得当，便将这件

事分享到教师群，有人建议淡化处理，不点

破、不评论、不公开，但也不记成绩；有人建议

应该引导小木通过努力取得好成绩；有人建

议全班学生讨论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诱惑……

交流过程中，我想起刚入职那年一位退

休老教师的分享：“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

个灵魂。”扪心自问，工作这几年，这句话我有

没有做到过？

恍惚间，一段学生时代的记忆浮现在脑

海：偷偷用老师的红钢笔给自己画背书过

关的对钩，忐忑等待批评，老师却让我快快

回家。我小小的心里装着大大的惊喜，轻

松地回家去了。那一刻，我大约就是一棵

被摇动的树，一朵被推动的云。一次习作

课，老师问我长大想做什么，我挺起胸脯昂

着头说：“我要当老师！”我的灵魂一定在某

一刻被唤醒了。

思绪散去，我思考如何在已经拆穿小木

的情况下不再伤害她：她性格内向，淡化处理

的方式可能更合适。

那天放学后，我将两张批改好的试卷递

给她：“现在两张试卷都给你，明天还一张给

我，跟同学的卷子一起发下去。”我希望能收

到一张真实的试卷，还有那份答案。

可是，小木并没有行动，我只好在放学后

把她叫到办公室。小木从书包里拿出那份真

实的试卷，却没有答案。我忍不住追问，她给

了我一个不成熟的谎言。我没有再问，示意

她回家去。

没达到预想效果，我有几分失落，反思自

己的处理方式是否恰当，难道不该揭穿小木

或者应该采用惩罚的方式？

课上讲评试卷时，我只把学生错得多的

题讲了，没提到分数，也无人问起。事情似乎

就这样结束了，但我总有些担心。之后几天，

我一直关注小木：连续几次听写全对，上课多

次举手发言，作文讲评课主动与同学分享作

文……看来她不仅没有因为我草率地揭穿而

受到伤害，还有意识地积极学习了。

曾看过一段话，大意是小时候犯的错，在

漫漫人生中，并不会产生太大影响，有时候可

以一笑而过。或许，宽容带来的教育效果比

惩罚更强烈。

偶尔我也会担心，如果她以后再犯这样

的错误怎么办？但我又很快安慰自己，真有

那一天，就再摇一摇这棵小树吧。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奉节县竹园镇第一

完全小学）

每周推荐 | 〔法〕 德勒兹、克莱尔·帕尔奈

嗡嗡嗡……手机震动，接通后一个熟悉

的声音传来：“马老师，好久不见啊，下学期开

学我可要退休喽！”原来是学校年纪最大的前

辈、我的对桌刘老师。

记得 2017 年 9 月，我满怀期待到学校报

到，那可是我通过层层筛选考上的编制。当

我走过漫长曲折的山路，到达这所坐落于大

山深处的小学时，心里五味杂陈，失望、不甘、

伤心一齐涌上心头。就在这时，一位面带微

笑、精神抖擞的老教师亲切地说：“一次来了

三位年轻老师，我们学校的教师队伍一下子

就壮大了，这些孩子真有福气啊！”听到这些

话，再看看围在身边的学生兴奋的笑脸，我的

内心涌起莫名的感动。

这是我第一次见山里的孩子，也是第一

次见这位精神矍铄的老前辈。

然而等到正式开学那天，我竟然没有见

到这位令我印象深刻的教师。原来，一个教

学点教师紧张，学校地处偏远、交通不便，没

人愿意去，刘老师主动请缨去了更偏僻的教

学点。那时我并不明白，一位即将退休的老

教师为什么选择每天奔波于偏远的教学点。

两年后，刘老师终于回来了，我俩成了对

桌。刘老师的精神依然抖擞，说话中气十足，

一脸慈祥。

坐对桌的便利是工作之余他常给我讲年

轻时的教学经历：当时学校只有几间破旧瓦

房，下雨天还经常漏雨，时不时教室里就积满

雨水，他就带着学生清理，清理完继续上课。

他放弃到镇上教书的机会，在这里一干就是

30多年。

我问他去镇上不好吗？他笑呵呵地说：

“如果人人都到镇上教学，山里的孩子谁来

教？他们的父母不在身边，这里的孩子更需

要我。”

刘老师简短的回答点醒了迷茫中的我——

当教师的初衷是什么？遥想刚毕业时踌躇满

志，如今不正是实现抱负的好机会吗？

我开始调整心态，正视自己的价值。这

些山里孩子不仅缺少优质的教育资源，更缺

少关爱。课余时间，我与孩子们一起跳大

绳、打乒乓球，给学习薄弱的孩子辅导功课，

生活上也竭尽所能给孩子提供帮助。慢慢

地，我的课堂内外充满了欢声笑语。许多次

孩子拉着我的手说：“老师，我们想让你一直

教我们。”那一刻，我感受到了刘老师坚守这

座大山的那份执着。

山里气温低，特别是冬天，办公室的水桶

会结上厚厚的一层冰，我也总是三天两头感

冒，而刘老师的身体却比我这个年轻人好得

多。我心生羡慕，向他讨教养生秘诀。原来，

他能有如此精气神，离不开热爱运动的习

惯。平日里，刘老师坚持骑自行车上班，崎岖

不平的山路是不小的挑战，可这么多年下来，

刘老师早已练就轻松骑行的本领。周末，刘

老师只要有空就去爬山。他常说：“好好锻炼

身体，才能在讲台上站得更久，就算退休了我

也能回来给孩子上课。”听到这里，我的眼睛

早已泛起了泪花……

虽然那些像刘老师一样为乡村教育奉献

青春的老教师即将退休，但我们会接过他们

手中的接力棒。未来很远，道路很长，我要把

这份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传承下去，为大

山深处的孩子带去更多的爱和希望。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万德

界首小学）

悦读·话题

童心绘师 皮肤黝黑的段老师，是一名被数学“耽误”的篮球明星。我们年级

有一群他的小“粉丝”，总是跟在他后面要求传授打篮球的技巧。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实验学校 李函倩 指导教师 赵倩倩

对桌刘老师
□马晓慧

关键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