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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7 月，我从湖南省攸县师

范毕业，回到家乡炎陵县，分配到离

家 50 公里远的偏远乡村——下村乡

云里小学。白天在邱家祠堂边的土

楼上课、改作业，晚上一个人备课，画

教学挂图，用钢板刻蜡纸，用滚筒印

试卷。

在那山旮旯里，孤独是常有的。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一个人练毛笔

字。谈不上什么专业训练，也谈不上

什么兴趣爱好，就是孤独者驱赶孤独

的一种方式罢了。

那时候我还参加了自学考试。印

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个周末，到县城参

加自学考试。考试结束后，因一场暴

雨，返回下村学校的公路垮掉了。想

着第二天一早，孩子们要等我上课，心

里就不安。于是我准备好干粮，背上

水壶。周日一早就从水口镇出发，沿

着蜿蜒盘旋的山间公路徒步返校。30

多公里的山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

沿途山岭风光的确很美，但我无心欣

赏，因为要赶路啊。不能让孩子失

望。那时还没有“敬业爱岗”的觉悟，

就是一个为师者的本能。

老校长说，一个小学老师只要中

师毕业就是合格教师，认真教书就可

以成为优秀教师，你要自学考试，就会

分心，不会把全部精力用在教书上。

原来老校长担心我忙着拿大专学历，

不安心教育，随时都会跳槽。

现 在 回 头 看 ，老 校 长 说 对 了 一

半。30年多来，我的确不断跳槽，从湖

南跳到浙江，在浙江又从绍兴跳到杭

州，再从杭州跳到宁波，但跳来跳去，

总还是在小学语文这个“槽”里。我这

辈子注定是一个小学语文教师，我爱

的是小学语文教育这份工作。

重新从鲁迅出发

我在绍兴一待就是17年。现在回

想起来，绍兴这块土地是有恩于我的。

2000年2月，记得是春季开学第一

天，我收到了《小学教学参考》杂志。

我撰写的文章发表在该杂志首页“专

家论坛”。自1989年毕业，这是我从教

10 年来发表的第一篇教学论文，也算

是“十年磨一剑”吧。对于初登教坛的

我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新起点。

当时我在绍兴县秋瑾小学任教。

从 1998 年开始，我就开始进行小学语

文立体教学实验研究的探索。这项课

题从无到有，从校级课题到县级课题，

一路做到市级课题，再到省级课题，最

后做到全国立项课题。

2005年，我调到绍兴县柯桥小学。

在柯桥小学我专注做了一件事情——

鲁迅启蒙教育研究。我做鲁迅启蒙教

育研究也很偶然，2005年听了许多名师

上《我的伯父鲁迅先生》一课，课听得

多，就发现了问题。名师执教鲁迅的文

章都很卖力，课上得很感人，可是这样

的课堂有时却让鲁迅与学生之间的距

离越来越远。

柯桥小学一位年轻教师也上了这

一课，评课时我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大家觉得有道理，就要求我来上一

课。于是，我上了《我的伯父鲁迅先

生》这一课，课堂实录整理出来，刊发

在《人民教育》杂志上，在语文界引发

了讨论。《人民教育》杂志又做了一期

专题讨论，这节课被誉为“小学鲁迅启

蒙教育的一次新突破”。

“以儿童的视角读鲁迅”这道门打

开之后，我就步入了鲁迅启蒙教育研

究的道路。经过4年实践研究，我把小

学语文教材“亲近鲁迅”单元 4 篇课文

都开发出来，后来又专门梳理了自

1949 年以来鲁迅启蒙教育的整个历

史。2008 年，我把自己的研究成果结

集准备出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

理群先生用一周时间阅读我的书稿，

并写了 1.5 万余字的长篇序言。钱先

生的序言不仅是对我研究成果的肯

定，更是一个长者与一个青年教师的

倾心交谈。之后教学遇到困境时，我

就拿出钱先生写的序言读一读，力量

就来了。

2009年2月，我的第一本教学专著

《亲近鲁迅》正式出版。从教20年，我出

版了第一本真正属于自己的教学专著。

对于一个普通教师来说，我深深感受到

了甘坐冷板凳的孤独和荣耀。用钱先生

的话说，就是“独有兴味”。

名家经典阅读周课程的诞生

一个从大山走出来的孩子，对于

都市，对于名校，总会有几分向往。

2011 年，杭州市安吉路实验学校向我

发出邀请。于是，我又来到了杭州。

选择来杭州，不仅仅是因为杭州

很漂亮，而是因为安吉路实验学校是

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有利于我的语

文课程探索。

在安吉路实验学校8年，我也只做

了一件事。

2011 年我参与编写的《名家文学

读本丛书》出版后，就一直思考如何在

自己的教学中用起来，让学生受益。

于是，我大胆尝试，每个月拿出一周的

语文课带领学生读一位名家的作品。

做着做着，我后来慢慢发现，带领

学生持续深度阅读名家作品，不仅对

提升学生的语文能力，特别是读写能

力效果显著，而且对孩子身心的影响

都是深远的。

名家经典不像通俗读物，没有教

师的带领，孩子很少自觉去阅读。一

旦教师带领孩子阅读名家作品后，孩

子读出味道来了，就会对名家表现出

非常大的兴趣，此后的拓展阅读就顺

理成章了。

在杭州 8 年，我带学生前前后后

做了 20 多个名家经典阅读周，慢慢

琢磨出语文教育的一些门道。古今

中外，那些语文能力卓越的人，大多

是名家经典浸泡出来的。我意识到，

学生的语文能力不是听我这个老师

讲出来的，而是孩子读名家经典浸泡

出来的。

反思自己以前的语文课，总是怕

学生这不懂那不会，每节课都是滔滔

不绝地讲，实在是费力不讨好。现在

的语文课，我带学生美美地读，读着读

着发现原本我们讲得口干舌燥的东

西，孩子都无师自通了。

近年来，每学习一篇课文，我的预

习作业就是：我自己先朗读课文录音，

然后上传到家长群，请学生听我朗读，

给我挑错。第二天上课，请学生现场

朗读，我作为老师再来挑学生的错。

这样的师生互动朗读，简单有趣，是真

正的教学相长，师生彼此受益。

读书像酿酒，一开始是毫无动静

的，到了后来慢慢有一点点香气，最后

满屋飘香。过去许多时候，我们心太

急，总希望读一篇文章就冒出“酒香”，

实为欲速则不达。

读书的事情急不得

读书的事情急不得，一定是慢慢来

慢慢品的。教育，不就是慢慢来嘛。

2019 年，笨拙的我用了整整 30 年的艰

苦探索，才领悟到这一朴素的语文教

育真理。

回顾自己 30 多年的从教经历：用

10 年时间写出第一篇教学论文；用 20

年时光出版个人第一部教学专著；用

30 年的岁月编写一套具有个人原创

教学思想的丛书。作为一个一线语文

教师，我觉得很充实。

每一个语文教师都可以选择自己

的一条成长道路。与许多成功的教师

相比，我选择了一条野蛮生长的路，异

常艰辛，但对于我来讲别无他途。我

始终牢记原杭州大学教育系教授朱作

仁先生当年对我说的话，教学研究要

“不唯书、不唯上、不唯风、不唯心、不

唯我”，但要“唯科学”。

30多个春秋，无论到哪里，我都站

在讲台上，站在小学语文的课堂上，与

孩子在一起。我相信，只要在讲台上，

在孩子中间，我就可以获得不停生长

的力量，可以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语

文世界。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蓝青小学）

生命叙事

不断创造属于自己的语文世界
□ 刘发建

中国教师报：两位老师在“学生写

作教学”中可谓“流量担当”，在已出版

的书中，您最满意的是哪些？

吴勇：我写过的 10 本书都是关于

写作教学的，是我对“童化作文”这个

命题的探索与求解。每本书都是教学

生涯中一个标志性的节点，体现了那

段时间对某个写作教学问题的沉浸与

痴迷。这些书连接在一起，构成了我

的“教学史”“生活史”“成长史”。

一本书就是我“孕育”的一个孩子，

尽管它们在页码上或薄或厚，在销量上

或少或多，但我对它们都是一如既往、

一视同仁地喜欢，难以分出轻重。

何捷：我最满意的是《何捷老师的

全程写作教学法》和《何捷老师的百字

作文系统》，第一本是我研究的国家级

课题成果，介绍了“全程写作教学”的理

念，后一本则是希望能够手把手教给老

师如何在实践中运用百字作文这种教

学方法，让日常写作真正落到实处。

中国教师报：两位老师是从什么

时候开始写作的？您的写作一开始就

与教育相关吗？

吴勇：能真正称之为文章的“写

作”是1992年春天，我在苏北一所乡村

小学当语文教师，学校要提供一篇文

稿作为县教学“五认真”专题研讨会的

交流材料，校长毫不犹豫地将这个任

务“压”在教龄还不足一年的我身上。

凭着有限的教学经验和师范学校 3 年

的专业修炼，苦熬了几个通宵，我终于

完成了教育生涯中第一篇“论文”《教

师备课“真”“实”谈》。几经修改，这篇

文章成为那次研讨会上屈指可数的交

流发言之一，并发表在当年 7 月的《江

苏教育》上。这篇文章带来的荣誉和

自信，成为我踏上教育写作之路的最

初动力。在以后近 30 年的教育生涯

中，我的写作一直围绕语文教育教学，

特别是写作教学，须臾不离。

何捷：我的第一篇文章从“伪论文”

开始。18岁时，我进入教师这个职业，8

月24日报到，9月就遇到学校征集年会

论文，清晰记得当年的主题是“如何评

课”。6月我刚从师范毕业，正好《教育

学》教材中有一个章节是关于评课的，

于是拿起小学生作文纸，靠着在师范学

校练就的书法硬功夫，辛辛苦苦抄写了

10余页。处女作并不“纯洁”，也没有获

奖，没有保存，付之一炬。

我出版的第一套书叫《作文真经》，

是给学生讲述写作文的趣味故事。这

套书的创意来自名著《西游记》，选取了

其中的人物形象，融入了写作教学的知

识点，配合有趣的故事写成。这套书在

出版当年就成为福建省畅销图书，一直

到今天仍不断重印、再版，已经不知道

有多少孩子读过、爱过。

中国教师报：现在市面上关于“学

生写作”的书很多，但直接指导教师写

作的书相对比较少，在两位老师看来，

学生写作与教师写作有什么不同？不

擅长写作的教师能教好学生写作吗？

吴勇：学生写作与教师写作本质上

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表达交流，都属于

“情动而辞发”。但如果放置到“教育”

的范畴来看，差异还是显而易见的：“学

生写作”是一种学习活动，是一项目标

任务，无论写作之前是否存在动机，但

都是在“作文”，其成果是“习作”，属于

“训练体”。而“教师写作”则是一种自

觉和自发的表达与交流，无论是教育叙

事还是教育随笔或教学论述，每次写作

都是在“创作”，每篇文章都可以称之为

“作品”，每篇“作品”都充满着理性的教

育思想和具体的教学主张。

曾有过这样的报道，不会游泳的

教练培养出了游泳冠军。我相信有这

样的个例，但这种个例绝不是规律。

30 年的教学实践告诉我，一个不会写

作的学生群体后面，必然站着一个不

会写作的教师。

一个会写作的教师，能够凭借丰

富的写作经验精准触摸到隐藏在语篇

任务里的艰涩和模糊，于是教师的写

作教学就能教到学生的“痛处”，挠到

学生的“痒处”，写作教学的过程就成

了帮助学生攻坚克难的过程。一个会

写作的教师，为了深入体验学生的写

作之难，能身先士卒，写作“下水文”照

亮学生的习作路径。很难相信，一个

不热爱写作的教师能培养出热爱写作

的学生，一个不会写作的教师能培养

出善于写作的学生。“以其昏昏”怎可

“使人昭昭”？

何捷：写作，本质上是相同的。不

擅长写作的教师能教好学生写作吗？

可以教，但能不能教好，无法判断，一

切都有可能。我来说一个有意思的设

想：如果作家来教小朋友写作，会不会

教好，会怎么教呢？

作家并不认为小朋友一定要写好

作文，甚至认为写不好作文丝毫没有

问题，对现在、今后不产生任何影响。

作家的心不急。相反，他们可能特别

爱护那些不会写、写不好的小朋友。

也难怪，这不正是作家儿时的再现

吗？重温记忆时让人心变得温暖。

作 家 教 作 文 心 态 很 淡 定 ，能 够

“容”，能够“等”。偶尔有一些小朋友拿

着写好的作文请他看看，作家会像赵树

理一样，让这个小朋友回去再改改，不

会拿起红笔圈圈画画，因为他们知道，

修改是无法代劳的；也有一些小朋友拿

着大家都称赞的“好”作文让作家评一

评，那种典型的“文艺腔”会让作家皱起

眉头，小朋友不会被不适合的评价误

导，而会重新审视自己，重新认识写作。

作家很重视对小朋友的影响：让他

们多读除了作文选以外的书，特别是那

些记载着丰富的百科知识、幽默生动的

小故事的书；还会尽可能带小朋友走出

校园，进入大自然，作家知道这叫采风，

但是一时间要将这个专业词汇告诉小朋

友不合适，于是就借用一个“玩”字来代

替。作家通过无数的实践证明“作文即

做人”，所以小朋友跟着作家学习，看到

最多的是作家阅读，作家乐观面对一切，

作家思考的样子，作家兴致勃勃地关注

一件看上去不起眼的事，作家悲愤，作家

面对丑恶时凝固的表情……活生生的，

好玩的人，正直率性的人！

这样教，会不会教好？大家自己

继续判断。

中国教师报：两位老师的书中会

有一些“方法、实战”等信息，在您看

来，学生和教师写作有技巧吗？

吴勇：写作当然有技巧。但讲“写

作技巧”之前，先得强调“写作技能”。

而“写作技能”的形成源自“写作知识”

的反复实践。当写作成为一门课程，成

为一种有效规范的教学，当然离不开系

统完整的学科知识开发、建构和完善。

在写作教学中，先得教给学生“写作知

识”，并引导学生在具体的语篇任务中

运用“写作知识”，从而形成一定的“写

作技能”。当“写作技能”在具体语境中

活学活用后，才会转化成富有习作者个

性色彩的“写作技巧”。一个优秀写作

者的标志，就是掌握了丰富的“写作技

巧”。美国作家约翰·麦克菲所著的《写

作这门手艺：普林斯顿大学写作课》和

中国作家毕飞宇所著的《小说课》，这两

本书讲的都是“写作技巧”。

何捷：我与大家分享三个我的写

作小经验吧。

课堂实录写作。每当我设计完一

节课，不仅会记录设计框架，还会将课

堂实录整理出来。你已经发现问题了

——课还没上。对，那就通过思维演

绎出来。可以想象在课堂上，按照这

个设计老师会怎么提问，学生会怎么

回答，大家如何推进学习。当然，也可

以在执教之后记录下整个过程，整理

好自己的教学实录。

教学设计写作。相对于实录来说，

我不太喜欢写设计。我觉得设计就是

个框架，就是个简单的思考，都是更为

纯粹的纸上谈兵。但必须说明：教学设

计写作是教师的基本功，特别是青年教

师。2008年，我参加全国青年教师阅读

大赛执教《匆匆》一课，仅教学设计就写

了不少于 15 个。也就在那一年，我学

会了怎样写设计。

教育随笔写作。作为教师，我最

爱写教育随笔。每天身边发生那么多

事，有写不完的素材。例如班级管理

中的现象；自己处理问题的得失与成

败；每一课教学后的内心感受；学生的

突发状况与可爱表现等，都可以成为

教育随笔的写作素材。我的《爱问为

什么的教师成长快》就是我的反思及

随笔集，很受一线教师欢迎。

不擅长写作的教师

能教好学生写作吗
吴 勇
WUYONG

“童化作文”教学倡导者，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南京晓庄学院外聘教

授，现任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教学研究室教研员，南京市名师工作室主

持人。出版《儿童写作论》《会写作的教室》等专著10部。

何 捷
HEJIE

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高级教师，出版《爱问为什么的教师成长

快》《何捷老师的全程写作教学法》《何捷老师的百字作文系统》等

多部专著。

谈 写 作

□ 本报记者 宋 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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