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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话题 师生之间

还没离开，已经想念
□潘佳梅

美术老师头发长长的，眼睛大大的，能用各种颜色画出美丽的画，我们都盼着她

早点来给我们上课。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朱里街道中心学校 白艺馨 指导教师 朱效彬

童心绘师

亲爱的孩子们：

我们手中的这本主题创作集，随着毕业

的骊歌响起已慢慢接近尾声。到了为你们写

些什么的时候了。

还记得6年前我们邂逅的那个春天，见面

前我就在本子上写下每个人的名字，反复推

敲每一个字的含义。

翻开我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藏着许多与

你们相关的第一次：第一次读写绘，第一次诗

配画，第一次微信播报，第一次评选“书写小

明星”，第一次读书报告，第一次辩论赛……

还记得那天晚上你们为一个播报视频整

整录了 48遍吗？还记得那些年的“书写小明

星”写了又擦，擦了又写，落下满纸的倔强

吗？还记得我们读过的书在教室墙壁上留

下的进度条吗？还记得唱歌时，唱着唱着就

感动得泪流满面吗？亲爱的孩子，长大就是

这样，泪水伴着欢笑。我常常对你们说，坚

持是生命盛开的土壤。然而这 6年你们不知

道的是，老师也曾有无数次的摇摆，也会有不

可避免的失落，有时跟你们说着说着就抬头

望向天花板，终究没有抑制住眼泪……

你们低头不语，却在日记里写下那句我

说给你们听的话：洋葱、萝卜和西红柿，不相

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它们认为那是一

种空想。南瓜不说话，默默地生长着。

每每看到你们用行动抚慰我眼角的泪

水，你们的爸爸妈妈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与支

持，我又浑身充满了力量，是你们所有人为我

打开了一扇窗。这扇窗敞开了6年，我们用读

书浸润童年，用播报装点平淡，用班歌滋养心

灵，用写作留住光阴，用一个又一个温暖的故

事串联起每一天。

离别在即，诸多不舍。这段时间，走在路

上随时会流露出难以掩饰的伤感。孩子，你

们还没走远，我已经开始想念。这些年，你们

或许早已厌烦了老师的絮絮叨叨，但离别前，

让我再次写下这份叮咛。

像我一样爱我们的学校和班级。我到学

校比较晚，学校没有给我青春的年华，但给了

我梦想和朝气蓬勃的成长环境。之所以把这

些告诉你们，是因为我在这里遇到了许多特

别好的人，我们都是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编

织同样的梦，相互扶持、相互成就的人。无论

走到哪里，请爱我们的学校和班级，像我一样

爱她。

像我一样在不完美的世界穿行。老师

和你们一样，也在努力完成自我成长，学习

做一个还算说得过去的老师。我总觉得自

己很多方面不如别人，所以愿意付出更多努

力。当然，一路上我也收获了惊喜。孩子，

人生路很漫长，纵然遍地荆棘，不要怕，看不

清未来的路就走好脚下的路，尝试寻找黑暗

里的那束光。像我一样在不完美的世界穿

行，不要停。

像我一样修炼终身学习的心。我跟你们

说过，因为上学时选错专业，导致命运数次改

写，但我没有就此“躺平”，反而寻找到了希

望，在平凡岗位修炼了一颗终身学习的纯粹

之心。希望这样的我能成为你们的骄傲，有

一天再相遇，你们可以自豪地说：“这是我的

小学老师。”

像我一样永远热爱。这6年，我不确定你

们是否爱上了写作，但我可以确定的是，你们

一定发现了内心深处的渴望。写作是一个人

与世界沟通的桥梁，不管爱不爱写作，我都希

望你们既然提起了笔就不要放下。

好了，写下“像我一样……”这些文字我

都觉得脸发烫。但我知道你们不会笑我，你

们会像过去6年那样爱我。我的孩子，你们永

远是我的骄傲，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做一个善

良的人，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一个热爱读书、

终身学习的人。请记住：凭时间赢来的东西，

时间会为之作证。

爱你们的老师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扬州市育才实验学校）

谁曾经不是孩子
□刘珊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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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吴尔夫《普通读者》
中《如何读书》一文的最后部分。
在提出了读书的第一道程序是以
最大的理解力接受印象后，她详细
阐述了如何比较和评判。其中值
得关注的是，吴尔夫认为我们虽然
会受趣味的干扰，但我们还是要遵
从趣味的引领，在阅读中让自己的
趣味得到训练。而且，读书不是为
了达到什么目标，读书本身就是最
好的奖赏。 （杨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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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比较”——这一语道破了秘密，承认

了阅读真正的复杂性。第一道程序，即以最大

的理解力接受印象，只是阅读工作的一半。我

们若想从书中得到全部的快乐，就必须完成另

一半。我们必须对这多种印象做出判断；必须

把这些短暂的画面综合出一个实在而永久的

印象。但不是直接地去做，而要等阅读的尘埃

落定，等冲突和疑问平息；散步，聊天，摘拾枯

萎的玫瑰花瓣，或是睡上一觉。然后，突然而

不经意地——自然的潜移默化就是这样，这本

书又会回来，但却是以另一种形式。它会作为

一个整体浮现在心头，细节都各就各位。我们

看到了从头至尾的形状，它是一个谷仓，一个

猪圈，或是一座大教堂。现在我们可以把书与

书作比较，就像比较建筑物一样。但这种比较

意味着我们的态度改变了，我们不再是作者的

朋友，而是他的法官。就像做朋友时再多同情

也不嫌多一样，做法官时再严厉也不为过。那

些浪费我们的时间和同情的书，它们不就是罪

犯吗？那些假书、伪书，使空气中充斥腐败和

病菌的书的制造者，他们不就是社会最阴险的

敌人、腐蚀者、污染者吗？所以让我们审判严

厉一些，让我们把每本书与同类别中最伟大的

作品相比。读过的书以我们裁判固定下来的

形象浮在脑海中。

如果假设阅读的第二步（评判和比较）与

第一步（敞开心扉接受大量涌入的印象）一样

简单，那是愚蠢的。当书已不在面前时还要

继续阅读，把一个幻影形象与另一个相互对

照；还要有广博的阅读量和足够的理解力，能

使这种比较生动活泼而具启发性——这些都

很难。更难的是还要进一步说出：这本书不

仅属于哪种类型，而且具有哪种价值，它失败

在哪里，成功在哪里，好在哪里，不好在哪

里。履行读者的这种职责需要极大的想象

力、洞察力和经验学识，很难想象有哪个人的

头脑充分具备这能力。即使是最自信的人，

最多也只能在他身上发现这种能力的种子而

已。那么，干脆放弃这部分阅读，让批评家

们，让图书馆里那些身着礼袍的权威，去替我

们判定书籍的绝对价值问题，这样是不是更

明智呢？但这是多么不可能啊！我们或许会

强调同情的价值，或许会在阅读时努力忘却

自己的身份，却还是知道无法做到完全同情，

无法做到完全把自己沉浸进去。内心总是有

一个小魔鬼在轻轻说“我讨厌，我喜欢”，我们

无法让他保持沉默。其实，正因为有这种好

恶，我们与诗人和小说家的关系才如此密切，

无法容忍他人来插在中间。即使结果很糟

糕，我们的判断错误，但自己的趣味，那种让

震动传遍全身的感觉神经，仍然是我们主要

的明灯。我们通过感觉学习，若要抑制自己的

个性特质，就不可能不使它贫弱化。不过，随

着时间推移，我们或许能够训练自己的趣味，

使它服从某种控制。当它贪婪地饱尝了各种

书籍——诗歌、小说、历史、传记，然后又停止

阅读，长时间地观察了现实世界的多样与不和

谐之后，我们会发现它有一点点改变，不再那

么贪婪，比较喜欢思考了。渐渐地，它不光能

给出对某本书的判断，而且能告诉我们某些书

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它会说，注意，这个应该

叫什么呢？然后给我们念《李尔王》和《阿伽门

农》，以揭示那种共同的特点。这样，在自己的

趣味指引下，我们会超越单本书籍，去寻找把

书归为不同类别的那些特征。我们将为之起

名，由此拟定某种规则，在感性认识中引入秩

序。我们会通过这种分辨而获得一种更深入、

更少见的愉悦。不过，规则只有通过书籍本身

接触而不断被打破，才真正具有生命力。在真

空中制定脱离实际的规则是再容易、再愚蠢不

过的。为了在这种艰难的努力中把握好方向，

现在终于可以求助于那些非常罕见的作家，他

们能够提升我们对于文学艺术的领悟。柯尔

律治、德莱顿和约翰逊那些成熟的批评，诗人

和小说家本人那些成熟的话语，往往有着惊人

的中肯性，能够照亮在我们脑海深处迷雾中涌

动的模糊念头，使之固定成形。但只有当我们

老老实实带着自己阅读中产生的问题和想法

去请教时，它们才会提供帮助。要是我们把自

己完全交到它们的权威之下，像绵羊躺在树荫

里一样，就会一无所获。只有自己的判断与这

些意见发生冲突并被其征服时，我们才会真正

理解。

既然如此，既然读书需要有极其杰出的想

象力、洞察力和判断力，你或许会得出结论：文

学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艺术，我们就是读一辈子

书也不可能对文学评论做出任何有价值的贡

献。我们只能继续当读者，不应当享有进一步

的荣誉，像那些同时又是批评家的极少数佼佼

者那样。但作为读者，我们仍然有自己的责

任，甚至是重要性。我们设立的标准和做出的

评判会渗入空气中，成为作家写作时呼吸的氛

围。由此会产生一种影响，尽管从未出版，却

会对作者起作用。这种影响如果开明、有力、

真诚而有个性，就可能有很重要的价值。因为

如今批评已经失效，书籍就像射击场上的动物

靶子一样流动，批评家只有一秒钟的工夫去装

弹、瞄准和射击。如果他把兔子当成老虎、把

老鹰当成家禽，或者完全打飞，把子弹浪费在

远处安详吃草的奶牛身上，也都情有可原。如

果在媒体没有准头的射击之外，作家能感到还

有另一种批评，来自于爱读书而读书的人，他

们在慢慢地、非专业地，带着最大的同情，但又

以最严格的态度阅读。这难道不有利于提高

作家的写作质量吗？如果通过我们的影响，能

使书籍更茁壮有力，更丰富多样，那将是一个

有价值的目标。

不过，又有谁读书是为了达到目标呢——

无论是多么值得称道的目标？难道就没有什

么事情是可以因为它本身的价值而做的吗？

难道就没有什么快乐是终极性的吗？至少我

有时梦想，当末日审判来临，伟大的征服者们、

律师们和政治家们来接受奖赏——王冠、桂

冠、刻在大理石上的永不磨灭的姓名时，上帝

看到我们夹着书走过来，会转向彼得，不无嫉

妒地说道：“看，这些人不需要奖赏，我这里没

什么可以给他们的。他们爱好读书。”

（选自吴尔夫《普通读者》，马爱新译，人民

文学出版社2013年版）

且行且思

尝到育人的味道
□汪建纯

教学和育人是教师的两大任务，作为一

名小学英语教师，由于学科的特殊性，我在学

科教学过程中感受到了育人的挑战。

曾经，我认为只要自己不断研究课标、

教材，提升课堂教学的趣味性和效率，让学

生在课堂上更好、更轻松地掌握知识，育人

目标自然能够完成。经过一番探索，学生的

学习态度确实发生了变化，但我并没有体会

到育人的味道。

我开始转而向班主任请教如何育人，听

班主任讲述与学生的故事，学生回校看望班

主任，他们印象最深的不是某个知识点，而是

教与学之外的点滴相处。

后来在阅读中，我接触了教育叙事，这样

的阅读经历让我变得敏感，并开始在教学中

寻找教育契机，寻找我与学生之间那些看似

平常却能引发育人契机的瞬间。

在一次对学生阶段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反

馈时，我表扬了那些进步的学生，并分发了专

门设计的奖状，对那些进步特别明显的学生

还发了奖品。这时，学生小罗提出异议，他认

为自己进步特别明显，不应该只拿奖状，还应

拿到奖品。下课后，他一直跟我到办公室，最

后因为上课铃响才回教室，离开时气呼呼地

说：“为什么总是老师说了算？”

为了安抚小罗的情绪，我想将这件事

交给班主任全权处理。不过，我突然想到

读过的那些教育故事，这是否就是一个教

育契机？评价过程是否真的像小罗说的那

样总是教师说了算？或许他能够取得进步

真的不容易，甚至比其他进步明显的学生

还不容易。后来，我调整了评价标准，还跟

小罗确定了适用于他的个性化评价标准，

同时鼓励其他学生也跟我商定适合他们的

个性化评价标准。

在这个过程中，我品尝到了育人的味

道。就这样，我尝试更多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留意学生的实际需求，发现了更多值得关注

的教育瞬间。

去年9月，我来到新疆一所民族学生占多

数的学校支教，因为不一样的地域和风土人

情，我捕捉到了更多的教育瞬间。

还记得在开学两周后的一节课上，即将

下课时，学生古力如合举起手，轻轻地问我：

“老师，开学这么长时间了，您怎么还没有生

气，还没有批评我们？”边上的学生也一脸认

真地说：“是的，我们基础不好，表现也不好，

所以老师经常生气，我们也经常挨批评，只有

您还没有生气，一直没有批评我们。”

10 岁的孩子主动讨要批评，而且从自

己身上找原因，这让我感到意外，也让我心

疼。多方了解后，我发现学生之所以如此

归因，是因为他们很少得到肯定和表扬，所

以他们对于我两周还没有批评他们产生了

疑惑。

我决定要做点什么——设计不同类型的

“小奖状”，让学生和家长都参与到评价标准

的制定中，引导他们遵循增值评价理念开展

自评、互评。一段时间后，我尝试把这一做法

在更多班级推广，学生精神面貌开始变得不

一样了。

就这样，我在学科教学中尝到了育人的

味道，或许还只是停留在粗浅的层面。但我

相信，只要继续坚持，我也能找到育人的自

信，在教学和育人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作者单位系新疆乌什县乌什·衢州小学）

拿到《教海漫记》时我心里有些犯怵，因为

很少看这么厚的书，但一翻开便不愿放下，好

似与于永正老师促膝长谈，听他娓娓道来一个

个教育故事。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合上书，这句话便

一直在脑海回荡，我不禁思考何为教师、何为

教育？

我认为，师者必心怀大爱，就像于永正一

样。如果用一个字总结这本书，“爱”字再贴切

不过了，贯穿本书始终的就是爱，对学生的爱、

对教育事业的爱。于永正说，谁曾经不是孩

子。这句话豁达中蕴含着智慧，教育的最高境

界就是把自己变成孩子。当我们变成孩子，心

中便有了爱，眼中便有了学生。

师生平等，才能发生对话。但作为教师，

许多时候我们苦恼于不能走进孩子，觉得与

孩子之间存在鸿沟。慢慢地，一些教师开始

随波逐流，不再努力改变现状。也有一些教

师始终不理解，甚至采用威胁的方法让学生

“听话”。久而久之，学生被束缚住了手脚，不

敢做一点出格的事，失去了可贵的冒险精神；

有的学生熟悉了老师的套路，变得无所谓。

面对这样的学生，教师只能更生气，然后再想

一个能够吓唬住学生的方法，从此进入恶性

循环。

其实，当教师有这种想法时便是没有

“蹲”下来看学生，没有将自己放在与学生一

样的位置尊重他们。尊重都没有，何来走进

学生、理解学生，又怎么能换来学生的尊重和

信任呢？雷夫在《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一书

中反复强调“信任”二字，教师信任孩子，教室

就不会有恐惧。

信任源于什么？自然源于尊重和爱。是

爱让于永正能够给学生足够的宽容和耐心。

于永正的班级不乏“淘气鬼”，有在课堂上恶作

剧的“小捣蛋”，有屡教不改的“小调皮”。但对

所有学生，于永正都给予足够的包容，他说：

“我做好了同一个孩子犯第一个、第二个、第三

个错误的准备。对孩子的教育企图‘毕其功于

一役’是不可能的。”是啊，教育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孩子就是在不断犯错中得以成长。

那么，什么是教育？教育是成长，是教师

和学生的双向成长，它既是儿童发展成为合格

社会人的关键阶段、黄金阶段的生活，也是教

师漫长的职业经历。而这个过程应该充满幸

福，符合人性。

教育是一项互相成全的事业，于永正在书

中写道“学问无大小，能者为尊”。“弟子不必不

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尤其在当今社会，学生

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变得多样，很多时候学

生在某一领域会强于教师，我们无须为此感到

羞愧，而应该俯下身来，虚心向学生学习。就像

在“今天我来做老师”班本课程学习中，学生小

宋在全班面前图文并茂讲解了“曼德拉效应”。

那一刻，小宋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俨然一位小

老师，我坐在他的位置认真聆听，就是一个学

生。这就是教育最美好的样子吧，想要学生成

为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愿做一个像于永正那样的老师，把自己

活成一道光，照亮孩子的前路和远方。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建

设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