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多时候， 人是以食物喜好来完成
结党成群的。都是热爱吃海鲜的，一见就
一呼百应地席卷海鲜城。 大闸蟹人手一
个，还要点水晶虾仁、烟熏三文鱼、酱蒸
生蚝……完事儿还要一人一盏辽参汤。
狂嚼猛咽之后，彼此交流心得，然后互传
海鲜经，哪家的汤汁调得柔情蜜意，哪家
的蒸鱼深得真味……酒后话别：同类啊！

都是钟情于火锅的， 热气腾腾，酒
光杯影，酸辛麻辣，大家都是血脉激荡
地过来的。羊肉卷、毛肚、牛肉卷、鱼片、
腊肉、香肠、鸭血、海带、冻豆腐……一
层红辣油，在配菜里波涛翻滚。 吃得汗
流直下三千尺， 要中途停下来歇口气

吗？ 不不不！ 继续！ 继续！ 就要这样酷！
流血流汗不收手不撤退，条条好汉！

身边新识的朋友， 几餐饭一吃，就
个个露出肉食动物的凶悍来。 天黑去哪
里？ 去吃烧烤啊！ 他们异口同声。

为了不暴露底细，我也假装爱吃烧
烤，声声劝自己：冲吧！ 可是，临到桌前，
就变节。

他们点羊肉串，点骨肉相连，点整
只的鹌鹑，点整条的鱼……服务员一串
串烤熟，热气烘烘地送来，摆满方桌。 我
侧身偷眼瞟去，只觉尸横遍野。

肉食，草食，各归各位。
当食肉类朋友浩浩荡荡开去了火

锅城时，我像是被秋风卷剩的一枚枯萎
的叶子，伶仃悬挂枝头。 我觉得我活得
像个遗物，站在高枝上，寻找我的同类，
寻找同样只吃素菜念素经的“兔子”们。

每结识一个新朋友，我都会在漫长
的铺垫打探后，和他们聊起食物，因为，
这将决定他或她是不是我的同类。 菠
萝、龙眼、冰镇西瓜、空心菜、南瓜头、菱
角菜、 刚上市的藕茎……粉黛三千啊，
个个都那么入我眼！ 可是，后面忽然冒
出驴肉、牛肉……

世有食物，然后有同类知音。
人海之中，找到一个与自己同好某

类食物的人，像寻找另一个自己，好难。

可是，到底还是能遇上一些流连于
叶绿素里的人。 大家相约，不吃海鲜，不
吃牛羊，喝粥，南瓜粥、银耳粥、青菜粥、
红枣粥、八宝粥。

慢慢地， 我们就组成了吃素菜的
“兔子帮”，珍重珍重，一同去吃，吃到眼
放绿光。

记得在一次访谈节目里 ， 罗大佑
说，人老了，要有老本、老酒，还有老友。

人以食分，我在满桌佳肴背后 ，可
否能找到一个爱着素菜的你？ 我们一
起退化，退化，以胃来确定你我的坐标
位置。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县高沟中学）

人以食分
□ 许冬林

河北省邢台市第三中学首次接受
河北师大顶岗实习任务，一次就申请了
15 名实习学生，涵盖音乐、美术、语文、
数学、化学、英语、生物共 7 个学科。 该
校是一所有着近六十年办学历史的老
校，特别是高中段为“河北邢台外国语
学校”， 是冀南地区首批命名的外国语
高中，也是邢台全市唯一一所省级外国
语特色学校。

在河北师大顶岗实习的学生还没
到来之前， 学校就进入了全面准备阶
段。 他们首先成立了一个专门团队，全
方位负责安排实习学生的生活、 学习、
教学等事务， 该团队成员既有后勤、教

学管理人员又有一线的骨干教师，并由
一名副校长挂帅主抓。 他们做的第一件
事就是千方百计腾出 8 间房子，利用暑
期改造成窗明几净、设施齐全的宿舍兼
办公室，供实习大学生们使用。

8 月 27 日上午，在实习学生即将到
来之时，我匆匆赶到学校。 副书记张文
英一见面就带着我查看那些改造一新
的宿舍。 那是操场边的一幢独立的二层
小楼， 原来是体育教师的办公区域，现
在已经装饰粉刷一新，在学校密集的建
筑群中显得格外独特亮丽。 我看到每间
宿舍都安装了空调，引进了网线，还有
新装备的办公桌椅、书架、电脑……张
文英边走边告诉我：“我们要让这些孩
子们一落脚就有一种温馨的家的感觉，
只有这样，他们才会爱上学校，才会爱
上教师这个岗位。 ”

是啊，踏上工作岗位的第一印象对
一个人来说，是终身难忘的。

在如何使用、培养这些实习生的问
题上， 学校领导层曾一度出现不同意
见。 一些领导觉得这些学生还没有走出
大学校门，很不成熟，如果在教学上出
了问题，轻则学生家长不满意，重则影
响学校声誉，所以不能“顶岗”实习，应
主要是“看”，充其量做个“辅助教师”。
还有的领导说 ， 我们学习昌乐二中
“271”模式、全面推进课堂改革，正处在
关键时刻，而这些学生没有这方面的理
念和经验，很难适应、驾驭这种新型课
堂，如出现问题，也会影响业已形成的
改革氛围和环境。

针对这些问题，校长李德升几次到
河北师范大学，多次和顶岗实习办公室
的领导交谈，了解学校“顶岗实习、置换
培训 ”的真正意图 ，同时 ，他还和第 19
期顶岗实习的驻县教师、区域主任频繁
接触， 深度了解实习学生的基础情况。
他还带领有关人员到接纳过实习学生

的兄弟学校学习考察，掌握管理培养实
习学生的一手资料。

在此基础上，校长大胆拍板，果断
定夺，“我们要充分相信这些 90 后的大
学生们，他们基础扎实，思想活跃，勇于
担当，如果我们引导得方，他们肯定会
快速进入教师角色，也肯定会胜任改革
重任的。 ”

思想认识统一后，第三中学的领导
做出一项超常规的决策，即：不仅让这
些实习学生全部“顶岗”，还抽出 11 名
实习学生到高中部任课，并且和新招录
的 11 名教师同一岗前培训， 同一师徒
模式，同一进入教学岗位。

用李德升的话说，“我们要把 ‘顶
岗’两个字去掉，一切都按照‘新教师’
的标准来要求和对待。 只有这样真刀实
枪地历练，学生们才能快速成长，才能
真正成为新时期的合格教师，也才能经
得住将来人才市场的考验。 ”

准教师的教育故事（六）

筅专栏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129）

十多年前，家里还没有电脑，更不知
上网是何事。 因此，我喜欢读书，书多是
从学校图书室或同事那里借来的， 也有
一些是自己买的。 那会，忙着工作，顾着
小家，恋着孩子，日子忙忙碌碌，所读的
书内容是散乱的。每天临睡前，都会翻上
几页，一番忙碌的生活之后，长的小说是
不敢看的，怕刹不住心神，让漫漫长夜瘦
了腰身， 但那短小精悍不失美味的文章
常会带着馨香，让我梦里也一片馨香。

淡淡的灯光下， 时而看看儿子安详
的睡颜，时而翻翻书页，闻闻书香，那温
馨的一幕幕，倏忽让心温暖起来，好想剪
下那段时光，珍藏！

光阴如梭，生活也渐渐变了样子，自

从家里有了电脑， 我便迷上在电脑中看
小说，但看时间长了，腰酸背痛。于是，一
场繁华过尽，我仍喜欢临睡前，找个舒服
的姿势，揽书于怀中，坐拥于字里行间。
让自己的心灵与书中优秀的灵魂共舞，
心若静，不管是厚书，还是薄书，不管是
经典，还是消遣，总能引心飞翔，惬意而
安详！

心轻了，梦也美了！
也是那时，我恋上了散文，床头柜上

摞起了冰心、杨绛、张晓风、张小娴、朱自
清、贾平凹、周国平、马德、林清玄等人的
书。读着这些名家的文章，我的睡梦多了
色彩。

后来家的周围有了书店， 看书的日

子更是有滋有味了。 七八个同事合伙去
租书，一人租一本，轮流看，花一块钱，相
当于看七八本书。看到精彩的情节，你说
给我听，我说给你听，就是有时碰面，眨
巴眨巴眼，我们还会逗乐一下：该不会被
书中美人闪了眼吧！ 随后丢一句，“我昨
天刚租了一本新书！”马上会有理直气壮
的话语：“快看，看完先给我！ ”分享着读
书的小秘密，让彼此的心中充满了快乐！

可惜，如今的书店已不再租书，但读
书的甜果却没消失， 一场电子书风暴更
是如火如荼。 大家时不时分享一些好的
读书网站，有什么好的书，及时分享。 有
一次，我一口气下载了 200 多部，爱人逗
我：“下载这么多，能当饭吃，能当觉睡？”

我得意扬扬地反驳：“看了好的书， 还真
能多吃饭，能睡好觉！”说了歪理，我再次
注释：“因为我心情好啊！ ”

枕着书香入眠， 我不仅收获了好心
情，还有一本本读书笔记，十几年积攒下
来，也有了 80 多本。空闲时，翻翻这些读
书笔记，也如翻看一本本自制的书，书香
味仍在。 而每年也总会有一些小文章发
表于报刊当中， 让我的心得与感悟变成
了淡淡的油墨香。 这些都是书香带来的
小小甜蜜。

“书香轻拂沁心灵”，枕着书香，嗅着
馨香，心会安然！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寿光市侯镇五
台二中）

筅 新书速递

有有有一一一种种种心心心情情情，，，和和和岁岁岁月月月无无无关关关

人到中年，家成业就。 职务提了，
薪水涨了 ，衣着靓了 ，孩子会打酱油
了 ， 按理说该褪去年轻时的纯真 ，变
得理性而成熟才对 。 然而 ，每当和昔
日同学重逢重聚 ，我们总是如同穿越
回求学年代 ，变得疯癫狂放 ，意气风
发，话里话外都是当年。 此情此景，让
家属深惑不解 ：平时淡定从容的那个
人怎么变得好像不认识了 。 对此 ，有
同学点破个中玄机 ：“有一种心情 ，和
岁月无关！ ”

是啊 ，有一种心情 ，确实和岁月
无关。

光阴流转间，离开高中校园已经小
20 年的我们，已经游刃有余地穿行在生
活的风口浪尖，处世行事也不知不觉沾
染了很多的社会习气。 可是，有这样一
种情感却始终无法变更──被公认为
“人生四大铁”的同窗情谊。 就连承载这
一情谊的 QQ 群、微信圈里，也因为烙
上了同窗的符号，让我们热捧。 一张张
熟悉却略显沧桑的面孔，一声声亲切又
带着戏谑的问候，无时无刻不在感染着

我们的生命，调剂着我们的生活，进而
衍生成为岁月里一道瑰丽的风景。

“春光，把好门！ ”
“文涛，你倒是快点传啊！ ”
“蕾丝，射！ ”
每个周末，一帮中年人，都会从四

面八方聚到一起， 挺着已经发福的肚
腩，顶着略显斑白的头发，飞奔在偌大
的足球场上。 尽管累得汗流浃背，尽管
个个气喘如牛， 尽管人人形象狼狈，但
欢乐和满足写满了每张成熟的脸。

它是东方足球队，是我们博兴一中
36 级 2 班同学用心合力打造的。在这方
平台上，没有社会上的人情世故，没有
政坛的精英骄子，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
和设防心理，有的，只是一颗颗真诚的
心，以及美好的祝福。 有幸成为其中一
员，人人都倍感骄傲。 所以，当接到昔日
同学的邀请电话时，我竟有种被电流击
中的恍然。 那熟悉的略显沧桑的声音，
一下击溃了我多年面对生活风波时建
起的坚固防线，我深埋心底的那份激动
被重新点燃唤起。

所以，当我们昔日的体育委员、如
今已是公司副总的老同学提议重建班
级足球队时， 每个人都毫不犹豫地报
了名， 那份狂热和 19 年前如出一辙，
那份不含任何杂质的心情， 让已经见
惯了生活风波的每个人都心潮澎湃 。
离开校园多年了， 但谁也没有因为年
轮的变迁、年华的老去、年轻的流逝而
推托拒绝，虽然我们不再风华正茂，不
再青涩如初。

由于工作原因， 我们无法天天在
一起合练 ，无法踢满 90 分钟 ，无法像
年轻小伙一样全场飞奔， 但是我们的
默契、我们的心情却没有因此而搁浅。
比赛输赢不是重点， 重要的是谁表现
最好， 体能最棒。 为能评上 “本场最
佳”， 我一改多年来睡懒觉的积习，一
改往昔 “工作狂 ”的形象 ，有空就拉着
女儿一起踢球 ，一起跑步 ，一起锻炼 。
加入东方队带来的好处可谓良多──
作息生活规律了， 陪孩子娱乐的时间
增多了，人也变得勤快起来，就连体质
也是一改往日的文弱书生形象， 强壮

了 不
少 。 这种

感受 ， 如今
已经成为了每个同学的共识。

慢慢地，东方队的球员在增加，包
括不少已为人母的女同学， 也给我们
加油助威。 慢慢地，东方队的人气逐渐
爆棚， 它成了我们同窗叙旧的绝好纽
带──失散多年的老同学重逢了 ，来
个 “重逢杯 ”；有外地工作的同学回乡
探亲了，来个“探亲杯”；就连班里最后
结婚的国子成家时， 我们还特地举办
了一场隆重的“新婚杯”以示祝福。 在
东方队， 无论财富多寡， 不论地位高
下 ，炫的是彼此的体力 、球技 ，以及相
互间的配合。 在东方足球队里，为能争
抢首发， 不少人特意调整了自己的时
间，牺牲了自己的节假日，甚至驱车千
里赶到绿茵场会合。 在东方队，我们每
周相聚，交换心得，在无声间接受着灵
魂的洗礼，在传递快乐的同时，更传递
着温暖彼此的“正能量”。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滨州市教育局）

□ 王 蕾

“阳光教师”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zgjsbjssh@vip.163.com

陈 涛： 湖北省武汉市第三中
学教师，中学化学高级教师，湖北省骨
干教师、湖北省优秀教师，所带班级多
次被评为市、区优秀班集体。从教 22 年
来，她坚持从学生的综合素质、学业水
平、 安全健康三个方面制定培养目标，
发现和把握学生的“发展生长点”，使学
生学会计划、学会管理、学会落实、学会
思考。

兴趣爱好：看书，看电影，听音乐。
教育理念：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一个

个和谐的人，一个个能独立行动和思考
的人，一个个有自我生长能力的人。

人生格言：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

筅 阳光教师

誗其实课堂中的鼓励是很好
的催化剂，鼓舞学生也活跃气氛。
下期将与你分享一名教师接触梦
想课程后的感受及改变。

致安静的同学
□ 马运霞

上了这么多节课，学生们渐渐
熟悉了梦想课的模式，我也渐渐熟
悉了他们。 于是，到了交流环节，我
开始有意识地寻找那些 “陌生”的
面孔———那些从未发言的学生。

来到摇钱树队，我看向一个男
学生，咦，这人我没见过，就问他：
“同学，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

他愣了下，赶紧指着旁边一个
同学说：“还是问他吧。 ”

“可我就喜欢你呀。 如果同意我
问，你就站起来。 实在不愿意，那也
可以。 ”

我期待地看着他，他们小队的
同学，也一个个冲他伸出大拇指！

良久之后 ， 他依然没有站起
来，头垂得很低，额头几乎要挨到
了桌子。

“好吧，那我下次再问你吧。 ”
然后，来到大富翁队 ，同样选

了一个没说过话的学生。
犹豫了很久，这名学生终于艰

难地站了起来。
我问：“你是在什么情况下，去

过银行？ ”
“跟妈妈存钱的时候。 ”这名学

生长舒了一口气。
“有钱自己拿着不好吗？ 干吗

存银行啊？ ”
“怕丢。 ”
“请问，老师问的问题难吗？ ”
“不难！ ”
“那你开始好像还不太愿意。 那

时候你是什么感受？ ”
“紧张。 ”
“紧张的背后，是害怕。 你在怕

什么？ 怕答不出来，还是怕同学们
笑话你呢？ ”

“怕答不出来。 ”
“怕答不出来的背后 ，应该还

有东西。 是怕自己不够好吗？ ”
“嗯。 ”这名学生感受了一会儿

后，一个劲地点头。
“那我们聊了这么久 ，现在你

是什么感受？ ”
“高兴！ ”
“以后再有这样的机会 ，你愿

不愿意回答呢？ ”
“愿意！ ”
“来，我们握个手！ 认识一下，

你叫什么名字？ ”
“王家鑫。 ”
教室里， 孩子们安静地听完整

个对话。我想，这段对话，对于那些常
年安静的同学，应该会有一些激励。

下课后，一个学生主动跑过来
问我：“老师，黑板要不要擦？ ”

我一看，乐了，这个人，正是王
家鑫！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运城市盐
湖区西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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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不曾孤独

□ 林大伟

做一个母语的朝圣者
———读《煮字为药》有感

□ 张方菖

我不是教徒，但每当看到那些朝着
心目中的圣地匍匐而行的身影，就异常
感动和震撼。他们双手合十，俯下身子，
用身体丈量那漫长得没有尽头的朝圣
之路；手心厚厚的老茧与脸上平静的表
情，书写着他们对信仰的虔诚和对梦想
的坚守。

作为一名中学语文教师，我对那些
固执地坚守着母语阵地，用语言和文字
温暖心灵、烛照思想的人 ，同样心怀敬
意。 文学博士、台湾师大国文系教师徐
国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新作《煮
字为药》，就是他浓得化不开的母语情结
的体现。

就像真正的朝圣者一样，徐国能始
终怀揣梦想前行，用自己学习中文、运用
中文的感性体验启发读者，用精致的语
言、敏锐的洞察、精警的思辨、潜藏的幽
默诱惑读者，点燃他们对中文的热情。

徐国能的母语朝圣之旅，最大的特
点是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热爱。 与生活
在台湾的人们相比，就文化的传承而言，
我们拥有更多心理上的优越感。 因为中
华民族的文化， 是根植于祖国大陆的。
踮起脚尖，我们甚至能望见先圣们远去
的背影。 但是，如果我们收起所谓的优
越感， 就会发现台湾人更加珍爱传统。
比如，台湾的语文教材中 ，传统诗文的
比例比我们高；中考、大学指考（大学指
定科目考试，相当于我们的高考 ）语文
试题对传统文化的考查也多于大陆。

徐国能的“回归传统”，让没有见过
他的人误以为他“是位洞悉人情、饱经世
事的老头儿”，见过他的人说他“青春的
外表里藏着苍老的灵魂”。他自己也承认
“旧时代的一些文静雍容，对我有着特殊
的意义与无可言喻的吸引力”；他固执地
偏爱传统文化，“我始终以为传统文化所
陶冶的性格，必然更加温良与谦厚，更加
让人信赖”；他为文言文辩护，“文言文不
是顽固的封建教条或死板的之乎者也，
它包含了江上的清风、庙堂的忧国，有永
恒的喟叹与高贵的追求在其中”。

作为语文教师， 我们必须拥有扎实
的传统文化功底。 因为传统文化是汉语
的根，是中文的源头，离开传统文化，汉
语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徐国能朝圣之旅的另一个特点 ，
就是对世间百态的关注 。 语文教师要
无限延伸自己的视野 ， 因为仅仅用语
文教材与教参去筑造语文教育的生命
之塔 ，这样的建筑只能是豆腐渣工程 ，
绝不能承受语文教育的生命之重 。 我
们要关注文学的走向 ， 关注语文教学
研究的发展脉络 ， 更要关注活色生香
的众生相。 生活，才是语文学习和语文
教学的“源头活水”。

徐国能的关注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两
个方面。 其一是中文本身： 如语文的内
涵，汉字之美等。其二是与中文有涉的社
会万象，徐国能用语文的视角去审视、用
语文的触角去触碰， 用语文的逻辑去分

析万花筒般的社会生活， 生动而又感性
地诠释生活即语文的含义。 如在 《狱中
诗》一文中，徐国能由萨达姆在囚室写诗
谈起，列举了古今中外的“狱中诗”，在欣
赏佳作的同时， 也让读者对生命的挣扎
与超拔感喟不已。

徐国能朝圣之旅的第三个特点，就

是对夹缝中生存的母语及传统文化日渐
衰落的忧虑。多年前，台湾作家白先勇就
发出了“百年中文，内忧外患”的呐喊，振
聋发聩。外患主要来自英语的冲击，徐国
能有感于台湾社会大搞 “全民英检”活
动 ，“要铺天盖地地筛检出不会说英文
的，好好加以救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花钿委地的中文”。与外患相比，内
忧更剧。电脑和网络的普及，快餐文化的
泛滥，浮华世风的熏染，对科技的盲目尊
崇等，都对传统文化形成冲击。 因此，他
惋惜“传统的文化品位，只会渐渐成为薄
暮中故国遗老的微吟轻喟”，感叹“这个
时代的国文老师就像暗夜中的瓦灯，承
接了庞大而辉煌的文化传统， 但在无边
的黑夜中那点微光究竟能照亮多无呢”。

基于朝圣般的母语情结， 徐国能常
常陷入深深的忧虑当中，所谓“爱之深、
责之切”。 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沉沦，“世
界的一些美好如细沙簌簌流去， 煮字为
药治疗着我的无奈与寂寞”。 看来，在文
字高手那里， 文学作品往往成为精神世
界里的“诺亚方舟”，作家在拯救自己的
同时，也捎带捞几个落水者。

语文是我们的专业， 也是我们的职
业，不管从功利还是精神层面来说，它都
应该成为我们向往的神山圣湖。 让我们
像徐国能一样，做一个母语的朝圣者，坚
守着对母语的虔诚吧。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攀枝花市西区
教育局教研室）

筅 书 事

遍读了《中国百年老校》后，浮想联
翩，脑海里总会呈现书中描写 、陈述的
人和事，即使纵横历史百年 ，那一个个
人、一件件事还是那样让人亲切 、感动
和钦佩。 正如本书前言中提到的，“一部
中华民族史，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薪火
相传，靠的是中国历代教育一代代的传
递而延续和发展。 ”学校作为教育的实
施场所或者说是枢纽，在整个中华文明
和民族精神的传递、发扬过程中功不可
没。 有着上百年历史的老校，在历史、人
文、文化、精神等各个方面都有着独特
的意义。

《中国百年老校 》 首册收录了北
京、江苏、上海等地的 18 所百年老校 ，
从学校历史、办学特色 、办学成就等多
个维度，以历史的演变为线索 ，为读者
展现了基础教育发展进程的缩影 。 作

为教书育人的主阵地 ， 在百年的历史
里 ， 这些老校除了为国家培养了大量
人才，其深厚的历史积淀 、强大的文化
气场和数代教育者孜孜不倦的开拓创
新精神 ， 也为现代学校提供一种有益
的经验与参考。

也正是有了现实而深远的意义，《中
国百年老校》的集结陆续出版，就显得必
要和重要了，是总结、梳理，也是为了更
好地传承、发扬与创新。

“有的时候，她会独自一人，与那古
老而又无语的银杏树对话， 去翻阅那陈
迹斑斑而又人文精神闪烁的历史记载。
每逢这个时候， 她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
敬畏感，一种特别神圣的责任感。自己如
此年轻，何以与这 300 年的历史对接，怎
样让历史的辉煌再现， 不辜负社会的期
盼？”2007 年，36 岁的顾泳成为江苏省常

熟市石梅小学的掌门人，她的惊人一问，
反思和追问自己的同时， 也警示了众多
的教育者。 本书中的校长如刘长锁、张
宏、朱保良、毛坚琼……他们也一样积极
地探索着，书写着属于自己，属于百年老
校的壮丽诗篇。

创新是永恒的主题 。 一所具有百
年历史的老校 ， 如果沉寂在往日的光
辉中沾沾自喜 ， 或者画地为牢而故步
自封 ，那百年也只能成为一个数量词 。
可喜的是 ，《中国百年老校 》 所搜集的
学校却因为不沉迷于往日的成绩 ，不
甘于现实的教育 ，敢于 、勇于创新 ，让
“百年”变得不朽。

百年不应该只是一所学校的 “百
年”，因此，《中国百年老校》的出版不是
简单的记录， 而是一种引领和激发，让
“百年老校”的精神得以传承。这些“百年

老校”以固有的姿态和能力影响着、带动
着一方教育的蓬勃发展。 北京市宏庙小
学“三为主、三结合”的教学改革，上海小
学的“智慧电子”系列品牌课程，陕西省
西安中学“教学生一天，想学生一生”的
优良传统……他们服务周边社区、 影响
着当地教育生态， 带动越来越多的学校
走向优秀。

作为一个读者，一个老教育工作者，
我不能切身参与到具体学校的活动中，
但我有幸成为他们的见证者。 我就借用
《百年孤独》的第一句话，作为一个美好
的憧憬，也是对《中国百年老校》的一个
期许：多年以后，更多的教育者看到系列
的《中国百年老校》的时候，准会努力寻
找自己的影子和自豪地怀念曾经奋斗过
的每一天。

（作者单位系北京邮电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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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校读书沙龙内容优先刊发

2. 教师读书心得优先刊发

3. 阅读活动开展有特色的学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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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优先享受教师专业写作公益辅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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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享受本报提供的学校定制化服务

1. 各地成立读书会，确定负责人，公布联络方式，预告读书内容，定期

举办读书沙龙

2. 组建推广阅读专家团队，指导成员校深入、持续推进阅读，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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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为优秀成员校挂牌，建立培训基地

5. 为成就突出的成员校校长、教师举办教育、教学、管理思想研讨会

6. 组织出版社、阅读成员校交流活动，为成员校出书搭建平台

7. 组织出版社向阅读成员校赠书活动

8. 召开千校阅读联盟年会，发布相关标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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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教育出版社 协办

随笔选登

主办

“真爱梦想”行动 76

筅 灯下漫笔

枕着书香，心亦安然
□ 李凤华

筅 阅读札记

筅 物 语

《煮字为药》
徐国能 著
九州出版社

《梦想触手可及———教育行走与思考》
雷玲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 是 一
本教育随笔
集，图文并茂
地展示了作
者———一 位
教育媒体人
的教育梦想
与情怀。本书
记录了作者
在不同地点
的教育思考，
既有在国内
的 见 闻 ， 如
“不一样的北京， 不一样的教育”“西子
湖畔听书声”，也有在国外的教育思考，
如“马来西亚的家庭教育思考”“对日元
教育价值的思考”……作者看来，所有
这些都是行走中的力量，都是对梦想的
追寻。

《麦兜我和我妈妈》
谢立文 麦家碧 著
接力出版社

这是作者
耗时两年推出
的一部温情之
作， 一本关于
母爱、信任、感
动 的 温 情 绘
本， 一本关于
成长、 责任与
梦想的治愈之
书。 温暖、鲜活的生活细节，看似啼笑
皆非、 实则充满爱意和哲理的平凡人
的生活故事，拨动心弦 ，让我们感受 、
品味母爱的温情和感动， 带给读者含
泪的微笑。

《柠檬水大战》
（美）杰奎琳·戴维斯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美国爸爸
教他们的孩子
如 何 努 力 赚
钱， 而中国爸
爸却让他们的
孩 子 坐 享 其
成。 到底是让
我们的孩子成
为努力赚钱的
富一代， 还是
坐享其成的啃
老族？ 在这套《柠檬水大战》中，埃文和
杰茜兄妹俩展开了一场大战，他们像真
正的企业家一样运作柠檬水摊：寻找最
佳销售位置、促销、提高商誉、经销……
这个幽默睿智的金钱故事，不仅值得家
长们深深反思我们的金钱教育，更给孩
子们提供了财商实战的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