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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I A O S H I C H E N G Z H A N G
2017年4月5日 探寻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8版

□通讯员 曹永健

非常教师

开启“10人音乐之旅”

2016年，已经 33岁的秦勇选择成为
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中心完小的一名
音乐教师。彼时的他从音乐专业毕业
后，已经在沿海多所民办学校工作过。

为什么选择回到家乡，回到乡村，理
由很简单，邵阳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塘田
市镇中心完小的学生多为留守儿童。“乡
村孩子很淳朴，艺术教育在这里严重缺
失，我正好可以有所作为。”秦勇知道，
音乐教育首先是审美教育，与学生素质
的关系密不可分，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
就是提升学生整体素质的过程。但上岗
第一天，秦勇就遇到了不大不小的尴尬。

当时，学校副校长唐爱民正为青少
年活动中心开课一筹莫展，秦勇当仁不
让，决定成立葫芦丝教学班，面向全校招
生。可是令他尴尬的是，报名者寥寥。
这里的孩子多为留守儿童，对音乐没有
任何概念，甚至“葫芦丝”都是第一次听
说，而且乡村孩子的家长显然更看重学
习成绩。

最终，只有 10 个人报名。10 个人
也开课，按照既定的安排，每周二、周
四下午兴趣活动课时间，秦勇与孩子
们开始了“10 人音乐之旅”。音乐知识
零基础的孩子难不住有丰富教学经验
的秦勇，点拨、示范，孩子们学会了最
简单的音阶，很快能够把葫芦丝吹出
基本节奏。这对孩子们来说是莫大的
鼓励，好奇与兴趣一旦催生，孩子的潜
在生命力即被唤醒。

学生陈聪就是一个典型例子。陈
聪 5 岁时，父亲因一场车祸不幸离世，
母亲随后改嫁，留下他与祖父母相依
为命。家庭的破碎，给年幼的陈聪留
下很大的心理阴影：自卑、孤僻、叛逆，
拒绝与人交流。如何打开他的心扉，
班主任唐丹想了许多办法，收效甚微。

学校开办青少年活动中心，唐丹灵
机一动：不如让陈聪去学葫芦丝，她还特
意送了一管葫芦丝给他。

令人惊喜的是，陈聪在音乐方面确
实有天赋，接受能力很强，乐理知识一点
即通。课堂上，秦勇经常关注陈聪的练
习，只要有机会，就让他展示，表演给大
家看。很快，陈聪成为葫芦丝班的“演奏
小达人”，收获了不少“粉丝”。陈聪在葫
芦丝班找到了成就感，人变得自信、乐
观、开朗多了。

看到陈聪的变化，看到唐丹的喜悦，
秦勇并不感到意外。他认为，陈聪的变
化并非偶然，音乐教育所蕴含的审美精
神，实质上是一种生命教育，能使人的情
感升华、净化，使人格完美，提高人的生
命质量。

秦勇常跟学生说：“艺术是一种很
纯粹的心灵享受。”艺术本身独特的意
义在于语言停滞的地方，它能做到语言
所无法做到的，带来的是心灵的震撼和
滋养，这正是艺术教育有别于其他学科
的地方。

秦勇的葫芦丝班让学生感受到音
乐的美妙与神奇，激活了学生的情感，
反过来，学生也用自己的生活经历与
情感感知音乐。在葫芦丝教学中，秦
勇不仅点燃了学生的情感火花，也打
开了学生的心灵之窗。秦勇就像“心
灵捕手”，因为他有音乐这个无往不胜
的秘密“武器”。

一个学期下来，唐丹感叹：“秦老师的
葫芦丝改变了陈聪，改变了一个家庭。”

点亮乡村“葫芦丝之夜”

塘田市镇中心完小共有 54名教师，
其中住校教师占一半以上。近三分之二
的教师来自外乡或邻县，他们工作量大，
两个人包班，精力大量透支，自我调适能
力也越来越差。以往除了备课、批改作
业，教师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

“可不可以让老师也来学葫芦丝？”
秦勇脑中闪过这个念头，便与同时进校
工作的教师宋红锦说出自己的想法。不
想宋红锦兴奋地说：“你要是开课，我第

一个报名！”得到响应和肯定，秦勇在教
师微信群正式“发布”招生公告。也许是
受学生学习热情的影响，住校教师几乎
都参与了学习，人手一管葫芦丝。

辛苦工作一天后，每次到音乐教室
学习葫芦丝，教师们就像参加聚会般轻
松活跃。他们还推选出“班委会”，称秦
勇为“老师的老师”。教师的葫芦丝课学
习进度基本上与学生一致，从最简单的
音阶学习到简谱练习。全体教师循序渐
进，经过 10 多个课时的练习后，吹上一
支小曲已经不是难事。

晚上的葫芦丝班，就像碎裂日常的
粘合剂，也是倦怠时刻的兴奋剂。教师
们身心得到调适，在理性和感性冲突之
间找到平衡，他们的生活方式也由“物质
化、身体化”向“艺术化、审美化”转变。

没有课的夜晚，教师们就在灯下吹
奏。练习是枯燥的，但因为有志同道合
者，从不同窗户飘出来的乐声，汇成一
片，热闹一天的校园在天空星辰的映衬
下多了一份恬静，那种被音乐所浸润的
恬静。

踏上工作岗位一年的教师刘阳，从

大城市来到小乡镇，曾为待在这个“穷乡
僻壤”而苦恼，心里一度失落。除了教学
外，业余生活干瘪得就像风干的玉米穗，
城市的灯火迷离，大学的自由与丰富，让
年轻的刘阳神思远游。没想到，随着乡
村“葫芦丝之夜”的到来，一切变换了模
样。漫长而沉寂的夜光下，同事们聚在
一起，那飞扬的音符给人以安静的力
量。指尖的跳跃，也是生命深处的力量
飞腾。刘阳决定换一种活法，既然不能
选择环境，那就在脚下的土地开出一朵
花来，活出应有的色彩。

雨果说：“开启人类智慧的宝库有三
把钥匙，一把是数字、一把是字母、一把
是音符。”音乐让人丰富而美好，它开启
人的灵性世界。一个受音乐滋养的教
师，就是一个有温度的教师，必然能够成
人之美。音乐像根看不见的纽带，将教
师们连在一起。他们心灵共振，神采齐
扬，一起朝向教育的明亮方向。

奏出“夫夷河之春”

学校近旁，蜿蜒逶迤的夫夷河绕镇

而过。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艺术家李
勋树，从邵阳县祁剧团退休回到老家
——塘田市镇，曾伴随他登临过无数大
小舞台的二胡和京胡，在小镇上一度变
得曲高和寡。他用整整两个月时间创作
了《夫夷河之春》，却苦于找不到理想的
伴奏者，从未被真正演奏过。

李勋树多方打听，得知秦勇钢琴伴奏
水平一流，特意登门拜访。两个素不相识
的人凭借对音乐的这份挚爱，一拍即合，
决定合作。第一次排练是在入冬的一个
晚上，李勋树的一群追随者闻声而来，学
校其他教师也闻讯而来，一架钢琴、一把
二胡，一个是才华横溢的青年才俊，一个
是名满故里的花甲老人，他们的联袂成为
小镇上的一大新闻。听众席上有须发皆
白的老人，也有稚气未脱的孩子，听得如
痴如醉，一位老者听完后用了四个字评
价：“珠联璧合！”

每次，他们排练的时间一定下来，大
家奔走相告。学生家长莫逸婕的外公是
一位音乐爱好者，家住距学校不到一里
路的镇上。听说秦勇和李勋树联袂演
出，他每次都早早到来，专注得像个孩
子，听得如痴如醉。“明年我也要报秦老
师的葫芦丝班。”老人提出这个请求时，
非常认真。

原来被牌桌吸引过去的村民，逐渐
被吸引到音乐教室，音乐的火种从这里
开始，星星点点，散布到广袤、宽厚的大
地上去。音乐教室本简朴，却是这个镇
上最为华丽的音乐殿堂。

塘田市镇中心完小校长刘劲松说：
“一个好老师就是一门好课程。发挥骨
干教师的引领作用，乡村小学大有作
为。”秦勇的出现，不再是单纯的好课程
的价值所能衡量，他就像是一个艺术教
育的“盗火者”，盗来了火种，也盗来了音
乐之光。黯淡的乡村之夜，因为有了音
乐，通往精神家园之途被照得彻亮。音
乐作为艺术的启蒙，审美的发端，不经意
间悄然改变着一所学校、一个村庄的精
神气质。

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选择逃离乡村学
校，越来越多的乡村学校缺少音乐、美术的
滋养。然而，在湖南省邵阳县塘田市镇中
心完小，因为秦勇的到来，音乐课堂重新飞
扬起欢快的音符，学校也由此焕发出勃勃
生机。不仅如此，秦勇还将更多的音符带
到乡村青少年宫，带到教师音乐班……让
音乐之声在乡村上空飘起。

生活就是一杯水，你加入了快乐的元
素，就有了幸福的味道。

澳大利亚一所小学每天点名像做游
戏一样，教师不仅让大家随意答“到”，更
有一个“苛刻”的要求：不能重复。于是，

“哼哟嗨呵叭哒”，鸟鸣猫叫犬吠盛满了教
室，新的一天就这样被笑声开启。能把单
调的点名变成快乐的音符，这些孩子无疑
是幸福的，他们遇到了一个懂得幸福的教
师。每次想到这个情景，我就忍不住感
慨，多么美妙的创意，快乐是一样的，但他
们又与别人不一样。

台湾作家林清玄曾回忆：同一个班
级，由于前后两位教师的教学方法不同，
学生的精神面貌便有着根本的差别。前
一位教师非常严格，布置作业多，给学生
的评价却很低；后一位教师则把评定学
生的标准降低，而且给特别用心的学生

加上一个或两个刻成印章的“苹果”。这
样做的结果，学生一个个由原来“畏畏缩
缩、萎靡不振”变得“充满自信、容光焕
发”了。教师给孩子印发的小“苹果”，对
孩子们有着神奇的魔力，感化、激励着他
们不断向上。

有一个乡村小学校长，把校园改造得
像花园一样美丽。校园的大门不是像停
车场一样的铁门，而是种上七棵树，树与
树之间就是不同年级的通道。他让学生
们在操场周围种上自己喜欢的花草，有茉
莉花、月季花、梅花、菊花……在学校教学
楼外种满爬山虎，楼顶还开出一片菜园，
可以种黄瓜、冬瓜、南瓜……课间和中午
吃饭前可以去摘一些吃。在操场周边还
建造了一个池塘，池塘里有鱼、有虾，还有
漂亮的荷花，放学后学生可以钓鱼摸虾。

有一个城里的女校长，举办了校园童

玩节，这是属于全体小朋友的节日。童玩
节开始前，卡通玩偶在学校大门两旁迎接
参与活动的师生及家长。小朋友们都穿
着令人脑洞大开的奇装异服进入开幕式
现场。学校领导也放下繁忙的工作，走进
孩子当中，跟孩子们打成一片。童玩节项
目丰富多彩，小朋友们个个玩得开心，玩
得尽兴。教师和家长在孩子们的感染下，
仿佛也回到了童年。

今年开学第一天，多地有校长为孩子
们准备了新学期红包，内容也是别出心
裁：“与校长共进午餐”“升旗手体验”“任
意社团课体验”等，第一次收到这样的红
包，学生们乐坏了。

林格在《教育的温度》中说：“一所
真正的学校 ，其实就是一个温情的校
长带着一群有温度的人 ，干着一件温
暖的事。”

创意改变教育，让生活更美好；创意
增添快乐，让教育更幸福。有“创意”的
教育，是现代教育人性化的突出表现。
教育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更多地掌
握知识与技能，身心健康全面发展，成为
社会有用之才。因此，无论这种创意能
走多远，尝试改革的决心都值得提倡和
尊重。

不妨扪心自问，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教
育？是严厉苛刻、暮气沉沉，还是温柔似
水、妙趣横生？面对一张张生命的画卷，
是一味地去挑剔、埋怨、叹息，还是更多地
去发现、欣赏、引导，给孩子一个微笑、一
个鼓励、一个温馨的拥抱？

教室因有了创意而充满欢乐，校园因
有了创意而芬芳四溢。喜欢就是硬道理，
幸福就是不单调，有创意的教育更美好。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市沂河实验学校）

且行且思且行且思
幸福就是不单调
□胡凡中

创 意 改 变 教

育，让生活更美好；

创意增添快乐，让

教 育 更 幸 福 。 有

“创意”的教育，是

现代教育人性化的

突出表现。

秦勇指导学生吹奏葫芦丝秦勇指导学生吹奏葫芦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