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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绘师

我心中的老师是一位漂亮的天文学家，她每天都带我们在神秘的太空中遨游！
山东省高唐县第四实验小学 安卓昂 指导教师 徐金霞

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
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
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
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
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
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
就是当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
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我们常为他
人的悲哀而感伤，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不需要用什么实例来证明。这种情感同
人性中所有其它的原始感情一样，决不
只是品性高尚的人才具备，虽然他们在
这方面的感受可能最敏锐。最大的恶
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
会全然丧失同情心。

由于我们对别人的感受没有直接
经验，所以除了设身处地的想象外，我
们无法知道别人的感受。当我们的兄

弟在受拷问时，只要我们自己自由自
在，我们的感觉就不会告诉我们他所
受到的痛苦。它们决不、也决不可能
超越我们自身所能感受的范围，只有
借助想象，我们才能形成有关我们兄
弟感受的概念。这种想象力也不能以
另外的方式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它
只能告诉我们，如果身临其境的话，我
们将会有什么感觉。我们的想象所模
拟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感官的印象，而
不是我们兄弟的感官的印象。通过想
象，我们设身处地地想到自己忍受着
所有同样的痛苦，我们似乎进入了他
的躯体，在一定程度上同他像是一个
人，因而形成关于他的感觉的某些想
法，甚至体会到一些虽然程度较轻，但
不是完全不同的感受。这样，当他的
痛苦落到我们身上，当我们承受了并

使之成为自己的痛苦时，我们终于受
到影响，于是在想到他的感受时就会
战慄和发抖。由于任何痛苦或烦恼都
会使一个人极度悲伤，所以当我们设
想或想象自己处在这种情况之中时，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同我们的想象
力的大小成比例的类似情绪。

……
不管同情的原因是什么，或者它是

怎样产生的，再也没有比满怀激情地看
到别人的同感更使我们高兴，也没有比
别人相反的表情更使我们震惊。喜欢
从一定的细腻的自爱之心来推断我们
情感的那些人，根据他们的原则，自以
为全然说明了这种愉快和痛苦的原
因。他们说，一个人感到自己的软弱和
需要别人帮助时，看到别人也有这种感
觉，就会高兴，因为他由此而确信会得
到那种帮助；反之，他就不高兴，因为他
由此而认定别人会反对自己。但是，愉
快和痛苦的感觉总是瞬息即逝的，并且
经常发生在那种毫无意义的场合，因而
似乎很明显，它们不能从任何利己的考
虑中产生。当一个人尽力去逗引同伴
之后，环顾四周发现除了自己之外没有
一个人对他的俏皮话发笑，他就感到屈
辱；相反，同伴们的欢笑则使他至为愉
快。他把同伴们的感情同自己的感情
一致看成是最大的赞赏。

虽然他的愉快和痛苦的确有一部
分是这样产生的，但是愉快似乎并非全
部来自同伴们表示同情时所能增添的
欢笑之中，痛苦似乎也不是全部来自他
得不到这种愉快时的失望。当我们反
复阅读一本书或一首诗以致不能再从
自己的阅读中发现任何乐趣时，我们依

然可以从为同伴朗读中得到乐趣。对
同伴来说，它充满着新奇的魅力。我们
体会到在他心中而不再能在我们心中
自然地激发起来的那种惊讶和赞赏；我
们与其说是用自己的眼光，不如说是从
同伴的角度来仔细玩味它们所描述的
思想，并由于我们的乐趣跟同伴一致而
感到高兴。相反，如果同伴似乎没有从
中得到乐趣，我们将感到恼火，并且在
向同伴朗读它们时也不再能得到任何
愉快。这里的情况与前面的事例相
同。毫无疑问，同伴的欢乐使我们高
兴，他们的沉默也的确使我们失望。虽
然这在一种场合给我们带来了愉快，而
在另一种场合给我们带来了痛苦，但
是，任何一者都决不是愉快或痛苦的唯
一原因；而且，虽然我们的感情与别人
相一致看起来是愉快的一个原因，它们
之间的相背似乎是痛苦的一个原因，但
是不能由此说明产生愉快与痛苦的原
因。朋友们对我的高兴所表示的同情
由于它使我更加高兴而确实使我感到
愉快，但是他们对我的悲伤所表示的同
情，如果只是使我更加悲伤，就不会给
我带来什么快乐。不管怎样，同情既增
加快乐也减轻痛苦。它通过提供另一
种使人满足的源泉来增加快乐，同时通
过暗示当时几乎是唯一可接受的合意
感情来减轻痛苦。

因而可以说，我们更渴望向朋友诉
说的是自己不愉快的激情而不是愉快的
激情；朋友们对前者的同情比对后者的
同情更使我们感到满足，他们对前者缺
乏同情则更使我们感到震惊。

（选自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蒋自
强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1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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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
家。著名作品有《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和

《道德情操论》。前者奠定他经济学始祖的地位，该书提出著名的
“看不见的手”理论，主张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

《道德情操论》是伦理学的伟大经典，该书剖析人的同情心和
正义感，并申说同情心和正义感在市场经济社会的作用。

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的开头部分。
1789年12月，亚当·斯密完成《道德情操论》的最终修订，大部

分内容是他在重病之下写成的。对道德原理这一
命题，斯密是带着巨大的兴趣和责任感思考和撰述
的。距离斯密的时代200多年了，无论在何种经济
形态中，人类不断面临道德困境，我们或可从斯密
这里得到启益？ （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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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猴王”出招
□王红枚

教育妙招

我喜欢你，老师
□孙苏怡 陈思雅 陆彦祺

师生之间

刚调进实验小学，我就被任命为三
（5）班班主任兼语文教师。还没打听，就
有好心人送“恭贺”：这个班属“猴儿”……

走马上任来到“猴儿”班，我对“猴儿”
们说：“本人姓王名红枚，属虎，老虎头上
写着个‘王’字。你们看，老师双王在手，
走遍天下都不怕。听说你们绝大多数属
猴，王老师天生还有点‘猴性’，我们特有
缘吧？可是‘猴儿’班得有‘猴王’，谁当

‘猴王’呀？”
“那当然是您呀！”赞成的小手林立。
“全班一致通过。本人今天荣升‘猴

王’啦！而且是‘美猴王’。”我做出欢呼雀
跃状。

“不过，我这个‘美猴王’总有老的一
天，只要是有本事、有志气，‘猴儿’可升级
为‘美猴王’，接替我的工作。大家想不想
当上‘美猴王’啊！”

“想！”群情振奋，斩钉截铁。
从此，“美猴王”带着一群“猴儿”们迈

开了万里长征第一步……
第一次文明班考核结果，我们班毫无

悬念地成为年级之最——倒数第一名。
针对第一次考核结果，我们进行了一次理
性分析：我先自我检讨，接着有孩子说我
们运气差：加分的没赶上，扣分的一个也
不落。

话虽如此，但不从主观找差距，局面
很难扭转。于是，我以一个“新手”的身份
说：“嘿，你们这样细心观察真是太棒了。
不过，好运气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
初来乍到，我还不知道怎么挣分呢！”

静默片刻，小手举起来了。“老师，我
们都要讲卫生，见到垃圾主动捡起来！”

“老师，早读时要认真！”“下课不能疯跑打
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得头头
是道。

我对他们说：“看来你们对学校的规
章了如指掌，其实，只要养成好习惯，好运
自然会来。我不信‘猴儿’班会服输，对
吧？”孩子们点头称是。“那我们根据以往
存在的问题制订班规，奖惩也由大家来
定，争取下次评选名列前茅！”

大家一致响应，班规初显成效。我把
班上的一切事务都交给班委管理，当起了

“甩手掌柜”。其实，“甩手掌柜”也不好
当，学生年龄小，背地里我依然是他们的

“勤务兵”。为了培养他们独立自主解决
问题的能力，我从不在他们面前表功。

与此同时，我还请大家丢掉“照妖镜”
改换“放大镜”。放学时，班干部要表扬至
少10名同学，同组同学互相指出当天最有
进步的地方。

这几招还真显灵，课堂上学生不再吵闹
了，学生间发生矛盾也不是一味地指责对方
了，站队集合逐渐快了、静了、齐了！

看着孩子们一天天成长着、进步着，我
也快乐着。我觉得，班主任工作既不是书本
上看到的理论，也不是平时脑袋里的空想。
应该是理解、尊重、期待，是每天对每个孩子
唇齿间绽开的一抹微笑，是对犯错的孩子投
去的一个善意眼神，是举手投足中透露出来
的贴心关怀……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长阳县实验小学）

老师是黑暗中的一点光，照亮我们的
心灵，驱走黑暗，带给我们希望和力量。从
小到大，教过我们的老师有许多，其中我们
最喜欢的老师就是现在的班主任陆老师。
大家都说“老师是园丁，是蜡烛”，我们觉得
陆老师就像一本最爱读的书。

课堂上，陆老师是一本《百科全书》。
他讲得滔滔不绝，口若悬河。同学们提出
的任何一个问题他都耐心认真地解答，说
得大家心服口服。

陆老师在课堂上不仅是《百科全书》，
还是一本心理学书。记得他第一次给我们
上数学课时，请大家回答问题，没有人举
手，他便请陈思雅回答。“我慢慢地站起来，
结结巴巴地，声音简直比苍蝇还小。同学
们笑了，我把头埋得更深了，脸红得像一块
烧红的煤炭。陆老师亲切地说‘别害怕，也
别紧张，回答错了不要紧，只要敢于回答就
是好样的’，我从陆老师的眼睛里看到了鼓
励的目光。顷刻间，我鼓起勇气用响亮的
声音流利地作答。”

下课了，陆老师变成一本《幽默笑话
大全》。他和我们像朋友似的一起玩耍，
有时他会给我们讲笑话，逗得大家前俯后
仰。在一次课间活动中，我们正在跳长
绳，陆老师见我们跳得笨手笨脚，也想露
一手。陆老师先是跟着甩绳的节奏一顿
一顿地找感觉，随后抓住时机跑向绳边，
最后以一个轻快、敏捷的弹跳跳进绳子，
可惜绳子拌了脚，差点摔倒！我们指着狼
狈不堪的陆老师哈哈大笑，陆老师涨红了
脸，清了清嗓子说：“这次是失误，让你们
看看真正的技术！”陆老师面对大家的质
疑，全神贯注地盯着摇摆着的绳子，接下
来又大步流星地奔向绳子，干净利落地跳
进去，边跳还边指挥着我们一起跳。就这
样，我们与陆老师一起游戏，度过了愉快
的课间。

生活中，陆老师又变成一本《战国
策》。他为我们出谋划策，排忧解难。同
学之间难免有些误会、闹点矛盾，班长对
此常常束手无策，陆老师发现后悄悄地教
班长怎样将事情处理好。一个星期三，两
个男生因为发作业产生了一点误会。他
们先是吵了起来，然后越吵越凶，快要打
起来了。见此情况，班长急忙上前阻止，
可没有用。这时，陆老师走进教室仔细询
问了情况，了解清楚来龙去脉后很快就解
决了问题。原来，班长太心急想去阻止矛
盾扩大，却忘记了先要找到矛盾的起因。
以后班级同学间再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
班长都能够迅速有效地解决。别说，陆老
师的方法还真灵。

陆老师还是一本《思想品德》书，他不
但教我们书本知识，还教我们如何做事，如
何做人，让我们从生活中明白许多道理。

陆老师，您的爱，像太阳一般温暖，似
春风一般和煦。您的爱，比父爱更严厉，
比母爱更细腻，比友爱更纯洁。我们代表
全班同学向您说一声：“陆老师，您辛苦
了，我们喜欢您！”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市相城区望亭中
心小学学生）

30 年弹指一挥间，流年似水，岁
月留不住青春的脚步。回首中，书已
然成为我的精神伴侣。

穿越时空，跨越国界，读书成为我
的生活方式之一，这盏阅读之灯也随着
文字融入我的生命。

不知从何时起，我喜欢上了小
说。父亲是武侠小说迷，记忆中的他
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捧着一本本封面
花哨、纸质粗糙的厚书。因为好奇，
我也时不时偷瞄上几眼，后来随着识
字量的增加，“偷瞄”的次数便多起
来，虽不能读懂什么，但也会被书中
人物的传奇经历吸引。

上学期间，《红楼梦》一书竟囫囵
吞枣捧读了三遍，小学读故事，中学
读人物关系，再后来关注书中的诗
词。现在还清楚记得，我曾认真地把
书中所有诗词都抄下来，汇编成一本

《红楼诗词》，至今保存完好！小说让
我辩证地看这个世界，还有这个世界
的人生百态！

如果说小说丰厚了我的阅读常
识，诗歌则填补了我的情感空白。

学业即将结束时，《散文诗》月刊
走进我的生活。她集散文、诗歌于一
身，用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手法，诠释
了文学的深刻与丰富。如今，我在儿
童诗教学中徜徉自如，或许便是那时
深埋的种子。

《散文诗》滋润了我粗糙的情感，

对于她的喜爱，让我自然而然地喜欢
上了散文。

毕业之后，我渐渐走出故事，靠
近“文学阅读”。散文这一独特的文
学体裁深深吸引了我。我开始捧读
孙伏国的《红叶》，林语堂的《秋天的
况味》，在“现代散文”中游园游弋；又
走进张恨水的《陶然亭》，冰心的《樱
花赞》……在“当代散文”里穿梭嬉
戏。因为喜欢散文，我也开始仿散文
的文学样式以随笔形式记录农村生
活，反思我的教学行为。

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的人生逐渐
走向理性，阅读的视角也逐渐开始偏
移，有所侧重。

工作初期，与《于漪与教育教学
求索》一书相遇。一路捧读，于漪老
师那句来自生命深处、流淌着教育情
怀的话——“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
学做教师”最震撼我的心。

手捧《陶行知教育文集》走进陶
行知先生的世界，不说他的平民教
育，也不说他的创造教育，更不说他

的师德思想……单单他的生活教育
理论，就以生命之热情弹响了我的生
命之弦！

凭着对孩子们的观察和了解，借
着阅读得来的理论，我在教室里开始
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我大胆放手，在教会孩子阅读批
注的同时，让他们摸索着自己学习课
文，个体独立穿越文本后，课堂上再
探讨共性问题，把节省出来的课时留
给整本书阅读。作业设置上，我将生
字词进行整合，将日记、周记、习作进
行整合，把这些琐碎的作业统一命名
为《我手写我心》，给孩子们更多的自
由时间，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做的事
情，开启了“作品化”作业的摸索。

本着“宁贴在地面行走，也不在
云端舞蹈”的课程研发原则，在以乡
土乐为母课程的携领下，我和孩子们
在教室设计出自己的课程体系，一年
级进行简单的四素句读写，相继开启
了《那诗意在乡土的歌》《品味乡土生
活》《远方的诗》等乡土课程，用生命
诠释我们所生活的家园，走出课程研
发的一条新路。

一本书，一盏灯。濯去旧见，引来
新意，坐集千古之智。带着审视的眼
光穿越他人与自己对话，我的生活与
工作在阅读中走向知性，朝向诗意。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霍邱县户胡
镇中心小学）

穿越文字
□董 艳

悦读·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