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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家、翻译家思果先生（1918—2004），原名蔡濯堂。曾任
香港《读者文摘》编辑。先生自学成才，有“中国读书人的典范”
之誉。

《偷闲要紧》是思果先生在大陆出版的散文集，收入著名的
“书趣文丛”第二辑。

作文的要素，仁者智者，持见各异；思果先生的看法当然也是
一格。这篇文章的论点和论据，可以视作我们作文的一个警策、
一个良方。

选文，鲜明体现着作者质而腴、平而隽的为文
风格。

“瓌”是“瑰”的异体，文中“瓌伟瑰奇”一词，许
是微瑕。 （任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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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之间

在光明与幸福的追寻中
□姚冬兰

育我所遇
□王纬明

悦读·话题

守望之歌
□潘家富 且行且思

江苏省南京市银城小学 乔忆萱童心绘师

偶得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重
建教师的精神宇宙》一书，瞬间被吸引住
了，因为——“精神宇宙”四个字。

说到宇宙，总会想到时空无尽，星辰
明暗，《新华字典》解释宇宙是天地万物
的总称。我想到的则是宇宙爆炸，宇宙
间不断运动和发展的物质世界。作者为
何会发现或思索教师的精神宇宙？又该
如何重建教师的精神宇宙呢？重建自我
的精神宇宙后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我
在初看标题时萌生了许多问题。

《重建教师的精神宇宙》是一本提升
并丰富教师专业精神、指导教师自觉发
展的智慧读本，共分六辑：教育的味道、
在异域中思考、教师的宇宙、研究性变革
实践、参悟改革、自我重生的历程。作者
在后记中总结到“一生为一大事来——
为教育这一人类永存之大事而来”。为
了这件大事，作者把做教育之事的过程
用心写成感悟人生的过程，在这些温暖
的文字间徜徉，我真正感受到了作者“精
神的热度，灵魂的温度”，疏通着我有些
淤塞的心灵源泉，带给我无法估量的安
慰与欣喜。

美国心理学家古诺特博士有过这样

的感慨：“身为教师，我具有极大的力量，
可以是制造痛苦的工具，也可以是启发灵
感的媒介，我能叫人开心，能伤人，也能救
人。”毫无疑问，教师具有强大的教育力
量，这种力量的释放源于他对教育的理
解，对教育之味的百般咀嚼。李政涛教授
的内心也曾“多次穿越孤寂荒寒之地”，但
他拥有了在孤寂中自我生长的力量。

在对教育进行充满深情地悉数解剖
品味之后，李政涛教授领略到呼之欲出的
教育之美，这种教育之美是一种生命实践
的过程，想要享受到教育之美，必须拥有
生命自觉，这就需要教师发现和审视自
我，追问和反思自我，改变和重建自我。
你的生命实践过程，是等着收获还是想到
改变，抑或找到了发展的机遇，这种“觉

知”“觉悟”“觉解”，呼唤着我们将精神宇
宙的空间不断向更高、更远处延伸。只有
这样，我们才能改变长期存在的教师“被
规划、被管理、被读书、被写作、被研究”等
种种形式的“被发展”局面。

书中，李政涛教授认为，对教师宇宙
的发现和重建不能依赖他人，只能寄希
望于自身。“阅读是一种精神的越狱”。
李政涛教授曾在德国访学一年，在异域
中思考，他的读者情怀更显炽热：横扫洪
堡大学图书馆，用跨文化的眼光与德国
学者交流研究，发现儿童研究，做书店的

“骨灰级”淘客……他梳理比较中德教育
历史，构思规划教育理想，埋首书斋凝思
默想的李政涛教授让人心动。

想起钱穆在《读书与做人》讲稿中讲

到的读书理想与志愿：“藏在各人内心，
别人不能见。当读书养成了习惯，离开
了学校还能不断读书，不论任何职业、任
何环境而读书，这种读书是必需的，也是
自由的。”我们都喜欢舒服快乐的日子，
这却与个人的人生境界息息相关。读书
便能学得做一个高境界的人。读书是美
好的，是幸福的，读书多了，情感更加细
腻，思维更加敏捷，胸怀更加宽广，容颜
更加美好……正如我此刻桌前摊开好
书，脑中思绪万千，手下键盘叩击，灵感
火花闪现，偶尔手机镜面映照脸容：漾着
红光，眼神闪烁，呼吸急促，如遇见初恋
般热烈的美貌难道不是精神丰盈活泼泼
的写照吗？

书的最后一章《自我重生的历程》我
一连读了三遍，还是意犹未尽。我的书
友会导师储建明教授说过：“在迈向教育
幸福道路上，需要我们常常自我更新、净
化心灵，寻找自身内心世界的导师。”李
政涛教授，就是这样一位光明俊伟之人，
我要习惯与这样的人并肩而行，这是一
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新吴区
南丰小学）

11 年前大学毕业时，在学校的动员
下，我成为首届农村特岗教师计划中的一
员，来到黔西北威宁县，在草海边上安营
扎寨，开始了我的教育梦。

这是一所九年制乡村学校，而且大部
分学生的成绩很不理想。我是从农村走
出来的孩子，一心希望自己的学生通过努
力奋斗，走出大山展翅高飞。

那时，我是初一年级英语教师兼班主
任，在学校和家长的支持下，我与一起来
的伙伴们利用周末时间给学生免费补
课。课堂上，我尽可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让他们参与课堂互动，课下也经常
与学生打成一片。

我喜欢称呼学生“小朋友”，一是他们
比我小，二是这样叫觉得亲切。不过，他
们对我的称呼倒是挺多：小潘老师、潘哥、
老潘。

我和“小朋友”们从 26 个字母开始，
追逐音标和单词，发掘英语中的乐趣。有
时候，我也很严厉，让“小朋友”们“喘不过
气”来。但是，每次测试、每次练习、每次
尝试开口，他们都给了我莫大的信心。

那时候，“小朋友”们会带我去草海上
划船，去山上空旷的地方烧洋芋，我也经
常家访，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也会时常
劝慰学生家长，让他们对子女的学习给予
更多支持。

教学工作如草海一样平静，但是没多
久，便听说我们这批老师中，有从这所学
校走的，有从那所学校走的，心中便暗生
逃离的情愫。也许是大山的枯燥、单调和
重复，与自己激扬青春的梦想渐行渐远；
也许是大山外面满面春风的同学，与自己
所处位置的落差；也许是旅途上行走太过
困乏，渴望给灵魂找处安歇的地方。

也许是我对远方的向往太过明显，以
至于“小朋友”们每年期末考试后总会问
我：“潘老师，下学期你是不是不来了？”我
总会笑着对他们说：“老师会跟你们一起

毕业的。”
每每情愫升起时，我会想起《贵州读

本》中的话：“漂泊者也会遇到回来还是继
续漂泊的困惑，守望者也有逃离还是继续
坚守的困惑。不管是守望者还是漂泊者，
如果有根的话，就能大大地缓解他的矛
盾”。

教师的根在哪里？我从学生转变成
教师，成长于课堂，根自然在学生身上。
卸下那些不切实际的束缚，责任与担当流
淌在血液中，就如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
的：“每天一觉醒来，都有一种黎明的感
觉，一切都是新鲜的。”作为教师，在给学
生指导前进的方向时，也要找到自己前进
的航向，不断前进，不断努力，才能带领学
生走向希望，在平淡的岗位找到自己存在
的价值。

守望大山，是坚守一份责任、坚守一
种执着、坚守一种信念。

3年里，我看着“小朋友”们从懵懂到
青涩，渐渐成长，考上高中，去搏击他们的
一片天空；3年里，“小朋友”们见证我的转
变，从青春到成熟，唱完一支守望的歌；3
年里，与“小朋友”们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
滴，回忆成为我们彼此成长的底蕴与根基。

青春是一道明媚的彩虹，呈现出五彩
斑斓的色彩，我的青春也许不是最明亮的
那个，但守望大山的这支歌在我心底镌刻
下深深的印记。再回首时，那段过往的背
影渐行渐远，唯有记忆，唯有学生的微笑，
还静静地留在原地。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黔西南州教育局）

就像每一个当下无不是由过往延
伸来的一样，每一个现在的教师都是由
过去的学生转变而来的。教师的学生，
学生的教师，称谓的改变意味着身份的
变化。可这一变化是让我们这些为人
师者更加清醒了，还是让我们淡忘了自
己学生时代的渴求？

教书育人，有时候会被教师们用开
玩笑的口吻说成“教书遇人”。作为教
师，我们可能很认真地想过我们究竟想
遇到什么样的学生？可我们是否也想
过学生希望遇到什么样的教师？

作为教师，是遇到我们认为可以教
育的学生方才用心教育，还是遇到的一
切学生我们都能很用心地教育之？换
言之，遇然后育，还是遇即能育，确实是
一个能够反映我们日常点滴教育教学
行为的问题，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每个教
师深思的问题。

仔细想想，我们之所以持“遇然后
育”的观点，是因为我们只站在有利于
教师教的角度和我们教的某一时间段
的角度来思考。其实，这种思考本身就
陷入了悖谬。众口难调，从小学到大
学，众师心目中希望遇到的学生未必能
达成共识，更何况学生是动态发展变化
的。如果我们这些为人师者以静态僵
化不变的眼光看待学生，那么也必然会
得出同样静态僵化不变的结论。

遇即能育的教师，一定是深谙孔圣
人有教无类之道的教师。不能否认人
有智或不智、贤或不贤之分，但接受教
育人人平等应该是教师心中永不褪色
的教育共识。若教师一味地挑剔学生，
这必与育人之道背道而驰；若学生皆为
完人，教师又有何用，又有何需？

遇即能育的教师，一定是熟知因材
施教之法的教师。某种事实上，教师无
法选择自己的学生，也没有必要选择何
人做自己的学生。但教师拥有选择用
何种方式教育自己学生的权利，这种选
择既不能是盲目的，也不能是同一的，
唯有遵循“因材施教”，才是育人之法。

遇即能育的教师，一定是拥有诲人
不倦之心的教师。年年月月“师”一个，
月月年年“生”不同。在生命面前，教师
唯有战胜倦怠，用耐心细心爱心对待遇
到的每一个学生，方才无愧师者的
称谓。

教育是一件不能急于求成的事情，
今天的生活节奏很快，但我们的教育一
定不是速成的，就像我们所遇到的学生
一样，我们不可能也不应该把他们变成
我们心目中希望的样子。教育不是生
产流水线，教育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
是正确的心态，教育要脚踏实地。育人
者如是，被遇者亦如是。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吴淞中学）

前天看见有人写作文的四大要素：
一、真实
二、重要
三、合乎道德
四、紧凑
这几点很重要，可以说能给作家当

座右铭。
首先谈真实。我常听政客讲话，全

是虚假，心里大为不满。政客不得不说
假话，他的顾虑很多，我能原谅。不过作
家写文章，必须有很多顾虑吗？罪恶要
我们谴责，我们只有谴责。美国产烟草
和出产香烟各州的议员反对政府立法控
制香烟广告，硬说香烟无害，为的是选他
的人的利益。这些人出钱帮他竞选，他
们的利益他必须照顾。可是写文章的人
不能跟着议员说谎。他要说实话，香烟
有害就是有害。

人的弱点，说出来很丢人，不过文章
里写出，读者会喜欢，不会责备有弱点的
人。原因是凡人都不免有弱点。写弱点
的作家道出了真情。

即使是虚构的故事，甚至夸张的寓
言，也有真实在里面，因为这种故事必定
合乎情理，就是真实了。夸张的寓言也
有人心里的意愿做根据。即使像《山海
经》那样瓌伟瑰奇的书，表面的记载也有
普遍的地方。《海内南经》记“氐人国，在
建木西，其为人人面而鱼身，无足”，读起
来觉得荒诞不经，却和西方的美人鱼传
说相仿佛，可见是人心里向往的。

其次谈到重要。有种文章并没有
说出什么新鲜或重大的事理或现象来，
尤其是人云亦云，不但没有添什么，只
是炒冷饭而已。我们看一出戏喜欢它
与众不同，自成一类。美国的所谓西部

片，就是武侠、打斗那一类的影片，往往
有定型，不是锄奸，就是报仇；先是善人
遭殃，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恶人伏法或
被人诛灭。偶有一部会写出与众不同
的情节，会特别凸出，大家不看是损失，
这就是好电影。文章要写到别人不看
就可惜，就重要了。王安石的《游褒禅
山记》很短，但是写出他游山的感想：人
要有坚强的意志，才能有成就，“入之愈
深，其进愈难，而其见也愈奇。”又说，

“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
少。”这是多有见识的话！这篇文章可
以称得重要。

道德的说法，中外一律。换句话就
是，有益于人。现在有些文章不但无益
于人，恐怕害还不浅。这件事也是各人
看法的不同：也许我认为无益，作者还认
为大有裨益呢。顾炎武对韩愈不很佩
服，认为他写了好多无聊的文字，如果只
写了像《原道》、《张中丞传后叙》等篇就
好了。他的条件稍嫌苛严，不过道理一
点不错。我要添一条就是文章如果写得
有趣，叫看的人饱吃一顿精神食粮，如西
方的轻松诗文，也有价值。拿点心给人，
不也很道德吗？就怕文章写得一无情
趣，或者浅陋琐屑，这几几乎是不道德
了，因为读者花了时间、精神、还得加上
金钱，没有得到回报。

说到紧凑，我们不能不佩服古人。
我不知道是古人印书要刻木板，所以要
删去废话，今人交给别人排字，不妨长
谈，还是有别人原因。总之，古人的文章
紧凑，今人的文章冗长。鲁迅说过，文章
写好，试把用不着的字删掉，看可不可
以。我试过，有时删去，一点不觉得欠

缺，反而更好。算稿费划不来，不过问心
则可以无愧。

美国有位文学教授威廉·司群克写
过一本小册子“文章要义”，是标准读本，
几乎中学，大学学生无人不读。散文家
瓦逸是他的学生，把这本书一再修订，并
添了《文体入门》一章。这本书里有些主
张很特别，司群克不喜欢某些字眼，如
Sort of，Kind of（有点像，稍微）。他主
张是什么就说什么，不要说了又不放心，
加以限制。这也是紧凑之一吧。

紧凑和贫乏不同。文章有时思如泉
涌，不择地而出，洋洋洒洒，千言万语，还
没说完。中国的散文篇幅不长，近代英
美散文也短。十九世纪初，英国有威廉·
亥斯立，写起文章来气真长，往往字数上
万。一个题目到了他手上，他真有话说，
他的文章不能说不紧凑。

另一方面，力求简洁，有时把文章删
坏了，这是过犹不及。顾炎武在《日知
录》里提到《汉书》不如《史记》，我有同
感。说来令人难信，《汉书》后出，反喜欢
用古字，删得太多，文义不明。顾炎武
说：“《史记》之繁处必胜于《汉书》之简
处。《新唐书》之简也，不简于事，而简于
文，其所以病也。”可见紧凑也不是乱讲
究的。我见过有个人写了一句话：“与弟
开玩”，他的意思是“开玩笑”，这一句化
白话为文言，玩笑开得太大了。

文章的作法，历来谈的人多了。谈
是一回事，下笔写又是一回事。说到末
了，此中甘苦只有用心写了很久的人知
道。问题是写了很久，也不一定知道。

（选自思果《偷闲要紧》，辽宁教育出
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