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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着孩子陪着孩子，，慢慢变优秀慢慢变优秀

朋友圈·公众号

这是一个朋友圈的时代，扫一扫

便可以成为朋友。一个朋友圈就让

你我了解彼此的立场。

然而，圈子总是封闭的。本栏目

将陆续推荐一些有才、有料、有爱的

公众号，以及奇葩、有趣、专业的教师

个人朋友圈，打破固有圈子，将最好

的爱与感动交付对方，也让大家在成

长的路上相互扶持。

如果您有喜爱的公众号或教师

微信号，欢迎推荐或自荐。

本期为您推荐4个教师团队公众号。

语文湿地：
“语文湿地”由教师尹东创建，是

一个以全国语文教师为成员、基于互

联网的民间教师发展共同体。以“语

文湿地”微信公众号为依托，以语文

湿地QQ群为阵地，从以语文特级教

师王君为代表的名师教育思想研究、

专题讲座、课程规划、主题研讨、活动

设计、文本解读等线上活动，逐步拓

展到图书出版、心理咨询、公益献课、

名师座谈等线下活动，同时开展语文

课程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模式场

景应用的实践研究。

“语文湿地”的栖居者，绝大部分

是最普通的一线教师。在这里，许多

教师在偏远的山区和闭塞的乡村，湿

地是他们沉重生活和平淡职业生涯中

的一扇窗。所以，“语文湿地”的着力

点不在教学，也不在“培养名师”，而是

要给那些教师关爱、理解、帮助以及专

业支持，增加他们的幸福感。

叙事者：
“叙事者”是教师王维审创建的

教师成长组织，前期为分散各地的教

师成长小团队，2016年 3月正式成为

全国性民间教师成长共同体。“叙事

者”的核心理念是“给教育一个故事，

让改变发生”，核心行动是叙事研

究。以“叙事者”微信公众号和QQ群

为主阵地，以专业写作、专业阅读、专

业交流和专业研究为主要行走方式。

“叙事者”成员构成分为个人和

团队两种类型：每位成员坚持每周撰

写一篇教育叙事，每月共读一本书，

每月参加一次名师分享活动；每个分

支团队参与一个叙事研究项目，自主

组织特色线下活动。

“叙事者”不提供成长，但愿意为

一线草根教师抱团成长提供温暖和

可能。

为中国而教：
“为中国而教”作为一个公益组织

（英文名称Teach Future China）组建

于 2008年，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国际农村教育研究与培训中心。以促

进教育公平为使命，通过集结和输送

优秀大学毕业生到教育资源匮乏的基

层学校全职任教两年，提供系统的支

持与培养，凝聚关心教育的人才，改善

教育落后地区和儿童弱势群体的教育

状况。公众号以发布支教教师工作动

态为主，如果你也关注公益教育，请加

关注，一起“为中国而教”。

大地良师：
“大地良师”是由“大地良师”互

学计划发起人王欣如博士提出的概

念，避开“名师”“明师”“星教师”“卓

越教师”“最美教师”等提法，追求素

朴、自在，相信内心的评价尺度。“良

师”是我们自己、学生心目中的好老

师，这些老师就在我们身边，他们凭

着良心，保持着内心的良善与良知，

努力成为家长、学生的良师益友。除

此之外，良师保持着一种积极向上、

不断学习的思想意识和状态，带领学

生不断前行。

著名散文家苇岸的文集《大地上的

事情》，足以给“良师”们许多教育方面

的启示，那就是：双脚站立于坚实且深

情的民间土地，不故步自封，也不妄自

菲薄；敏锐觉察儿童生长的内在节律，

做符合伦理要求与真理的教育变革；温

和而坚定，平等且自尊。

（一）

2012年，我40岁，已经做了18年教师！

此前连续5年担任高三毕业班班主任，这些

年所带班级的高考成绩不俗，尤其是最后两届，

所带班级高考达线人数远远领先于平行班级；在

教学管理方面，得心应手，游刃有余，与同事关系

融洽：朋友们都说，那是我最好的工作状态了。

这样的优越感和满足感无时不在，并且我

发现在县城，在重点中学，这种感觉来得如此简

单而直接。我是在乡村初中工作 6年之后进入

这所省示范高中的，城乡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

的差异，让我的这种感觉变得更加强烈。

当然，在18年的教育征程中，我也没有停下

前行的脚步，哪怕片刻。

除去按部就班的教学，我还潜心读写，着力

研究中高考的相关政策。很长一段时间，给多家

学生刊物写诗文赏析的小稿，甚至一度成为一些

栏目的固定作者，发表的相关稿件也有几百篇。

之后，又帮助多家教育公司命制中高考模拟试

题，做试卷分析。再后来，因为这方面有点成绩，

经常被抽调参与一些大型考试的命题工作。

我一度认为，能帮助学生在中高考中脱颖

而出，这就是教育。

直到有一天，曾经最看好的一个学生给我发

来邮件，说在大学的生活很无趣，学习没目标，对

未来很迷茫，感觉活着没有什么意义，等等。此

时，我开始回头审视自己的工作，这才猛然发现：

在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除了帮助他们获

得一张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外，并没有培养他们的

兴趣爱好，更没有帮助他们树立自己的志向追

求。他们差不多是在一无所知和一无所能的情

况下，随着浩浩人流，懵懵懂懂涌进了大学。

“原来，除去考试，什么都没有。”这是我四

十不惑时最大的发现。

随之，我对教育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什么

才是真正的教育，时至今日我还不是完全明白

透彻，但妻子时常勉励我：不要担心，就像我们

做父母，也不是天生就会，但既然有了孩子，我

们就要学着做——陪着孩子，慢慢变优秀。

（二）

我不想再接手毕业班，做所谓的把关教师了。

一年的短线教学中，一轮接一轮的考试让

人目不暇接，师生都成了训练的机器，最终要把

学生训练到面对试题“一望而知”的境界，其强

度之大、频率之高，让人不寒而栗。这样的反复

操练根本谈不上教育。

但又很难改变，这是多年累积的“经验”和

体制，自上到下，鲜有例外。

因此，我申请调离高三，到高一年级负责两

个班的语文教学工作。

那是我在学校最从容最惬意的一年。“春有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带着孩子们看

花赏月，读书品曲，自由随性，悠然南山。我总

在想，这一年的闲情也许会成为师生彼此一生

中最美好的记忆。

2013年，我走进了另一所学校，接手的是高

二年级，担任班主任兼语文教学工作。这是一

所“普通”中学，有老师告诉我，这个班已经没人

愿意带了，孩子们太调皮，以前的班主任总是哭

着鼻子离开教室……我有心理准备，既然选择

了，就不会回头。

我喜欢挑战。

（三）

依然记得第一次站在教室里的情景。

那个早晨，暑热未尽，虫鸟啾啾，伴随着吊

扇嘶嘶不息的浅吟低唱，我走进了教室。

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陌生人，冒失地闯进了

他们的生活。他们不说话，就那么直愣愣地盯

着我，充满着防范、不驯甚至挑衅——后来才知

道，他们传闻学校将会派一名严酷的糟老头来

监管他们——但他们的眼睛里依然掩不住这个

年龄特有的明亮和澄澈。

彼此都那么小心翼翼，唯恐冒犯了对方。

第一天安排的是考试，大家没怎么说话，晚上回

家，我写了一则日记：

进校园的时候才7点钟，抬头就看见我们班

级的走廊上站了一排学生，就像迎接我一样，毫

无目的地四处瞻望。

我对他们说，以后如果来得早，找个位置坐

下，读读书，写写字，找点事做就好，自在一些，

不要在乎班主任或者其他教师。来得那么早，

睡眠不足，还在那闲聊，多奢侈啊！

安排好考场和座位，我去领试卷，到达考

场，距离考试还有20分钟。与刚来时不同的是，

考场里安静得让人有窒息的感觉——都已经是

高二学生了，身经百战，面对这么平常的一次测

验还是如临大敌。

孩子们真的怕考试！其实，我们都知道，单

纯的考试不可怕，可怕的是考试之后来自于家

长和老师的思想“清算”。作为教师，不能给出

多少合理并符合教育规律的理由，我很愧疚。

正式上课的时候，我把自己的日记与他们

分享。读完以后，感觉到他们的眼光似乎柔和

了许多。

我对孩子们说，我喜欢用 QQ 交流，热爱写

作，如果你也有 QQ 号，可以加我好友。信任

我，可以署名，不署名也没关系。当然，想更多

地了解我，以及我对具体人和事的看法，可以

进入我的 QQ 空间浏览；对我有什么看法和意

见，也可以留言。学生很意外，感觉他们之前

的传闻有些误导，好像眼前的这个人不是那么

“冷酷”“暴力”。

心灵的壁垒打开，彼此间的距离也就近了。

（四）

第一次测验，成绩统计出来，老实说，我有

些懵：全班56人，总分750分，500分以上的竟然

一个都没有，数学及格的只有一人。

做试卷分析的时候，先检查作业——查找不

确定音义的字词。有几个学生在抽屉里摸索了

半天，竟然没有找着试卷。之后经过相处发现，

缺乏学习主动性是他们成绩滞后最直接的原因。

没有教会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还寄希

望于他们追求卓越，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也知

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习惯养成谈何容易？

这个过程缓慢而艰难。说实在，有时候我

也很灰心很绝望，但对这些孩子的改变我充满

敬意。每次看到他们的一点点改变，我都会记

录下来，放在 QQ空间里，有时甚至在课堂与大

家分享。我也毫不讳言自己遭遇的疑惑、困难

以及对他们的“抱怨”和“不满”，我会把这些表

达出来，与孩子们共同面对。

记得一次评选困难补助，当我们决定把其

中的一个名额给 K 的时候，遭到许多同事的反

对，我为 K 辩护：他是有些桀骜不驯，但也确实

需要资助，需要我们温情的眼光，需要我们柔软

的怀抱。要不然，他就会在自我放逐的道路上

自甘堕落。我也告诉K：其实，你和别人一样的

优秀；其实，你也一样会做得很好。

自那以后，在办公室经常看到 K 追寻教师

的身影；我已经很少听到同学对他的抱怨；我从

他的眼睛里看到如水的柔情。我坚信：世上没

有天生的坏孩子！

以前，母亲告诉我南瓜长得快，我和女儿蹲

坐在藤蔓前，怎么也不见它生长，可是一夜过

来，我们总发现它长了一大截儿。眼前的这些

孩子，不也是一样吗？真的带他们起步了，有了

自由的时间与空间，怎么会没有长进呢？苏霍

姆林斯基说：“没有任何才能的人是不存在的，

事实上，每一个人能做的，比他现在做和相信自

己能够做的要多得多。”

（五）

一木不成林，一花不成春。

让一群躁动不安的孩子能够开始潜心向学

的最好方法就是读书。

第一次阅读课，让学生带来自己的“藏书”

并推荐给大家。带来的图书五花八门，最多的

是四大名著（不少是新买的），其次是网络小说、

杂志，还有漫画书。

我对学生说，你们已经是高中生了，阅读要

有品质，应该符合你们的身份。当然，也不指望

你们一口吃成胖子，培养阅读兴趣和习惯，在起

步阶段尤其需要耐心，需要方法。

鼓励学生带《读者》《青年文摘》这样的杂

志，先建立阅读的兴趣。这是典型的浅阅读，但

这些杂志的选文浅易亲切，符合这个年龄孩子

的口味。

一段时间之后，这些躁动不安的孩子渐渐

安静下来，课间的打闹追逐少了。有不少人捧

起了书，这是成功的第一步。

我对学生说，我自己也喜欢阅读《读者》这

样的杂志，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杂志大多是节

选，有的只有片段。要想吃个痛快，不如把原著

找来读，那才解馋呢！于是，孩子们找来毕淑

敏、马德、张晓风、简媜等作家的书籍。一学期

下来，班级书架上的图书规模可观，学生笔下也

开始有一些空灵诗意的文字了。

但我发现，学生们阅读还显逼仄，更愿意读

那些心灵鸡汤类的文章，我希望年轻人有情怀、

有担当，关注社会历史、人生百态、生命价值，有

更深刻的思考，我向他们推荐龙应台、刘瑜、陈

丹青、齐邦媛的作品……

我们没有完整系统的阅读书目，但真正的

读书人又有几个按照书目来读书呢？兴之所

至，皆可阅读。

在高二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些孩子真的喜

欢书了，学生的课桌上能看到《目送》《送你一颗

子弹》《退步集》《巨流河》《西南联大行思录》

等。我已经很满意了，我知道，对于许多孩子，

阅读刚刚开始，我所做的只是给他们开启了一

扇门，一片广阔的天地在等着他们去开辟。

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是人生最美的事情之

一；改变一群孩子，让他们学会并喜欢阅读，走

进阅读之门又何尝不是人生最美的事呢？

高三结束的时候，高考成绩并没有达到我们

的预期，年级主任安慰我说：这个班两年没有发

生任何意外，连违纪都没有，已经非常了不起

了。其实他不知道，这两年，600多个日子里，我

和孩子们之间发生了那么多温暖而美丽的故事。

欣慰的是，孩子们和我一样，把这些故事写

在日记里，留在记忆里。今天重新整理这些文

字我才发现，每一个孩子都在我的记忆里，鲜活

而生动。

（六）

2015年 8月，通过教育部选拔，我获准参与

教育部“内地优秀教师赴澳门交流计划”，开展

为期两年的交流研讨工作。有这样一次置身教

育现实情境之外的机会，得以重新审视、认识和

发现教育，真是一次生命的眷顾和恩赐。

澳门经济繁荣、物质丰富，学生升学压力

小，课余时间充裕，但他们基本都被手机“绑

架”。许多澳门的同事向我抱怨学生不读书，在

我看来，这些同事本身因工作繁忙，自己都很难

静心读书，更不用说还有精力推动学生阅读

了。在澳门，推动阅读势在必行。

我想做的有很多，比如，转变教师阅读观念，

改变教师散碎的阅读现状，帮助他们构建阅读体

系，倡导阅读的基本方法，包括主题阅读、读写结

合和读行结合等。可两年时光转瞬即逝。

所幸的是，在澳门交流的日子里我坚持记

录、思考和写作，没有完美的教育，每种教育都

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短板，交流让我们对

不同情境下的教育教学有了比较研究的机会，

有了取长补短的可能。

我也一直想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学语文教

师能走多远”？澳门交流让我清醒地认识到：教

育永远在路上，没有尽头。

（七）

这些年，我就这样一路走走停停，读读写写。

也许，做得还不够好，但我遵循内心真实的想法；

也许走得很慢，但每天都在前行。

我一直以为，阅读是一个人最优雅的姿态。

教师阅读的厚度决定了他站在讲台上的高度，也

决定了他是否有能力讲述文字背后的辽阔与博

大。这些年，我以十分的热诚、不同的方式为推

动孩子的阅读鼓而呼。我总觉得，孩子从捧起书

的那一刻，就有了领略比课本世界精彩百倍的可

能。美国学者寒哲说：“教育过程发生在作者与

读者之间，而不是学生和教师之间，人通过阅读

而不是通过听课受到教育。”深以为然。

这些年的教育经历也让我深刻地认识到，

培育一个孩子的成长，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还有他们的父母以及这背后庞大的亲友团。

身兼父亲和教师的双重角色，让我也清醒地认

识到，教育是水滴石穿润物无声的长期付出：

陪着孩子，慢慢变优秀，而我的精神也因为教

育而充实饱满。

什么才是真正的
教育，时至今日，我还
不是完全明白。但身
兼父亲和教师的双重
角 色 ，我 清 醒 地 认 识
到，教育是水滴石穿润
物无声的长期付出：陪
着孩子，慢慢变优秀。
也许，做得还不够好，
也许走得很慢，每天都
在前行。而我的精神
也此而充实饱满。

生命叙事

□吴贤友

吴贤友

安徽省含山县第二中学语文教师。2015-2017年度教

育部港澳台办援澳“优秀指导教师”，获得《中国教育报》“推动

读书2016年度人物”提名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