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寒，山东省临沂第十二中学语文教师。从教20余年，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总觉得语文老师承担

着教人做人、教人学会幸福的责任；总觉得和孩子们一起读书写作，是最快乐的时光。希望能潜心教育，为孩子们

的成长注入一份爱的力量；希望能潜心修炼，用笔记录快乐幸福，让生活因文字的美丽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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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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有才的、有料的、有爱的

公众号，以及奇葩的、有趣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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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成长的路上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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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公众号。

姑苏徐飞：
徐飞，江苏省苏州工业

园区中学语文教研员，苏州

市首届十佳班主任，苏州市

学科带头人，出版了《读书，

教师的第一修炼》《优秀老

师的 30 本案头书》《从此爱

上写作》等作品。在徐飞看

来，教育即人生，语文有大

美。该公众号以审美读写，

寻觅作文之道，行走趣味

人间。

刀说话：
谢云，四川省绵阳市涪

城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

网名“江湖一刀”。多年来，

谢云致力于教师成长，带领

民间教师成长团队“知行

社”走过10年时光。谢云以

自身为光，影响了数百名教

师。著有《幸福教师的五项

修炼》《跟禅师学做教师》

《阅读照亮教育》等，主编

《“不乖”教师的正能量》、

《好班是怎样炼成的》（中、

小学卷）等。

教育自由谈：
茅卫东，曾在省重点中

学任教13年，后成为编辑记

者，之后又进入中职教育领

域，现为自由人，以打理公

众号为乐。出版有《重寻教

师尊严》《心平气和当老师》

《教师职业生涯十大误区》

《怎样的爱才合适——

做一个不过分的家长》。公

众号关注个人的精神成长，

反对心灵鸡汤，不紧跟、也

不回避热点，坚持原创，以

思想为重。

驼斋呓语：
杨赢，江苏省南京市燕

子矶中学语文教师。爱读

书 旅 行 ，喜 买 书 ，也 好 散

书。自建阅览室，从个人藏

书中拿出1000余本，与诸生

分享。为人读书，以“有趣”

“自由”“闲适”为宗旨。身

为高中语文教师，杨赢的课

上，不见刷题，不见考试，更

多的是读书，课前演讲，读

新闻，看电影，逛书店，演话

剧……好多语文老师想不

到、做不到、不敢做的事，杨

赢都做了。他就像一个手

执火把的引路人，带领学生

走入一个奇妙的阅读世界。

朋友圈·公众号

我一直认为自己就应该当教师，

就应该是一个语文教师。20多年的教

学生涯，我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尽管这

理想很卑微，尽管当今社会对教师职

业的诟病很多，教师甚至属于“高危”

职业，可我依然说：做教师我无怨无

悔，我是一个实现了理想的幸福人。

歪打正着 乐教语文

记得师专毕业后去单位报到的时

候，校长接过派遣证后问：“你想教什

么学科？”我说：“什么都行。”他说：“要

不你教语文吧，正好缺语文老师。”现

在回想起来，我依然能够记起自己当

时的激动，因为语文是我最喜欢的学

科，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上师专的时候，一些同学非常不

喜欢语文，结果他们却上了中文系，

而我那么喜欢语文，却最终被录取到

政教系——有点造化弄人的意思。

两年里，我对专业课没有下多少功

夫，只保证成绩能及格就行了，尽可

能挤出更多的时间泡在图书馆，恨不

能一头扎进文学作品里。茅盾文学

奖的获奖作品我都借来读，几乎全部

看完；《少年天子》《穆斯林的葬礼》

《死水微澜》《钟鼓楼》《第二个太阳》

《芙蓉镇》等，我都读得津津有味；林

语堂、钱钟书、贾平凹、席慕容、三毛、

张晓风、刘墉等都是我狂热捧读的对

象；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大批翻译作

品，如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大仲马、

小仲马、海明威等大家的作品，我都

读，读到如痴如醉，读到忘了自己。

那两年，生活费余下的钱我都用

来买书，甚至掏光了口袋里的最后一

毛钱，只是为了自己心仪的好书。那

时候读书仅仅是因为喜欢，打发无聊

的时光。也曾有过考研的打算，但最

终还是抵不过懒惰，毅力不够，放弃了

事。我一直不认为那段时间的读书有

用，也不知道日后在自己的成长生涯

中会有厚积薄发的时刻，现在看来，那

两年狂热的读写生活，应该是自己文

学修养的“原始资本积累”时期。

当听校长说“你教语文吧”时，我

欣喜若狂，觉得自己终于实现了梦

想。然后校长又说了一句“你当班主

任吧”，把我吓了一跳，我那么瘦小的

身板儿能制服学生吗？忐忑中还是答

应了下来：“我试试吧。”这一试，就把

青春交给了这个自己喜欢的岗位。

乡下教书 自成风景

乡 村 中 学 的 生 活 丰 富 又 单 调 。

丰富，是因为大家在一起，那时候年

轻教师都住校；单调，是因为课余生

活娱乐活动不多。男教师的活动是

打球、谈论摩托车，女教师上班之外

的事儿是做饭、织毛衣。男女教师各

自为营，成为两道不同的亮丽风景，

我似乎不属于任何一方。我读我的

书，备我的课，管理我的班。于是，更

多的文学著作进入我的视野。放学

后的时光，我爱家访，与孩子们一起

聊天，随他们劳作，了解他们的生活

——我可能也成为一道风景了吧。

那个父亲腿瘸却依然进城打工、

母亲瘫痪却依然动手缝纫的女孩，家

中还有两个弟弟妹妹，生活不易，但父

母给她的依旧是最深的爱，我敬佩这

样的父母；辍学的我去劝说，有时候得

去好多趟；打架闹矛盾的我去处理，有

时不得不约见家长。有时候不得不拉

下脸来吓唬他们，甚至照着屁股打两

巴掌，以示惩罚。

乡下孩子淳朴，让我心安。教书、

读书、写字，我们都在一起。当我如痴

如醉地沉浸在文学作品中不可自拔

时，也将读书理念与方法传递给我的

学生。若干年后学生们相聚，他们对

我当时的言行举止如数家珍：我爱穿

裙子，我的北方口音，我上课的习惯，

甚至我生气时的形态，他们描述得惟

妙惟肖。看得出他们对我的喜欢和

肯定。

后来进了城，一切重新开始。我

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研究。课余

时间，我依然读我喜欢的文学作品，写

我喜欢的文字。不为别的，只为自己

愉悦。

走近教育 发现喜悦

这样，许多年又过去了，我依然很

随意地读着喜欢的书，对教育专著却

极少看，也觉得自己看不懂。

生命中总有一些机遇，在你迷惘

时，能够引领你走向更好的路。或者

是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我是幸

运的，因为我遇到过这样的人，这样的

团队。

曾经，我所在的学校校长是一个

知性优雅的美女，她谦和正直、标新立

异，校园文化建设不落俗套。她倡导

学校要培养厚重大气、高远时尚的中

学生，学校的育人理念是快乐学习、健

康成长。在这样的理念下，活动引领

课堂，活动引领课程成为学校的一大

特色。于是，校园“十二节”产生了，体

育季、艺术节、读书节、狂欢节……如

火如荼；各种社团、大讲堂开展得有声

有色；阅读的推动，语文主题学习实

验，尤其是选修课更是把活动引领课

堂和课程的理念推向了新阶段。

2016 年春天，在校长的鼓励和积

极推动下，我加入了民间教师成长团

队——“叙事者”，开始追随团队一起

读书写作。无序的写作有了规范，一

年多时间，我写了超过70篇叙事文章。

我也开始跟大家共读教育书籍。

第一部共读的书是奥地利心理学家阿

德勒的《孩子的人格教育》，阿德勒说：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儿童的某一特定

行为，就必须首先了解其总体的生活

史。”儿童的每个行动都是他总体生活

和整体人格的表达，不了解行为中隐

蔽的生活背景就无从理解他所做的

事。阿德勒还指导我们：因为家庭教

育的扭曲而造成的“问题孩子”，学校

教育者不适合再采用惩罚作为教育手

段了。读到这里，我想到自己也有不

耐烦的时候，也有训斥学生、惩罚学生

的时候，我意识到，这种教育其实是在

给学生雪上加霜。

学校教育不仅要有成绩方面的追

求，更要培养和发展学生健全的人

格。这是我第一次认真潜心阅读的教

育专著，真正读进去颇受益，一气呵成

写下近 3000 字的读后感，自己也很吃

惊。同时，我觉得教育专著也没有那

么可怕，于是很欣然地追随叙事者团

队读了下去。

读 佐 藤 学 先 生 的《静 悄 悄 的 革

命》，我读到了“量体裁衣”和“交响乐

团”的“润泽”教室，前者是个性化教

学，后者是不同思想之间的对话，对话

的对错不应该是我们关注的重点，重

要的是课堂应该通过对话和思想的碰

撞，让所有人都能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体会到在这样的教室里，孩子不进

步都难。我要做这样的教师，营造“润

泽”的教室氛围。

读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我读出

了“乐观豁达真实做人，勤奋为学为文

为人”的幸福人生，这是人性的光辉折

射出来的真正的幸福。

读苏霍姆林斯基的《给教师的一

百条建议》，一边读一边找差距，把理

论应用于自己的课堂。

读帕尔默的《教学勇气》，我读出

了出自于内心的热爱以及由此迸发出

的勇气和力量。这“热爱”，就是来自

于对教育的激情，来自于教师自身的

认同和完善。

读于漪的《教育的姿态》，激励我

要做有大爱情怀的教师，要做有水磨

情结的细致教育者。

读吴非的《不跪着教书》，我读出

了坚持的东西、坚信的东西，站直了教

书，才是教育者真正的姿态。

后来接触了语文主题学习，认识

了许多有名气的语文人，看到他们为

语文教育的付出与坚守，让我更坚信

语文教学是我一生的追求。我与孩子

们一起读书，一起解读书中内容，一起

讨论分享收获，有时甚至争得面红耳

赤。这样的阅读，孩子们喜欢；这样的

课堂，孩子们有兴趣。

后来我又遇见了教育行走团队，

教师读书写作团队。他们与叙事者一

样，引领我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成

长。尽管天生驽钝，但一直勤奋快乐

地追随，我也算小有收获。

顷我一生 遇见诗词

诗词于我，是一剂良药，我喜欢这

种美好的感觉。读字里行间的深情，

读语言凝练的典范，读出人生，读出自

我。小时不识月，其实是小时不识诗，

及至年岁渐长，太多原来读不懂的情

感，渐渐浮出水面，涌上心头。

向来以为，语文学科所承载的除

了分数——甚至说分数是最小的一部

分——还应该有更广阔的空间，比如

品德修养，比如对美的欣赏与享受，甚

至还有幸福快乐的追求与体验。也就

是说，语文学科是教会孩子走向幸福

快乐生活的重要桥梁。

也许这只是遥不可及的理想，但

努力去做，坚持去做，即使达不到理

想，但是无限接近总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把大量课本之外的内容

介绍给孩子们，把课堂作为激发孩子

们对语言文字、文学经典产生兴趣的

阵地；我摒弃一切单是为了加强记忆

和背诵而布置的机械性抄写作业。以

至于孩子们说：语文作业真不多，可是

很有挑战性，完成的难度不亚于数理

化。我想让学生知道，简单的字词掌

握仅仅是语文大厦的基础砖石，大厦

的主要组成是更高端的阅读和写作。

我总觉得语文的落脚点应该是写作，

能够用笔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才

是语文学习的目标。

基于这种理念，我在写上更下功

夫，自己写，带着孩子们一起写。

于是，我们开始了诗歌创作的学

习旅程，建立了自己的诗社——文

樨。课堂、作业，甚至惩罚，都给孩子

们的诗歌创作提供机会。比如，与我

约定按时到校的孩子迟到了，用诗歌

的形式写检讨。比如，课前演讲不带

书的孩子，以演讲文章同题作诗作为

惩罚。对这些惩罚，孩子们不但接受，

有时候还很“期待”，因为我常常会将

这些即兴创作的作品展示出来，读给

大家听。

我还在想，能不能试着探索让各种

文字形式相通？能不能让孩子们感受

各种文章体裁的不同状态？于是，我们

的作业可能会有这样新奇的东西：把古

诗改写成散文，把文言文改写成有长度

的文章，把现代文改写成诗歌，把读后

感以诗歌的形式写出来，等等。

分享电视节目《朗读者》，也成为每

周一次的常规课堂。我们会分享观看感

受，分享同主题的美文，大声说出对讲台

上朗读者的表扬或疑问。我希望透过节

目，让学生感悟不同的人生经历，透过美

文思考人生，洞见人生的美好。

倾我一生，遇见诗词。倾我一生，

为孩子们追求美好、感悟美好提供机

会，遇见最好的自己。我是那个幸福

的引领者。

我是教师，做教师是我喜欢做的

事，无关名利得失，只是遵从自己的

内心。

语文教师教孩子们读书写作，最好

的引导不是方法解读与指导，而是身体

力行地去践行。用自己的读写去引导

孩子，与孩子们一起读书写作、分享收

获。这个过程孩子们兴趣浓浓，语文课

堂成为他们最喜欢的课堂。

与孩子们在一起，总能收获一些

新东西，比如童话与科幻小说，他们讲

给我听，争着补充，抢着讲解，分享自

己的感受，彼时，我是一个洗耳恭听的

学生。

“无所为而为”，遵从自己的内心，

不虚荣，不浮躁，踏实做人。很幸运，

我就是这样一个幸福的人。

生命叙事

什么是最好的幸福？做自己喜欢的事，无关乎名利得失，遵从自己的内心，不虚荣，

不浮躁，踏实做人，和学生一起追求美好。

平常的教书
□毕 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