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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2018年3月7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苏格拉底（以下简称苏）：“尤苏戴

莫斯，请你告诉我，听说你收藏了很多

据说是智者写的书，是真有其事吗？”

尤苏戴莫斯（以下简称尤）：“苏格

拉底，的确如此，而且我还正在继续收

集，使它更加丰富起来。”

苏：“说实话，我十分佩服你不选

择金银而宁肯珍藏智慧；因为显而易

见，你认为金银财宝不能使人变得美

好，而智者的见解却能使它们的所有

者在德行方面丰富起来。”

尤苏戴莫斯听到这番称赞的话很

高兴，他相信，苏格拉底认为他是在以

正确的方法追求智慧。苏格拉底看出

了他对这种称赞很满意，继续问：“你

收藏这些书籍，是想在哪些专门的技

艺上变得更熟练呢？”

当尤苏戴莫斯默不作声、思考他

应当怎样回答时，苏格拉底又问：“你

想成为一个医生吗？因为有很多医生

的书籍。”尤苏戴莫斯答道：“凭朱庇特

神作证，我不想做医生。”“那么，你想

成为一位建筑师吗？因为这种技艺中

也需要有知识的人。”尤答道：“不，我

真的不想当建筑师。”“你想成为像狄

奥多路那样的几何学家吗？”尤说，“我

也不想成为几何学家。”苏格拉底问

道：“那么，你想成为一名天文学家

吗？”当尤苏戴莫斯对此回答“不”时，

苏格拉底补充问道，“那么你想当个游

吟诗人吗？因为据说你有荷马的全部

著作？”尤说道：“我真的不想当游吟诗

人，因为我知道，虽然游吟诗人熟知荷

马的全部诗作，但他们都是十足的蠢

人。”苏格拉底继续问道：“那么，也许

你是渴望得到人们精于治国、齐家的

才干，能够发号施令、有资格自利、利

人。”尤回应道：“苏格拉底，我确确实

实渴望着获得那种才干。”苏格拉底

回答：“凭朱庇特神作证，你所希望得

到的是最光荣的才能、最崇高的技

能，因为那是王者之术，被称为帝王

之术。”“但是，”他补充道，“你是否考

虑过，是否可能有不是正义的人也长

于那种技能？”他答道：“我确实考虑

过，一个没有正义的人连做一个好公

民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你自己成

为那种美德的主人吗？”他说道：“苏

格拉底，我想我的正义不亚于任何

人。”“那么，正义的人有所作为，像工

匠那样有产品吗？”他答道：“无疑是

有所作为的。”苏格拉底说：“那么，正

义的人，也能像工匠展示自己的产品

那样，说出他们的作为吗？”尤苏戴莫

斯反问道，“我为什么不能说出正义

的作为，也说出非正义的作为呢？因

为我们每天都看到、听到大量有关正

义和非正义的事。”

“那么，”苏格拉底问道，“你是否

愿意我们把 D 写在这边，把 A 写在那

边，然后我们再把我们认为是正义的

作为写在 D 的下面，把我们认为非正

义的作为写在A的下面，行吗？”“如果

你认为我们需要这些字母的话，你就

写吧，”尤苏戴莫斯回答道。苏格拉底

按照他所提议的写了字母以后问道，

“人类中存在着虚伪吗？”“当然存在，”

他答道。“我们该把它写在哪一边？”

“肯定要放在非正义一边。”“也存在着

欺骗吗？”“毫无疑问有。”“应当把它放

在哪一边呢？”“显然应放在非正义一

边。”“人类中存在着伤害吗？”“这是无

疑的。”“奴役别人呢？”“这也是到处存

在的。”“尤苏戴莫斯，我们可以把这两

件事中的任何一件放在正义这一边

吗？”“如果把它们放在正义这一边，那

就是奇怪的事，”他说。“但是，”苏格拉

底说道，“如果一个人被推选指挥一支

军队，使他去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有敌

意的民族，我们能说他是做了非正义

的事吗？”“肯定不能这样说，”他回答

道。“难道我们不能说他的行为合乎正

义吗？”“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在同

他们作战的过程中他进行了欺骗呢？”

“那也是正义的，”他答道。“如果他偷

窃并拿走了他们的财产，他所做的不

也是正义的吗？”“当然，”尤苏戴莫斯

答道，“不过，一开始我认为你所问的

是关于我们的朋友的事。”“那么，”苏

格拉底说道，“我们放在非正义这一边

的一切，也应该放在正义这一边。”“似

乎是这样，”尤苏戴莫斯答道。“那么，”

苏格拉底继续说，“你是否同意，既然

我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就应当画一

条新的界线，有些事情对敌人是正义

的，而对朋友则是非正义的，我们的将

军对朋友应当尽可能是正直的。”“当

然是这样，”尤苏戴莫斯回答道。

“如果一位将军看到他的部队士

气低落，就捏造假话，说援军已经来

了，如果他用这种捏造制止了部队士

气的低落，我们应当把这种欺骗行为

放在哪一边呢？”苏格拉底问。

“我觉得，”尤苏戴莫斯答道，“似

乎应把它放在正义一边。”

“如果儿子需要吃药而又拒绝吃

药，父亲欺骗他，把药作为普通食物给

他吃，用这种欺骗手段使他恢复了健

康，我们必须把这种欺骗行为放在哪

一边？”

“我似乎觉得也应把它放在同一

边。”

“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心情沮丧，因

为担心他自杀，就把他的剑或其他武

器偷走，我们应把这种行为放在哪一

边？”

“肯定应放在正义这一边。”

“那么，你是说，”苏格拉底说道，

“即使对待朋友，我们也不应在不论什

么情况下都没有欺骗行为？”

“我们的确不应这样，”他说，“如

果你允许，我撤回我在前面说过的

话。”

（选自《西方教育经典文献》，E.P.

克伯雷编，任钟印译，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年1月第1版）

苏格拉底
教学一例

美国教育学者E.P.克伯雷（1868—1941）编写的《西方教育经典文

献》，原名《教育史读本》。与习见的教育史不同，该书选文侧重于制度

史而不是思想史；以其丰赡和独特，在教育领域影响颇著。

这里选刊苏格拉底和青年尤苏戴莫斯的对话：关于正义及人类行

为的共同道德、共同智慧。克伯雷视此为具体教学的一个例子。摘自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该书有商务印书馆“汉译名著”本。

这种“苏格拉底式”对话，“通过无止境的追问而（让人）感到自己

对绝对真理竟一无所知”（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是

真正意义的主体和主体的交流；应当说，对于今天的教育

实践，仍有其启迪意义和示范意义。 （任余） 随看
随想

□色诺芬

每周推荐

无法送达的歉意
□王 飞

师生之间

小亭是我10多年前的学生。

2006年3月，在旷课半年之后，小亭转入我的

工作单位——北京市海淀工读学校就读。个性鲜

明、桀骜不驯的他，在新环境中颇有些不受欢迎，

甚至遭到同学们的集体排斥。入校不到两周，小

亭就强烈要求转学。

就在这时，学校组织了“未来工程师竞赛”动

员会，其中一个项目是“自制乐器及演奏”，要求用

身边常见的材料设计制作乐器并现场演奏。小亭

告诉我，他要参加比赛。原来，他的二胡早已考过

九级，还自学了吉他、钢琴、笛子等多种乐器。他

提出，薯片桶上插根棍，绷上两根弦，不就是自制

二胡吗？他信誓旦旦地保证：只要能做出来，我就

能演奏，咱们肯定能拿奖。

于是，从那个清晨开始，小亭成为科技教室里

的常客。小亭提出的制作方案听起来容易，一旦

动手才发现并不简单：棍子需要多长、多粗？棍子

距离薯片桶底多远才合适？弦如何固定以及怎样

调节弦的松紧……往往一个问题刚解决，新的问

题又冒出来。我们师生两人就这么乐此不疲地一

遍遍尝试与改进，原计划三两天就做好，结果过了

一个多月，才做出非常简陋的作品。

在制作二胡的过程中，小亭逐渐对学习产生

了兴趣，再也不提转学的事，一有时间就往科技教

室跑，后来干脆把吉他带到学校，课余时间坐在科

技教室门口自娱自乐，吸引了一批“粉丝”，还带出

了几个“徒弟”，一时间成为校园里独特的风景线。

转眼到了比赛时间。小亭一举夺得市级第一

名的好成绩，并获得参加全国赛的资格。在接下

来的全国赛中，我们全力以赴，小亭将笛子和二胡

结合而成“笛胡”，让评委们赞不绝口，当之无愧地

荣获该项目第一名。

由于在北京市和全国赛中连续斩获第一，各种

机会接踵而至。一时间，小亭风光无限，他的学习态

度悄然开始转变。记得有个周末，在科技馆表演间

隙，我意外地发现小亭竟然拿出了练习册开始做

题。后来从班主任那里了解到，他每天很早爬起来

读英语和语文，晚上也会学习到深夜才睡觉。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小亭终于考入普通高

中。进入高中后，小亭与我依然保持着联系，经常

与我聊生活和未来。

一天，小亭突然到学校找我，正聊得开心时，

我接一个电话出去了一会儿，再回来时发现小亭

正僵坐在我的电脑前。我心里一沉：糟了，千万别

看那篇文章。前几天，有家期刊社约我写教育案

例，我把小亭的故事写了下来，包括他来校前后的

变化，也包括从以前班主任那里了解到的情况：经

常奇装异服、大闹课堂、责骂老师……而关于这

些，我与小亭从未正面聊过。

小亭看我走进来，淡淡地说：“王老师，原来我

在您心目中是这样的。”我想要解释什么，他却站

起来就走，勉强的笑容里写满了失落和不甘。

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小亭。从此之后，他

就像消失了一样，既不接电话，也不回短信，切断

了与我的联系。后来听说，他高二辍学去了美国

学习音乐。再后来，就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

我无法确定，小亭后来辍学去美国，是不是与

那篇文章有关。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那篇本不该

让他看到的文章，令他失去了对我的信任。如今，

10 多年过去了，小亭应该已经娶妻生子、成家立

业了。我一直想为当年无意中带给他的伤害说一

声“对不起”，也盼望这份迟到的歉意有一天能被

小亭收到，并解开他的心结。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工读学校）

何光头与徐特高
□黎立夏

关键人物
老实说，我第一次看见何四英的时候，压根

就对他没什么好感。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居然

剃个光头，这成何体统。可是，后来他居然成为

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更为神

奇的是，我居然对剃光头的人有了更多好感。

我也不知道，何四英怎么就喜欢与我聊

天，当我问他的时候，他也说不出理由，他说

喜欢是不需要理由的，这就是最好的理由。

光头何四英是一个很有情调的人，不仅

娶到一个漂亮的妻子，还经常与妻子沟通生

活与工作中的趣事。难怪他爱人说，自己是

最幸福的人。

校园不小，但是不难找到何四英，因为我

知道他工作之余十有八九会在篮球场。人贵

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的球技不好压根不

去球场。可是何四英不同，他知道自己的球

技也就那么一回事，但是他不仅要看球赛，还

把打篮球当作自己的业余爱好。

有时，同事感觉无聊就到他抽屉翻一下，准

能找到你要看的报纸杂志。何四英每天定要买

份报纸看看，正是这样，他的视野开阔，搜集的

资料宽广。这份沉淀，让他的课堂激情四射，充

满情趣。呆板的历史课堂在他的教授下，学生

听得津津有味，学生盼望上他的历史课，那是一

种享受。对于课堂，何四英一点也不马虎，他精

益求精，反复备课，他的教学名言是“教学要对

得住自己的良心”，学生都很喜欢他。

一次，我与领导发生了争执，有些闷闷不

乐，他说：“放开些，不要在意。”真不愧是学历

史的，他用历史的眼光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我的心顿时开阔起来，生活中不顺心的事情，

他用一两句话就给我解决了。遇上这样的良

师益友，我就偷着乐吧！

十年一荏苒。见到我们的徐老师——徐

特高（这是我们对徐老师的尊称），感觉徐老

师依旧是我们以前的老师，什么都没有变，依

然是那么和蔼可亲，只不过我们之间的关系

在变化，从10年前的师生变为现在的同事。

徐老师一生经历坎坷，求学艰辛，可是他

却通过不懈努力获得了两个中专文凭，一个

汉语言文学和一个思想政治教育本科文凭，

这对于与共和国同龄的他来说，是十分难得

的。徐老师天天骑着一辆自行车上下班，如

今称得上校园内一大风景。虽然我现在已为

人师好几年了，可是每当我有什么不快的时

候，想到的第一个倾诉对象就是徐老师。

徐老师在班级管理上有两大特色。第一

大特色，班级管理重引导，重熏陶，重人格魅力

的影响。我记得当年无论多么调皮的学生在

他的教育下，都会有很大的转变，无论怎样的

班级在他的带领下，都会由劣变优，而这一切

无非都是通过人格魅力，通过引导来折射的。

第二大特色，民主、宽容、善解人意。多

一份民主，少一份责备，他对我们的教育没有

高高在上的气势，更多的是以一个朋友的身

份来教育学生。

今天的徐特高，依然是那么红光满面，精

神焕发，没有一点将要退休的感觉。我知道，

我们亦师亦友的关系，也明白在徐老师身上

还有太多的东西值得我去学习。尽管古人

云：“做经师难，做人师更难。”可是徐老师却

用一生去实践自己的诺言。

徐老师无论做人做事永远那么从容，不

紧不慢，给人一种胸有成竹的感觉。看到他

的笑容，听到他的笑声，就会驱除我们内心的

阴云，徐老师总在不经意间把他这种博大的

胸怀带入教育学生的过程中。在他这种不经

意的教育下，我们开始真正成长，真正迈向我

们的人生成长的大道上。

（作者单位系武汉工程大学外语学院）

陈海虹老师是一个十分严格的老师，她长着一头乌黑的长发和一双炯炯有

神的眼睛，特别有穿透力。瞧！她正在给大家讲课呢！

浙江省绍兴市鲁迅小学和畅堂校区 王序 指导教师 陈海虹

童心绘师

赢得“十分”认可
□ 邓朝慧

在我的学校里，老教师对新教师有一定的

认可度，但是这种认可度来源于他对你信息技

术能力的认可，而不是教育水平。老教师在遇

见新教师时多会给予五分的认可度，还有五分

需要我们自己把握。

作为新教师，我们可以选择用实力把五分

变为十分，也可以选择把五分变为零分。十分

还是零分，认可与不认可取决于我们的努力。

要得到老教师的认可，首先要有过硬的教

学水平。我是科学教师，科学课在学校是被忽

视的一门课程，没有足够的专职教师，学生对科

学的印象也只是一门到了期末就要不断背概念

的学科。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让学生在实验室上课，保证科

学分组实验开出率达到百分之百。实验室满足

了孩子们的好奇心，科学课一下子变为“可以

玩”的课。孩子们对于课程的喜爱是一名教师

教学水平最好的证明。

第二件事是做最美科学记录本，拍照发

布在公众号上并分享在学校的微信群里。老

教师们通过图片了解孩子们的动手能力，感

受到科学课的文化，他们开始认可我的工作

态度，而科学课也开始在学校崭露头角。

第三件事是认真上好每节课。我教五个

班科学课，每周教案本上要备六节课。最初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教学任务，而在

随后的教学过程中，我发现备六节课只是对

教案本而言，事实上同一节课在不同的班级

实施，需要准备不同的教学手段。所以，一周

我其实要备 15 节课。最初我也感到不适，后

来提前将星期一到星期二的课备好，形成提

前备课模式，既能使自己从容地站上讲台，又

能拥有更充足的备课与反思时间。

我们学校是一所城郊小学，学校没有晚自

习，每天下午5点下班。但是，这个学期我几乎

都在办公室加班。“加班”并不是完成学校布置

的工作，而是做一些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比如

做最美科学记录本的推文，研究明天的课程实

验还可以怎么改进等。我给自己定义的工作时

间是朝九晚九，所以比正常下班的教师每天多

出3个小时给自己充电。

勇于在“任务”中成长。上个学期，我学会

了视频剪辑、音频剪辑、资料装订等技能。一开

始接受类似任务，我是拒绝的，因为压根不懂。

不管怎样，我还是秉持“狭路相逢勇者胜”的心

态去做。从“拒绝”到“接受”，从“气馁”到“试

验”，从“不会”到“会”，其实每一步自己都在成

长，在获得某一技能的同时，心态也更加成熟。

学习视频剪辑是因为学校要参加科技节，

为了做视频，我学习了几种视频剪辑软件，每天

都琢磨该怎么拍，经历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终

于把这件事完成了。这时，我没有“解脱”的感

觉，反而有一种骄傲感，觉得自己没有浪费年轻

的光阴，对自己掌握了一门新技能感到骄傲。

光阴不负有心人，年轻教师要获得认同感，

必须摆正自己的工作态度，做好本职工作，用实

际行动证明自己。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宜章县承启红军学校）

成长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