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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8年6月6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悦读·话题

给孩子一片

恣意生长的乐土
□胡群英

1999 年，作为一位从业 13 年的大学教

师、一名自然保护主义者，吴蓓前往德国汉

堡市参观了一所华德福学校。这次参观改

变了吴蓓的人生轨迹，令她的后半生与一种

名叫华德福的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这所学校只有一座朴素的小木屋，教室

的桌子排成长方形，四周陈列着各种造型的

植物标本。孩子们的课程有自然课、手工

课、文化课，自然课是榨苹果汁、种植、做茶

叶、洗羊毛等，手工课则是做木工、打铁、编

织地毯。走进这样的课堂，吴蓓怎么也想不

到教室竟能如此布置，课程居然可以如此设

计，孩子们居然如此喜欢在做中学。吴蓓希

望中国也能有这样的学校。

再后来，吴蓓辞去了大学教师的职位，

前往英国爱默生学院专心学习华德福教育

近两年，之后回到北京开始实践自己的华德

福教育理想。

在实践和推广华德福教育的过程中，吴

蓓既遇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阻，也获得了

许多热心家长和教育者的鼓励和支持。这

些经历是个人的，又不是个人的，它更多地

反映了华德福教育在中国多元化环境中落

地生根的历程。

吴蓓一方面想竭尽所能地告诉家长和

教育者应如何看待孩子，如何保护孩子的身

心健康，另一方面却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

于是，她寄希望于写作，希望通过自己的书

把自己所做的一些探索、看到的一些现象和

相关思考与更多人分享，这就是《孩子，你慢

慢长大：亲历华德福教育》一书。

吴蓓强调，“我所分享的观点和做法不一定

适合每一个孩子，但希望能促使家长思考并选

择有益于自己孩子的方式”。这样“平铺直叙”

却润物无声的记录，给众多的读者开启了一片

新的教育天地，提供了另一种教育的可能。

许多人认为，华德福教育不适合中国实

际，是一个美好的梦。其实，华德福教育只

是不主张实行刻板的、形式化的、标准化的

考试。华德福学校取消考试，又怎样评价学

生的学习效果呢？首先，用评语取代成绩

单。每学年结束时，主课教师（从一年级一

直跟到八年级）为每位学生写一份较详细的

评语，向家长介绍孩子在一学年中的情况。

教师的评语会把孩子在校发生的某个典型

事例呈现出来，让孩子感到自己的优秀和独

特。其次，有作业本的科目，用作业本替代

考试试卷。一个学习单元或一个学期结束

时，教师检查作业本并给予评论，父母也可

以通过作业本了解孩子的学习内容和成

果。再次，没有作业本的科目，最常见的方

式是举行汇报演出，如班级音乐演奏会、诗

歌朗诵、讲故事和戏剧表演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评价方式也正是

我国目前教育改革的一个趋势。

在《孩子，你慢慢长大：亲历华德福教

育》中，吴蓓以其平凡却可敬的教育探索

告诉我们：重要的不是实践什么教育理

论或流派，而是什么样的人在当教师，在

给孩子一片恣意生长的乐土。

（作者单位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少年读书而要考试，中年做事而要谋生，

老年悠闲而要衰病，这都是人生苦事。

考试已经是苦事，而大都是在炎热的夏天

举行，苦上加苦。我清晨起身，常见三面邻家

都开着灯弦歌不辍；我出门散步，河畔田埂上

也常见有三三两两的孩子们手不释卷。这都

是一些好学之士吗？也不尽然。我想其中有

很大一部分是在临阵磨枪。尝闻有“读书乐”

之说，而在考试之前把若干知识填进脑壳的那

一段苦修，怕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其实考试只是一种测验的性质，和量身高

体重的意思差不多，事前无须恐惧，临事更无

须张皇。考的时候，把你知道的写出来，不知

道的只好阙疑，如是而已。但是考试的后果太

大了。万一名在孙山之外，那一份落第的滋味

好生难受，其中有惭恧，有怨恨，有沮丧，有悔

恨，见了人羞答答，而偏有人当面谈论这回

事。这时节，人的笑脸都好像是含着讥讽，枝

头鸟啭都好像是在嘲弄，很少人能不顿觉人生

乏味。其后果犹不止于此，这可能是生活上一

大关键，眼看着别人春风得意，自己从此走向

下坡。考试的后果太重大，所以大家都把考试

看得很重。其实考试的成绩，老早地就由自己

平时读书时所决定了。

人苦于不自知。有些人根本无须去受考

试的煎熬，但存一种侥幸心理，希望时来运转，

一试得授。上焉者临阵磨枪，苦苦准备；中焉

者揣摩试题，从中取巧；下焉者关节舞弊，浑水

捞鱼。用心良苦，而希望不大。现代考试方

法，相当公正，甚少侥幸可能。虽然也常闻有

护航顶替之类的情形，究竟是少数的例外。如

果自知仅有三五十斤的体重，根本就不必攀到

千斤大秤的钩子上去吊。贸贸然去应试，只是

凑热闹，劳民伤财，为别人做垫脚石而已。

对于身受考试之苦的人，我是很同情的。

考试的项目多，时间久，一关一关地闯下来，身

上的红血球不知要死去多少千万。从前科举

考场里，听说还有人在夜里高喊：“有恩的报

恩，有怨的报怨！”那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是够

吓人的。真有当场昏厥、疯狂、自杀的！现代

的考场光明多了，不再是鬼影幢幢，可是考场

如战场，还是够紧张的。我有一位同学，最怕

考数学，一看题目纸，立即脸上变色，浑身寒

战，草草考完之后便佝偻着身子回到寝室去换

裤子！其神经系统所受的打击是可以想象的！

受苦难的不止是考生。主持考试的人也

是在受考验。先说命题，出题目来难人，好像

是最轻松不过，但亦不然。千目所视，千手所

指，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我记得我的表弟在二

十八年前投考北平一个著名的医学院，国文题

目是“卞壶不苟时好论”，全体交了白卷。考医

学院的学生，谁又读过《晋书》呢？甚至可能还

把“卞壶”读作“便壶”了呢。出这题目的是谁，

我不知道，他此后是否仍然心安理得地继续活

下去，我亦不知道。大概出题目不能太僻，亦

不能太泛。假使考留学生，作文题目是“我出

国留学的计划”，固然人人都可以诌出一篇来，

但很可能有人早预备好一篇成稿，这样便很难

评分而不失公道。出题目而要恰如分际，不刁

钻，不炫弄，不空泛，不含糊，实在很难。在考

生挥汗应考之前，命题的先生早已汗流浃背好

几次了。再说阅卷，那也可以说是一种灾难。

真的，曾有人于接连十二天阅卷之后，吐血而

亡，这实在应该比照阵亡例议恤。阅卷百苦，

尚有一乐，荒谬而可笑的试卷常常可以使人绝

倒，四座传观，粲然皆笑，精神为之一振。我们

不能不叹服，考生中真有富于想象力的奇才。

最令人不愉快的卷子是字迹潦草的那一类，喻

为涂鸦，还嫌太雅，简直是墨盒里的蜘蛛满纸

爬！有人在宽宽的格子中写蝇头小字，也有人

写一行字要占两行，有人全页涂抹，也有人曳

白。像这种不规则的试卷，在饭前阅览，犹不

过令人蹙眉；在饭后阅览，则不免令人恶心。

有人颇艳羡美国大学之不用入学考试。

那种免试入学的办法是否适合我们的国情，是

一个问题。据说考试是我们的国粹，我们中国

人好像自古以来就是“考省不倦”的。考试而

至于科举可谓登峰造极，三榜出身乃是唯一的

正规出路。至于今，考试仍为五权之一。考试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成为不可少的一部分。

英国的卡莱尔在他的《英雄与英雄崇拜》里曾

特别指出，中国的考试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

方法，实在太高明了。所谓政治学，其要义之

一即是如何把优秀的分子选拔出来放在社会

的上层。中国的考试方法，由他看来，是最聪

明的方法。照例，外国人说我们的好话，听来

特别顺耳，不妨引来自我陶醉一下。平心而

论，考试就和选举一样，属于“必需的罪恶”一

类，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之前，考试还是不可

废的。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是如何改善考试的

方法，要求其简化，要求其合理，不要令大家把

考试看作为戕贼身心的酷刑！

听，考场上战鼓又响了，由远而近！

（选自梁实秋《雅舍杂文》，江苏人民出版

社2014年6月第1版）

梁实秋（1903—1987），原名梁治华，字实秋；以

字行。学者，散文家，翻译家。有散文集《雅舍小品》

等。以一人之力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与朱生豪

先生的译事并峙。

该选文，亦是“雅舍”中的一篇。

考试，我们再熟悉不过。考试，也许确是苦事；

而读梁实秋谈考试，却实在是乐事。这是典型的梁

氏散文；其幽默，其从容，非实秋先生不能为。

当然，考试这事，如今好像更隆重，更沉重，更严

重了。若生当此际，梁实秋先生或许

会有另一番“谈考试”吧？ （任余） 随看
随想

谈考试
□梁实秋

每周推荐

六一儿童节前夕，浙江省宁波市东钱湖镇中心幼儿园以“城

堡里的故事”为主题上演了一场精彩纷呈的童话故事。随着动

感的音乐，11个童话故事的主角纷纷上台亮相，奇幻的泡泡秀、

有趣的魔法秀更是让童话城堡变得乐趣十足。本次“城堡里的

故事”暨东幼第一届六一童趣节，在东幼教师以“把孩子放在幼

儿园正中央”的教育理念下，在家长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下，成功

开启了一场“童年乐活之旅”。 蔡丹娜 图/文

近读作家冯唐的一篇有关“油腻中年

男”的网络热文，对点自查，哑然失笑，我

竟然“中枪”倒地，有泪难掩。

念即此，我意识到必须要跟“油腻型”

中年男教师一刀两断，方能赢来自己教学

生命的春天。

于是，我决定咬紧“三心”（初心、真

心、恒心）不放松，让自己努力变成一位

“清爽型”中年男教师：身体矫健、性格爽

朗、精神高蹈。

炼“初心”：见天、见地、见自己。教学

生涯达四十载的父亲把我引上了教育教

学之路，他曾告诉我一条朴素而有力的道

理：“教书是一个良心活，要见得天、见得

地、更要见得自己。”

耕耘杏坛十八载，多少滋味藏心中。

特别是工作前10年，敢想敢做，倾心工作，

也走了不少的弯路。教育教学百般滋味，

我都能笑着面对。班级管理井然有序，高

考成绩名列前茅，作品散见于报刊。但我

也有折戟沉沙的苦恼，教育功利性太强，

未能以生为本，“专制权威”意识甚嚣尘

上。实际上，是自己未能理解“教育”之真

意——“教天地人事，育生命自觉”。

最近几年，进入职业倦怠期，创新匮

乏，按部就班，原地打转，浑然不知。

基于此，我重温家父给予我的教育初

心，顿有所悟。为此，我从三个方面修炼

“初心”：在教研上，学会为自己的思想开

疆拓土，以文会友，以情育人，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在写作中找到最好的自己；在

教学上，学会跨过应试教育，摒弃教学的

功利性，教学生三年，为学生幸福 30年而

奠基；在生活上，让自己成为一位狂爱生

活的“生活家”，迈开腿，管住嘴，用行走锻

造自己的人生。

炼“真心”：立德、立言、立精神。在电

影《无问西东》里，有这样的旁白：“愿你在

备受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

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

你所行，听从你心，无问西东。”

我想，深陷“油腻”的中年男教师，最

需要的是要炼就一颗恒久不变的“真

心”。在言行上，给自己的学生和年轻同

行做好榜样，给他们一些中肯的建议，为

他们树立一面高尚品德的旗帜。时代嚣

嚣，在教育的生态系统中，还存在一些假

教学、伪教育、反教育等现象。面对此种

教育现状，就需要大家炼就一颗“真心”，

不盲从，不迷惑，不苟且，不蹉跎，坚持自

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炼“恒心”：持久、持恒、持始终。但凡

一件事要取得成功，都与“恒心”相关。在

教学的这条路上，最容易闹“中年饥荒”。

不管是在教学上，还是在班主任管理上，

许多中年男教师纷纷选择“逃离”，两耳不

闻学校事，一心只种自家园。破解“中年

饥荒”的策略，就需要中年男教师炼就一

颗久久为功的“恒心”，同时学校要给中年

男教师提供摆脱“中年饥荒”的外部环境。

中年男教师要与“油腻”挥手作别，创

造闪亮的未来，必须在目标系统、动力系

统、能力系统下功夫。然而，在这三个系

统中，最能促进中年男教师成长的要算动

力系统。因为，优秀中年男教师几乎都是

在自我驱动下成长起来的，卓越往往诞生

于中年男教师的深度内心觉醒。

坚信自己对教育的偏执，爱自己所

爱，行自己所行，立言立德，听从内心，无

问西东！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新津县新津中学）

做“清爽型”中年男教师
□王贞鹏

成长记录

努力画出幸福
□石 彦

且行且思

书声琅琅，奏响乐章，校园似那知识的琼

浆。置身于花儿的世界，虽时光荏苒，我仍觉

得孩童的故事不曾走远。

这都因为我是一个教书先生，终日与精灵

般的孩子相处。庆幸并感恩这一切的相遇，使

我快乐自主地游走于生活、事业之中，散发出

生命的芬芳。

与文本的相遇是快乐的、自主的。文本本

身就是一个无限可能的生命体，它与进入阅读

视野的我们发生着妙趣横生的体验、自觉关

系。作为师者，我们要目光敏锐，善于发掘文本

的空白点，这些空白点可以是画面或场景的断

想、人物命运的预测、故事演进的波折、省略号

内容的补充、题材的重新编写等，文本会在多次

填充中如同一部交响乐般浸润我们的心灵、提

升我们的素养。只有我们投入了、沉醉了，对文

本的感悟和解读才能深析入理、娓娓道来。

与学生的相遇相知更是美好的。还记得

那个午后，教室里只有我和嘉成。一个在批改

作业，一个在写英语作业。半晌，一阵欢呼声

掠过，埋头书写的嘉成自顾自地说：“同学们都

在为有伯喝彩！即便我跳绳比他跳得好，同学

们还是会为有伯喝彩的。”

我心头一惊，停下手中的笔，话语凝噎，心

想：谁都有渴望掌声的权利，谁都能成为优秀

的一员。

于是，我尝试帮助嘉成建立自信。我给他

找了一个“小师傅”——刘佳琪，一个善良、聪

慧、勤奋的小姑娘。嘉成看到师傅每日忙忙碌

碌，学而不倦，他也暗下决心，试与师傅一比高

下。功夫不负有心人，几日下来，嘉成的生字

掌握得非常好，写得也快，坐在一旁的师傅也

为他欢呼不已。

教育的目的在于唤醒。这种以生命唤醒

生命的过程是自主、自觉的，也是富有意义而

快乐的。

铃声响起，孩子们正在期待每周一次的

“我的课堂我做主”活动。这一期的小老师是

田卓雅。当“田老师”讲到第二自然段时，聪慧

的她结合练习册中“描写你喜欢的鸟”一题，让

学生发挥想象，当堂练笔。“田老师”率先示范，

自举一例。同学们笔尖跳跃、跃跃欲试。看

来，角色互换产生的学习欲望和挑战自我的能

量，正像池塘中的一块块石头跳入水中泛出的

层层涟漪般影响着每一位学生。

可以想见，学生细心采撷的过程是愉悦、

丰盈的。既然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我们就应时

刻关注学生的体验、发展，放手让学生自主参

与、建构，作为教师的我们是顾问，是交换意见

的参与者，是帮助发现问题的诊断者。我们乐

在其中，扮演着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

每每学校生活进入尾声，手机总是鸣音不

断，俨然裹挟着幸福的激动。“亲爱的老师，您

辛苦了！”一行行温馨的话语犹如涓涓细流滋

润我的心房。别样的祝福，真心的感动。无论

节日还是每一个平常的日子，来自孩子和家长

的情意，使我感动着、快乐着。

逐梦的人握着彩虹，能把努力画出幸福。

而我们，正是这群追逐教育梦的人。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东关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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