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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8年11月28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理性成长至卓越
□张朝全

悦读·话题

在从教途中拾级而上
□骆 斌

且行且思

做教师20年，我把青春给了学生，学生

给了我人生的美好。

教育因爱而美。真正的爱来自内在的

真诚和喜悦。爱柔软，但也特别有力量。

是那届2002级1班的学生让我彻底体

会到爱是用来发现美、创造美的。那届学

生早已工作多年，但我们仍然互相牵挂着。

前不久学生小青说：“齐老师，我这周

放假，想回去看看你。”

“老师也想你，也特别牵挂你，老师不

在你身边的日子，要学会照顾好自己，多多

关心父母。”

“老师，我都长大了，你放心吧。”

老师对学生的爱得到了回应，爱让日

子变得特别美。

我一直想重新梳理、定义自己，重新调

整做教育的思路和方向。在回顾中我发

现，是那些生活中细小的美丽每天润泽着

我。有些事在别人那里可能稀疏平常，可

是作为教师要把它看在眼里、挂在心上。

因为你稍有留意，就可能给孩子带来惊喜

与幸福。

记得有一年，小雪因为胃疼而耽误了两

天课，由于平时成绩不太好，我看到她有些

失落。于是，我主动提出为她补课，每次考

试都为她打气加油。静下心，慢慢来，尽管

小雪并没有发生什么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

看到她自信的笑容，我也感受到阳光满溢。

把细小的成长美丽化，把琐碎的生活

故事化。而现在我也努力做小而美的教

育，把生活细致化，把生命美好化。

教育因人而美。教育的对象和目的是

人，教育的起点也是直面人的生命。教师

面对几十个生命，每个生命都是完整的个

体，他们之间无法对比，无法统一，教育的

目的是促进每一个生命的成长，帮助他们

追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呵护每个生命，师生共同成长才可以

彼此成全，相互支持。

毕业时，我给每个孩子写了一封信表

达我对他们的祝福和感谢。3年来，是孩子

们教会我成长，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很幸福。

毕业前，几个孩子跟我聊天说：“老师，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敬畏你吗？”我当然想知

道，还没张口，另一个孩子接着说：“因为我

们做错事，你很少发火，你把我们当成朋

友。有时我们三番五次地犯同一个错误，

可是你依旧耐心地跟我们剖析导致错误的

原因。”

其实，我有时也发火，于是问他们是否

怪我，孩子们说：“当时我们也怪过你，但你

把我们当朋友相处，我们当然原谅你。”

把学生当朋友相处，相互理解，彼此信

任，共同成长，我想要擦亮每个生命的底

色，让他们自带光芒。

教育的美，不仅仅是因为我们从事美

的事业，更因为我们在发现美、创造美，更

在传递美。最美教师具备许多美的品质，

但我更希望最美教师健康自我，也能够把

最好的教育给自己的孩子。把自己做好的

同时才能做孩子的榜样，爱自己的生命，才

能呵护孩子的生命。

教育，就是成长；教育，因爱而美。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清市京华中学）

好书，往往给人以力量。一股脑儿读完钟

发全老师的新著《卓越教师的理性成长》，忽如

沙漠中见甘泉，渺茫时添力量。这本致力于将

个人潜力变成现实的著作，唤起了我的责任

感。掩卷之余，只觉得心明亮了，前行的路更

加清晰了。

作者钟发全在长江南，我在长江北，多年

隔江遥望，20 年他全然是我精神上的拐杖。

钟发全是草根教师中的青年学者，是从普通

教师发展成为教育专家的代表。读其书，已

然让我充分体悟到，他在用自身的专业化发

展历程告诉我们何谓专业化发展，即必须有

明确的方向，同时以扎实的成长体现自己的

不可替代性。

专业化发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失败的路

径千差万别，成功的路径总是相通的。为师的

职业，生存和发展都不易，钟发全对此提出“满

足生存第一性，保证发展可能性”，“提升专业

化，增添财富附加值”等观点，给予了一线教师

更多的理解与支持。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两条路：一条用心

走，叫梦想；一条用脚走，叫现实。著作等身

的钟发全于字里行间现身说法，他以自我资

质“贫乏、浅薄、愚笨”等方式来激励千万的

教师心系教育、理性成长、超越自我。钟发

全认为，成为卓越教师要学会做好三件事：

有主动精神、学会表白、跨越式发展，这其实

就是他本人近年来走向卓越的成功经验。

而纵观当下许多教师之所以无成长，或是成

长缓慢，是因为缺少像作者那样追逐卓越的

勇气与理性。

“主动精神，实乃追求卓越之人的第一品

质。”读此书我方才知晓，主动精神就是主动做

事，就是完全自我觉醒，主动做事是一种精

神。任何一位教师想跻身优秀至卓越的行列，

必须经历“追求比较优势”的过程。为了完全

自我觉醒，要主动将理念落实到自己的教育教

学中，做好每天的事，正确做事，做正确的事。

一边思考，一边实践；一边归纳，一边升华。只

有使自己得到发展，才有表白的资本，才会有

更多的发展机遇，专业化发展的路才会变得更

加坚实。

前行的路上只有充满理性，才可能真正

实现跨越式发展。钟发全认为，教师不能关

上门教学，要把一切发展的可能性迎进来，

才会造就属于自己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事

业。这本书的理性观不仅在教学中，还延伸

到 8 小时以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包括对课

题与理论素养提升的提及，突破壁垒以求承

认等，没有教书匠的迂腐，只有本该如此的

生命状态。

生活与生存的不易在于人不能孤立存

在于社会之外，必须直面现实，直面社会。

教育区别于其他职业的是生存和生活角色

的转换，教育者和社会人融于一身，面对社

会的需求，不免让许多教师犯难。钟发全以

其自身经历告诉我们：除了满足自身的需

求，也同时需要多做促进他人满足需求的

事，竭尽全力做好每一件事，才能在不断的

满足中拓宽生长圈，从而成就自我的卓越。

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一样，无所谓好与坏、

高与低，也不在于现在处于哪个层级，重要

的在于能理性成长。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万州区百安移民小学）

从事教师这个职业一晃已有 10 余年

了，长短又岂能仅从数字上来计算，只是心

中对教师这个角色又有了一番新的体认。

随着这个认识的清晰，心中也愈发恐慌：教

师对学生的成长有时作用十分巨大，有时

又甚是微小；在一定程度上你可以改变学

生的一生，在另一种程度上你却无能为力。

既然身为教师，我们仍然要努力成为

更好的自己。在这条努力向上的路上，我

认为具备“知、智、仁”三种特质尤为重要。

首先，先谈谈“知”。作为教师，你需要

知道教师的基本要求，知道你所任教学科的

特点及这个学科的知识体系，知道你所面对

的学生（包括他们的身心、认知特点等）。这

也仅停留在“知”的层面而已，可是又有多少

教师做到这一点了呢？可见，“知”着实不易。

其次，谈谈“智”。智分为“聪”与“明”。

何为“聪”？无非用眼认真观察，用耳仔细聆

听，用心细细思量，用口恰当表述。对教师

而言，就是眼中是否有学生，是否认真关注

学生的变化？耳中是否有学生的发言，是否

仔细聆听过学生内心的声音？心中是否装

着学生的冷暖，考虑学生的真切感受？

所谓“明”，简言之为“明白”。明白实

在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词了，在众人眼里

算不上什么。可是，真正“明白”的人却不

是太多，真正把事做“明白”的也不多。比

如作为教师，我们是否明白什么是教育？

什么是适合学生的教育……

怀特海说，当一个人把在学校学到的

知识忘掉，剩下的就是教育。“是学校教给

学生的知识无用？是教师的教学令人厌

倦？都不是。现在我们能理解了，最有价

值的教育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形成的思维

习惯和行为教养。这就是日积月累的所谓

‘积淀’。既然‘剩下的’才是‘教育’，那么

为什么不在学校教育阶段多教一些能够留

住的东西，让他们多‘剩下’一些呢？”这是

特级教师王栋生的观点。

我曾听北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讲过

这样一件事：某日，一个学生找到他说：“校

长，我们想请你周六与我们一起去天津，怎

么样？”李希贵当即查了自己的日程，周六

没有安排，于是一口答应。到了周六，李希

贵跟几个学生一起到了天津，考察了一圈，

当日返回。一路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故

事发生。

回到学校后的一天，李希贵在路上遇

到了那个组织考察的学生，他认真地对李希

贵说：“校长，上周到天津，你让我们很受教

育。”学生的话让李希贵思索了很久。其实，

李希贵一路上并没有“教育”学生，也没有对

他们的考察进行任何指点，甚至没有叮嘱过

安全问题，为什么他们会感觉很受教育呢？

在这里，李希贵把教育诠释为“陪伴”。

看到这里，我们仍会问到底什么是教

育？其实，以上这些人才是把教育看得“明

白”的人！正所谓“大德无形，大化无痕”，

只要“道”上是精确的，所谓的“技”也就因

人而异、因时而异了。

最后，谈谈何谓“仁”。“仁”字由两个

“人”组成，所谓仁，就是要学会“容”。容，

有“容颜”“容忍”等之意。当你容下一个人

时，你可以组建一个家庭；当你容下一群人

时，你可以组建一个团队……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来反思自

我的教师生涯，我们容忍了自定义下的“差

生”吗？我们容忍了学生的“错误”吗？每

一天与学生接触、相处时，注意到了我们应

有的“容颜”了吗？

正所谓“仁者无敌”，我们需要努力的

还有许多。

教师之路，让我们在知、智、仁之途上

拾级而上！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合肥市一六八玫

瑰园学校）

我们以前从来没有上过美术课，自从李老师来了，我们便有了美术教室。李老师带我们

画了许多画，做了许多手工，她让我们了解到许多艺术大师。李老师说我们都是可爱的天

使，她很骄傲。 湖北省红安县上新集桥店联校 吴双 指导老师：李竹君

我从五六岁起读《论语》，稍后读《尔雅》，

再后读《孟子》。先祖给我讲梁惠王这如何那

如何，齐宣王说什么讲什么，听着大感兴趣。

也渐渐明白古书上的句子，并非都像咒语一样

的不能懂，常常加了一两个字或换了一两个字

就跟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没什么神秘！这

一点幼年时的感觉，到今天还影响着我，觉得

“今之汉语，犹古之汉语也”。

十几岁从吴县戴绥之先生姜福读书，先生

说：“你现在不能从头读经书了，但经书是根

柢，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常识，稍后再读，现在先

读些古文。”于是教我找了一部木刻版本没圈

点的《古文辞类纂》，先从柳文读起。怎样读？

我满想先生一定会给我每句讲讲，谁知不然。

先生在选出的篇题上点一个朱笔点，一次选几

篇，说：“你去用朱笔按句加点”。一天留的“作

业”即是十几页，甚至几十页。回忆第一次回

家点读时，天啊！黑字一大片，从哪里下笔去

点呢？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去瞎点。凡有

“之乎者也”的地方，大约是句尾，点着比较放

心，其他对或错，只好置之度外。

次日上课，战战兢兢，呈上作业，心里想，

老师如不斥责，也会哂笑。谁料老师毫无表

情，只是逐句低声念去，念到点错的地方，用朱

笔挑去我点的句点（当时只用一个点来断句），

另点在正确的地方。这才开口解说：这句是什

么意思，那个点为什么错。我才恍然大悟：凡

点错处，都是不懂某个字、某个词，以至某个句

式，特别是人名、地名、官名等等硬度很强的专

名词。可以说，每天点的书，有许多句并无把

握。谁知老师挑去的句点或更换句点的位置，

每天总计并不太多，真出我意料之外。后来又

走马观花般地点读“五经”，最难懂的是《尚

书》。我心里想，反正我不需要吃骨粉，这块骨

头啃不动，不啃罢了。最原谅《诗经》，它供歌

唱，四字一句，缺头短尾，脱榫硬接，实出无

奈。听皮黄戏词中的“抬头看见老爹尊”“翻身

上了马能行”等句，曾经失笑：爹当然尊，安能

爹卑？马当然要能行的，不能行的，又安能

骑？后来明白歌词受曲调的制约，出现削足适

履、狗尾续貂的现象，可以原谅。那么我不懂

《诗经》，也就不足为耻了。这一放松，以致至

今还没懂得它们。《尚书》还见到曾运乾先生的

串讲；《诗经》则讲语法的书中很少见到用来作

分析举例或作句式“图解”的。那些位不分析

或“图解”《诗经》句式的语法学者，不“强不知

以为知”，我非常佩服！

戴先生最不喜《墨子》。我读了些种重要的

子书，都是学生放手让我自己点读，不懂的问题

才提出来问老师。只有《墨子》，却又给我选出应

读的篇目，一看，是《备城门》那些篇。哎呀，这怎

么点？这是先生对这部古书的表态，我瞎点，先

生也没怎么看。至今也没见讲语法的学者用这

些篇的句子为例。即俞曲园先生的《古书疑义举

例》中，也没见涉及这些篇中的难点和问题。这

里不是要向读者报告我读过什么书，只想说明有

些古书如《尚书》等，暂时无法列入语法研究领

域，至少是现在还无好办法去研究的。

当我读到《文选》时，新情况出现了。觉得

它好像长江大河，读起来几乎畅行无阻。其中

难处不在句式句法，而在典故。典故有注可查，

句读首先容易。比起那些力求“单行（音杭）”文

气的韩柳古文，要痛快多了。如今过了五十多

年，才懂得骈体文为什么通行了近两千年，屡次

被打，竟自未倒。直到“五四”，才算倒了。谁知

十年动乱中，无论口中讲演，笔下批判，都要在

开头说“东风万里，红旗飘扬”。啊，唐人律赋的

破题，在这时又冒出尖来！更难责备唐宋那些

作“单行化”古文的作品中也常出现推排不去的

对称双句了。我们如果客观研究，这似是民族

语言习惯形式中的一项特点，无所谓优劣。听

说黑肤色的民族，以白为丑。他们的习惯，我们

只能承认。骈句这个模式、这个范型，大约是从

歌唱而来的，整齐的节拍，反复的咏叹，在时间

和空间上，都易于行远。历史上历次的打倒，都

只是“我不理它”而已，它的存在“依然故我”

焉。我们作文章不用它的样式，毫无问题；如探

讨汉语的种种特点，正视汉语的种种现象，就不

能用“我不理它”的办法去对待了吧！

有人说：“你好像是主张多读自然通，而不

求分析语法的内在性质，更不想求语言的法则

规律。”我回答是：一人有病就诊，医生试体温

来判断是否发炎，摸脉搏来判断心脏跳动的快

慢，照透视来看内脏有无病症。如果有，在哪

里，然后才去动手术。谁也知道世上没有“治

百病”的一个药方。任何医生，都要从“病象”

入手。看不懂古文，是病象；从不懂到懂，是治

疗过程；现在探索怎么懂得的，是总结治法、评

选最有效的医方。证明治百病的单方无效，也

由此得到根据。

（选自启功《汉语现象论丛》，商务印书馆

2018年6月第1版）

随看
随想

汉语的葛郎玛□启功

每周推荐

选文是启功《汉语现象论丛》“前言”的第二部分，原题《没学过“葛郎玛”的人是怎么读懂文言文的》。“葛郎玛”是英语

“语法”的音译，“典”出马建忠《马氏文通》。《汉语现象论丛》一书，1991年 12在香港初版，辑录的文章是启功先生对汉语诸

现象以及规律的思索、讨论和“商量”；富有卓见睿识，出语生动多谐。

文言文的阅读和学习、教学和研究，是切近我们职业生活的鲜活主题。国学“通人”启功先生所论，对我们当大有启益。

此启功，即是以书法名世的彼启功。

这里，做一个广告：该书是商务“语文教师小丛书”中的一种。该丛书堪称中小学语文教师最好的“米面菜

蔬”读物；已出十余种。 （任余）

童心绘师

因爱而美
□齐 欣

师生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