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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有书
□卢望军

悦读·话题

人到中年一事无成，虽不至于感觉自

己被同龄人抛弃，可是朋友圈的各种功成

名就、风生水起，仍然让我对自己生出一

种迷茫感——脚下是否就是我的目的地，

而远方到底有多远，我能否到达。

生活中，有各种乱，各种烦，各种不适

意。幸好，我有书。

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狠狠地读过教

育教学类的书籍，在名师课堂实录里狼

吞虎咽、大快朵颐。那几年的实用阅

读，对我今天的教学风格影响深远。但

是某一天，我突然希望回到原点，读名

师读过的书，而不是他们写的书。这是

一个重要的转折，从此我的阅读就进入

了现在这个阶段：随心所欲，不求甚解；

我的写作也进入了现在这个阶段：兴之

所至，乘兴而往，尽兴而归。进入这个

阶段后，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我怕是

难以在语文教学一事上有所建树了，我

读得太杂，写得太散。我不是专心织网

的蜘蛛，而是到处乱飞的蜻蜓，间或在

哪 片 池 塘 点 一 下 水 ，停 留 片 刻 ，又 飞

走了。

可是，我喜欢现在的这种状态吗？

喜欢。

摒弃实用目的之后，我开始读闲书，

科学、美学、历史、诗词以及一些说不上门

类的杂七杂八的书，也看摄影集和书画

集。这些书都不直接与我的工作发生联

系，但生而为人，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

生之涯？

我读《万物简史》《地球全史》《宇宙大

百科》这些据说是初中生阅读水平的书。

读不懂的地方仍然很多，我老老实实地百

度百科，上下求索，不急不躁。读科学书

的好处是懂得敬畏自然，人一旦心存敬畏

便不容易狂妄。我近些年的平和，一部分

源于我认识到宇宙的博大深邃，非人力所

能理解。

我对历史的兴趣由来已久，这大概和

我与生俱来的强烈好奇心有关。我喜欢

读正史，尽管野史戏说也许更有趣，但是

我还是愿意老老实实地啃读正史。

算一算，我读美学有几年时间了。

最先读了蒋勋的一系列作品，沉溺于他

叙事和抒情的那种儒雅风格。后来读朱

光潜的《谈美》、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算

是入了一点美学的门。读美学之后，我

知道自己的浅薄鄙陋，并最终决定在语

文教学上进行“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本的

整合”的探索。我做这个探索，不仅仅为

工作需要，而是安放自己对传统美学的

热爱与遗憾。

现在，我读书既纯为自适，便也毫无

章法。这样闲适的读书有一个好处，便是

能够见识到人生百态。《我在故宫修文物》

一书的主人公“择一事以终老”，把简单的

生活过成了沉静的艺术；《世说新语》里形

形色色的人，虽然一个个特立独行放浪形

骸，但是，莫不带着生于乱世的悲凉底色；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大概就是“我爱

你，但是与你无关”这种爱情类型的滥觞；

《爆裂——未来社会的九大原则》让我思

考未来社会，我们如何将自处、如何与世

界与他人对话；读了《论语》和《墨子》，我

更深刻地理解了“观点的背后是立场，立

场的背后是利益”……

见识了人生百态，有一个好处，人会

变得宽容、大度，性格会变得平和、温柔。

我之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能够接纳每

一种类型的学生，也能够理解身边人的每

一个选择。不怨天，不尤人，不苛责，不懈

怠，这就是现在的我。

心安，则身宁，处处皆是故乡；心不

安，则神不定，在哪里都在流浪。

捧起一本书，我就能够在世界的任何

地方，找到幸福的方向。

（作者单位系湖南民族职业学院附属

小学）

2016年夏天，我与7位小伙伴一起来到云

南，带着些许年少的傲气和征服高山的欲望

开始了两年的支教生活。那时别人问我，为

什么来支教，我也只插科打诨地“糊弄”过

去。当时的我并不知道支教到底意味着什

么，直到现在我也并不能清晰地表达出来。

支教的个中滋味只能通过片段的回忆，一点

一点地鲜活起来。

在现实中摸索的人总说两年时间很短，

可在我的眼里，两年很长，长到白天没有尽

头，长到草皮地村的雨季不停歇。可它又好

像很短，短到还没看遍这风景，短到还没好好

道别就面临结束。

这些日子忙着期末，忙着送学生礼物、留

言，忙着收拾行李。这时才惊讶地发现，两年

的行李竟有这么多：那块涂了颜色的石头、那

根红绿色绳子编的手环、办公桌上的仙人掌

球、那个装了满满道歉信的盒子、阳台上不知

名却漂亮极了的花……太多太多的回忆，几

天几夜都说不完。

“教学相长”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改变将

我们彼此连接，让人相信这两年有故事发生。

第四学期的我担任两个年级的英语教

学，共 5 个班。要是在刚来那会儿，我不敢教

这么多班。经过第一年的磨炼，我开始有了

些许信心。

在教学初期，带有不少新鲜感，因为只教

英语一个科目，大概可以做到“术业有专

攻”。可谁知半学期还没教完，枯燥感就如铺

天盖地的雪一般把人憋得喘不上气。通常是

把同样的知识、以同样的方式讲上两三遍，还

有许多学生不懂。

这个学期，为了避免自己与学生产生无

聊感、枯燥感，我在每堂课上都加入一两个与

知识点相关的小游戏。这招很有用，平时看

起来无精打采的学生都参与到游戏中，这是

我的第一个改变。有时课上到兴奋之处，学

生会激发我的灵感和创意，这个地方可以这

样讲，或这个游戏可以那样做。

人们常说“因材施教”，道理谁都懂，可我

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真正领悟并实施起来。

现在讲同一单元的内容，在稍好的班级，我以

让学生感知语言魅力为主，辅以游戏；在稍差

的班级，我会减少知识点，语速放慢，以游戏

为主。这是我的第二个改变。

我的第三个改变，是让学生与我一起把

学过的知识整合起来，形成一个系统，这样学

生就不会有知识零散的感觉。

至于第四个改变，是我终于做完了一直

想做却总半途而废的事情——让学生练习英

语书写。虽然近3个月来，每天都要改5个班

的作业，但我与学生都坚持了下来，并且看到

了良好的成效。

两年的支教生活让我知道自己并不是

一无是处，我愿意为了一个点反复钻研，我

也愿意为了一个学生倾注时间。是的，我在

改变，虽然不能达到脱胎换骨，但我真真切

切地感受着。

这片土地，这群学生，还有可爱的同伴，

早已刻在脑海里。我深爱着你们，就如同我

深爱着这里的冬季和雨季。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巧家县马树镇捷豹

路虎希望小学）

“为中国而教”供稿

“教学相长”这件神奇的事
□赵 静

且行且思

当一个孩子进入学校时，他会发现自己进

入了一个全新的环境。正如所有其他的新环

境一样，学校也是对儿童先前的准备性的一种

测试。如果他准备良好，他会顺利通过这种测

试；相反，如果他准备不足，他这方面的欠缺就

会暴露无遗。

我们一般没有记录下孩子在进入幼儿园

和小学时心理准备的情况，不过，这种记录（如

果有的话）会帮助我们解释孩子成年以后的行

为。这种“新环境的测试”当然比一般的学校

成绩更能揭示出这些孩子的情况。

当一个孩子上学时，学校对他会有什么

要求的？他需要和教师合作，和同学合作，同

时还要对学习科目产生兴趣。通过孩子对学

校这个新环境的反应，我们可以判断出他们

的合作能力和兴趣范围，可以判断出他对哪

些学科感兴趣，判断出他是否对别人的说话

感兴趣、是否对所有一切都感兴趣。要确定

这些方面的情况，我们需要研究儿童的态度、

举止、眼神和倾听别人说话的方式，需要研究

他是否以友好的方式接近老师，还是远远地

躲避老师，等等。

这些细节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发展，这

里仍以一个案例来说明。一个男性病人因在

职业上遇到诸多问题，便去找心理学家治疗。

心理学家从他对童年的回顾中发现，他是父母

唯一的男孩，在姐妹群中长大；他出生不久父

母就去世了。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不知道是

到女子学校还是到男子学校就读，后经他的姐

妹劝说，便去了女子学校读书。不过，他很快

就被学校辞退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件事会对

他的心理产生多大的影响。

学生是否专注于自己的学业，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他对教师的兴趣。促使并保持学生

的专注，发现学生是否专注或是否能够专注，

这是教师教学艺术的一个部分。有许多学生

不能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他们一般是那些被

宠坏的孩子，一下子被学校里这么多的陌生人

吓坏了。如若教师又较为严厉一点，这些孩子

就会表现出似乎记忆力欠缺。不过，这种记忆

力欠缺并不像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那些

被教师指责为记忆力欠缺的学生，却能对学业

之外的事情过目不忘。他们完全能够精神专

注，但这只有在溺爱他们的家庭情境中出现。

他们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在被宠爱的渴望上，而

不是集中在学校的学业上。

对于这些在学校里难以适应、成绩不佳和

考试不及格的孩子，批评或责备是没有用的。

相反，批评和责备只能让他们相信，他们不适

合上学，并对上学产生悲观消极的态度。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这种孩子一旦获得教

师宠爱，他们通常都会成为好学生。如果学习

对他们有好处，他们当然会努力学习；不幸的

是，我们不能保证他们永远受到宠爱。如果他

们转学或更换了教师，或他们在某一学科（算

术对于被溺爱的孩子来说永远是一门困难而

危险的学科）上进步不大，他们就可能突然裹

足不前。之所以不能勇往直前，是因为他们已

经习惯了别人把他们所面临的每件事都搞得

轻松容易一些。他们从未被训练去奋然努力，

也不知道如何去奋然努力。对于克服困难，对

于通过有意识的努力而勇往直前，他们没有耐

心，也没有毅力。

由于这些因素会对孩子的入学准备产生

不良影响，因此，仅仅根据孩子的学习成绩（例

如分数）来对孩子进行评价和判断是愚蠢的。

我们倒是应该把学校成绩报告视为儿童目前

心理状况的反映。这些成绩报告反映的不仅

仅是他所获得的分数，更是反映了他的智力、

兴趣和专注能力，等等。学校考试和诸如智力

测试等科学测试尽管在结构和形式方面存在

差异，其实质并无不同。这两种测试的重点都

应该放在揭示儿童的心理上，而不是记录下一

堆事实。

绝大多数孩子的学校成绩总是变化不

大：他们要么最好，要么最差，要么居于平均

水平。这种变化不大与其说反映了他们的智

力水平，不如说反映了孩子心理态度的惰

性。它表明了儿童自己局限自己，经过若干

挫折后便不再抱乐观态度了。不过，有些儿

童的成绩会不时出现一些相对变化。这一事

实很重要：它表明儿童的智力发展水平并不

是命中注定，一成不变。学生们应该认识到

这一点。教师也应该教育他们懂得实际运用

这个道理。

一个教育工作者，一个相信自己教育的价

值的教育工作者，一个相信教育可以训练人的

性格的教育工作者，不可能毫无逻辑矛盾地认

可能力遗传的观点。个体心理学坚持认为，精

神也在体验和经历着器官所拥有的能力水平，

并且也要顾及器官所具有的能力。

（选自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儿童的人格教

育》，彭正梅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月

第2版）

随看
随想

学生在学校□阿德勒

每周推荐

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

阿德勒曾追随弗洛伊德；之后，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体系，创立个体心理学。个体心理学强调人的

自卑感和社会兴趣对于成长的意义。

阿德勒的理论和个人生活经历促使他自然而然地把教育作为研究范畴。每一片叶都有所属的树，每

一棵树都有所寄的林；一个人，多么琐屑的表现，都系于他的整个人格。阿德勒的“人格教育”，与其他许

多教育思想一样，也是我们工作和生活的思想资源。

教育的有效，基于对儿童有所知。愿意和能够看见个别的人、具体的人、鲜活的人、变化发展成

长的人、蕴蓄着一切可能的人，是教育者的职责。当下，这样的常谈，似乎并不多余。 （任余）

童心绘师 关键人物

阳光下的体育教师
□刘 燕

他是吴俊伟，辽宁省辽阳市第一高级中

学体育教师。他是一位敢于跨界学习、敢于

跳出学科看学习的教师。在校内，他向不同

学科教师学习，坚持每天第一节课深入一个

班级听课。他把深入班级听课作为自己最

好的校本学习，也是实现教师专业成长的有

效途径。近5年，他深入班级听课470节。

吴俊伟把课堂当作实验室，他坚持让

每一个学生都有喜欢的体育项目，持续关

注学生体质与培养学生特长。他始终坚持

上好开学第一课，坚持上好常态课，每节课

提前3分钟到操场等待学生上课，邀请其他

教师走进体育课堂合作上课，运用差别化

评价，让学生爱上运动；运用“借分制”，让

学生爱上每天一小时体育锻炼。15年高中

教学，留下了泛黄的教案30册，留下了学生

当年的成绩册和厚重的学生作业。

在体育教学中，吴俊伟通过学生用“六

个一”与家长建立了联系。即建立一个博

客，让家长了解体育课；发放一份“师生联

系卡”，让家长能联系上他；发一份“体育锻

炼提示卡”，请家长督促孩子体育锻炼；写

好期末致家长一封信，与家长建立良好关

系；寻找一个“知识点”，向家长宣传体育知

识；赠送一张期末“教学光盘”，让家长成为

他的好帮手。

课堂访谈是师生之间沟通与交流的绝

妙方式，尊重与理解应该从沟通与交流开

始。吴俊伟先后访谈了 32名学生，记录了

5万余字访谈笔录。

除了专业过硬，吴俊伟还一直坚持读

书、写作。

读书已经融入吴俊伟的生命中，他每

天在书的世界中浏览，在浏览中寻找知识

的芳香，在与大师的对话中实现专业成长，

在借鉴间接经验中实现人生理想。吴俊伟

读书没有固定时间，读书对于他来说是随

时随地的事情。有时候，吴俊伟会情不自

禁地朗读，每天中午是他朗读的最佳时间，

他把所有感情都集中在精美的篇章里。

写作已经成为吴俊伟的习惯。每天繁

星闪烁的时候，他端坐在自家的书斋中梳

理着他的日记。这时候，他体验到了人生

的幸福，写作的愉悦。无论工作多么繁忙，

身体多么疲惫，他都在持之以恒地坚持完

成他的家庭作业——日记。近 15 年，他坚

持一课一实录、一天一日记，写下教学实录

61万字和学校工作纪实 50万字，写下值班

值宿日记26万字，写下高考见闻日记17万

字，写下书信 20 万字，写下女儿成长日记

260万字，教育日记500万字，发表近260篇

教育教学文章，出版教育著作《阳光下的体

育》《一个中国教师的教育使命》等五部；曾

获辽阳好人标兵、省特级教师、省作家协会

会员、全国十佳教师作家等荣誉称号。不

仅如此，他的家庭还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全国五好家庭。敬业齐家，德艺双馨，是他

不断追求的目标。

他是吴俊伟，一位特别的体育教师，在

他看来，教育是师生共同经历美好生活的

相遇，是在特定场合中的彼此搀扶，是要一

起走向诗和远方的一段路程。

袁老师喜欢带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她让我们在音乐和舞蹈中学会欣赏美、创造美。她

常常夸赞我们的想法很独特，她很喜欢和我们在一起。

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中心幼儿园 戴亦冉 指导老师：袁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