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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19年1月16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40年风雨兼程
□苏 磊

成长记录

悦读·话题

从美丽邂逅到相知相伴
□孔秋实

40年前，我刚好背着书包走进校门，成

为一名小学生；40 年后，我已为人师，曾经

的一切变成永久的记忆，当年遥不可及的

梦想已变得触手可及。当我站在讲台上与

学生心神交流时，我无法忘记 40年走过的

每一个瞬间，无法忘记我的小学时光……

我们的校园是村庄东北角的一个破

庙。一位老师，带着我们 20多个孩子组成

一二三年级进行复式上课。那时的我们坐

在低矮的教室中，伴随着炉火的烟雾缭绕

接受知识雨露的沐浴。那时候不喜欢过冬

天，因为教室窗户没有玻璃，用塑料布糊的

窗户被风一吹，哗啦哗啦响。

那时候，我们的老师完小毕业，用自己

刚刚学过的一知半解的知识再来教我们，

于是常常错误百出：“彼此”念成“被此”，

“痕迹”念成“狼迹”。当我们偶尔从广播中

或大人口中得知老师的错误时，不敢笑，更

不敢向老师指出，依然把老师奉若神明。

因为寒冷的冬天，老师总是第一个赶到学

校给我们生炉子，掸去我们身上的雪花。

当我上了师范，困难地纠正着自己从小养

成的错误发音习惯、知识误区时，却从没萌

生过半点对启蒙老师的抱怨之意，每次回

老家都要去看望我的老师，这个习惯一直

坚持到今天。

现在，当我对学生讲那过去的事情，一

个个雪白粉嫩的小脸上满是惊异，如听传

说，恍如隔世；现在，我的学生有了室内活

动室、运动场，整洁气派的塑胶跑道上不乏

学生们矫健的身影；现在，他们坐在装有暖

气、空调的教室里，寒风的凛冽、刺骨的滋

味他们只有从书本上读到；现在，他们不仅

有了更合理科学的课程安排，而且还能在

各种各样的兴趣小组中编织梦想……

现在作为教师，我们早已不敢以科班

出身自居，尽管当年是以班里的最高成绩

考入了师范，尽管自学完了本科课程，但还

是要不断充电来弥补没有接受全日制高等

教育的遗憾。

如今，不只是“体罚”一词被从学校字

典中永久删除，就连每一次对学生的批评

教育都要细细斟酌，以防对学生稚嫩的心

灵造成伤害；我们潜心研究每一节课，使学

生兴趣盎然，乐于探究，大胆质疑，主动学

习的课堂神采飞扬；我们尊重学生哪怕幼

稚的发现，培养他们不唯书、不唯师，个性

得到极大张扬。

40 年，让不可能变成了现实；40 载，

让梦想更靠近。但我们能否说，我们的教

育已臻于完美，已经成熟？我们看到，虽

然素质教育、减负的呼声日益强烈，但家

庭、学校两点一线，从教室走向书桌，面

对中高考的压力，学生不断变厚的镜片，

迷茫的眼神，“圈养”的娃娃已难觅“放

养”的快乐。在尊重孩子心灵，尊重生命

的呼声中，教师在严格与赏识之间无所适

从……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沧桑砺洗，春华

秋实。这是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40年如

沧海一粟，渐行渐远渐无穷。40 年来辨是

非，在教育发展的今天，我们无法渴求教育

的完美，但我们欣喜地看到，教育在向着越

来越有利于孩子成长的方向发展，人文精

神、价值观念、人格尊重等让我们的课堂走

向完善，让我们的教学日趋完整，让教育的

未来更加可期。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莱芜市实验小学）

这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最初了解思维导学，是在一次评课议课

中，评课教师是深圳市南山区教科所所长房

超平。那一次，房超平给出了几个关键词：

目标与路径、表现与表演、自主与合作、问题

与解决、呈现与评价、逻辑与结构、部分与整

体、民族与世界。这些关系如何体现在课堂

上，如何巧妙处理？虽然曾经参与过许多次

磨课、听课、评课，但如何在课堂容纳如此丰

富的内容，我从未深入思考过。

当我们日常的评课还在习惯于不疼不

痒地给出三个优点一条建议的时候，房超平

用问题交流的形式让两位授课教师与在场

所有听课教师思维碰撞起来。课堂上的生

成，是学生的表现还是教师安排的表演？学

生的讨论需要呈现不同观点，都赞同就不需

要讨论了……这些问题的讨论，完全超出了

我的意料。这不就是自己梦寐已久的生成

吗？

太多貌似见过但又备感新鲜的信息，有

些明白，有些一头雾水。比如：思维力怎么

还有大小、方向和作用点？思维力的目标和

路径，就是思维导学吗？那几天，这些问题

始终在大脑里想来想去，却像迷了路一样看

不到出口。

后来机缘巧合，我拿到了房超平的《思维

第一：全面提升学习力》一书。甫一拿到书，

我便迫不及待地打开：“如此学习，才会如此

痴迷——思维导学让学习成为一种享受。”导

论中的一句话，已经让我爱不释手。

再次回到房超平点评时提到的目标与

路径的问题，为什么把目标与路径作为第

一条提出来，在书中我找到了答案。如果

说思维导学的核心要素是目标导航、路径

引领、问题导向，那么我们的课堂就要做到

目标准确、路径清晰、问题清楚。继续读下

去，又看到一句话“从三维目标到三层目

标：让因材施教原则落地生根”。读后有种

茅塞顿开的感觉，为什么自己尝试了多次

的课改总是不了了之，为什么学生应有的

深层次课堂生成和表现总是被浅层次的作

秀和热闹所代替……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前，

沉默了许久。

在书中，房超平还谈及对话学习的重要

性。虽然课改提了许多年，禁止“满堂灌”，

要把话语权交给学生，但反观自己的课堂，

对话真的发生了吗？实际更多的是你问我

答，没有相互启发，更鲜见相互质疑，师生之

间、生生之间那种实质性的对话和深度交流

很少。在书中，又一次感受到了房超平的良

苦用心：让教师做演员、编剧、导演，让学生

做“小老师”，成立学生讲师团，小组交流，制

定评价规则，让学生爱讲、会讲、善讲，与文

本虚拟对话……

慢慢翻到了第九章：课堂评价。微笑浮

在嘴边，竟然又回到了我的“美丽的邂逅”，

是巧合还是心有灵犀？看完这个章节，终觉

释然。无论是对教师的评价，还是对一堂课

学生知识生成的评价，我们要言之有理，更

要言之有据。在这里，我找到了依据。

这就是我与这本书的故事，从美丽邂逅

走到了相知相伴。已经翻阅了三遍，但只要

有空坐下来，仍然喜欢慢慢抚摸着光滑的封

皮，随便翻到某页往下读一阵，像是在与一

位老友交谈。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遇到思

维导学，我想注定自己将与“它”互相陪伴

着，一起走下去。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宁市孔子国际学校）

请允许我提出一个纯粹虚构的假设。现

在，让我们来设想一下，设想书籍不存在。设

想一下，一千多年前在中国没有发明印刷术，

后来在高丽也没有。设想一下，可以大量印刷

书籍的活字印刷术没有传到欧洲，没有被古腾

堡采用、完善，并最终举世闻名。

你们或许觉得，这是个荒唐的假设。但

是，一个没有书籍的世界，过去的确存在过。

埃及人、苏美尔人、印度人、中国人几千年前就

有了书写文字。他们在科学上不断发展，研究

天文、几何，发明数字，有的人还发明了小数和

代数。他们推动着伦理科学的发展，撰写了法

典。他们提出了普遍哲学的重大问题。然而，

这些在各方面都非常灿烂的文明，当时却未能

发明印刷术。文人墨客写的文章、哲学论著和

历史著作全都写在纸上或羊皮纸上，用线装订

成册，存放在私人图书馆或庙宇中。有人想要

阅读，或者初本有可能毁坏时，必须手工抄写

副本，得花费数个月的时间，因此这些手抄本

非常昂贵。只有极少数的人能有幸读到这些

文本。正是因此，古代的这些文化非常脆弱。

一有危险，一场飓风、一次大火、一场宫廷叛

乱，或者仅仅是书虫和家鼠的啃噬，书籍都会

轻易被毁。在希腊、中国或是埃及，古文明的

科学和艺术思想时刻都受到时间和恶劣气候

的威胁。这些宝藏如同守财奴的宝贝一般，始

终掌握在小部分人手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

方，多数人仍处在无知之中，也因此处于专制

统治之下。

书籍或许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书籍不

仅是过去的见证，也是探索之舟，帮助我们更

好地理解周围的世界。在阅读《水浒传》和《四

世同堂》的时候，我在另一个文化中冒险畅游，

发现了不同于自己的真实存在。不过，这样的

冒险之旅也是内心的冒险之旅，我从中挖掘出

了我内心的中国部分。对他者的认识是不可

或缺的财富，而正是在接近他者的同时，我们

才能认识自我。没有书籍，这样的历险将难以

实现，或者不可能实现。

人们往往会思考文化全球化的问题，思索

面对其他国度的文化时如何保护本国文化。

对祖国的爱诚然是可敬的情感，对很多作家、

艺术家都有所启示。但是借助翻译传播外国

书籍，是滋养本国文化的血液，因为每种文化

都是相遇与交流的结果，纯粹的文化只能是贫

血的文化。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老子是属于

全人类的，只有书籍才能让我们进行探索。这

样的文化并不会受到其他文化的威胁，事实完

全相反。只了解本国文化的人，了解的其实只

是这种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在今天看来，书

籍在全球化的交流中扮演着核心角色，或许这

正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它的主要目标就是

知识的普及。

书籍是我们最崇高最自由的部分。就像

汉语里所说的，书籍是一片海洋，在书海中航

行，读者可以获得乐趣，增长学识。书籍组成

的是大学学习中用之不竭的知识的原料。书

籍形式多种：可以是科学论文、百科全书、历史

文本或文学创作。书籍无处不在，每种语言都

有。通过书籍认识世界如同一场历险。

今天，我们居住在一个复杂、危险的世界

里，其中也不乏惊喜。现代，在经历了艰难的

考验和血腥的战争之后，我们进入了能够渴望

普遍和平的新纪元。对知识的历险与对他者

的了解而言，书籍是最好的工具。书本易读，

无需电力，方便携带与整理。我们甚至可以把

书装在口袋里。书是忠诚的友人，不会欺骗，

而书写出来并不是为了让我们幻想一个普世

和谐的乌托邦。书向我们打开的是认识他者

的大门，其中有优点也有缺陷。书让我们与其

他文化的交流得以实现，这正是通向未来和平

的关键。

我在开头提起过远古时期，那时，印刷的

书籍还不存在。那个时代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是一部部非凡的作品，没有这些作品，人类就

无法在道德和智力方面有如此的发展。在古

希腊，有柏拉图的思想，当然还有索福克勒斯

或是欧里庇得斯的伟大的悲剧。在意大利，有

蒂托·李维的历史著作和马可·奥勒留深邃的

思想。在印度，有伟大的婆罗多族的故事、苏

摩提婆的故事，《一千零一夜》的灵感正是由此

而来。在中国，有道家思想的著作，有孔夫子

的思想。所有这些宝藏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漫

长的世纪，传到了我们手里，这种传承有时甚

至付出了血的代价。大量的书籍或许无可挽

回地毁掉了。而在今天，有书，有图书馆，我们

终于可以对知识的永久传承充满信心。我们

历险的渴望在图书馆藏的书海中得以满足。

有了电脑，虚拟书籍的到来为知识的长存再次

提供了保障。

（选自勒克莱齐奥《文学与我们的世界：勒

克莱齐奥在华文学演讲录》，张璐译，译林出版

社2018年11月第1版）

随看
随想

书籍，探索之舟□勒克莱齐奥

每周推荐

让-马里·古斯塔夫·勒·克莱齐奥，法国作家，2008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有小说《诉讼笔录》

《沙漠》《变革》等。

2011年8月，勒克莱齐奥被聘为南京大学名誉教授。

2013 年 11 月 29 日，武汉大学 120 周年校庆之际，勒·克莱齐奥应邀发表演讲，题为“书籍，探索之舟”；

这里选刊的即是该演讲的节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文学家的文化视野，可以看到一个域外读者对中

国文学、中国文化的认知和情感，可以看到一个写作者和阅读者对书籍的功能——认知世界，和

他者交流——的信念。

如果可能，不妨读读勒克莱齐奥更多的作品；这将是有益和有趣的。 （任余）

童心绘师 我的美术老师是一位亲切和蔼的老师。我画不好沮丧

时，他会细心地指点并亲自示范，几句话就把我逗得哈哈大

笑。老师，谢谢您，给予我温暖和关爱。

浙江省温州市黄龙第三小学 曹宝莉 指导教师：周海云

再次回到高中母校，一草一木都那么熟

悉，也那么陌生。走到运动场的一个角落，同

行的同学指着角落里一棵才半人多高但已经

郁郁葱葱的小树说，这就是老校长带回来的

种子，如今也要在这里驻扎了。

其实我对老校长的了解并不多，他对我

的了解也几乎可以说是空白。除了毕业的时

候因为志愿问题请教过他，我与他之间几乎

没有任何交集。只是高中三年常看到他穿着

一套正装，带着农民遮阳草帽在校园里走

着。老校长一生朴实无华，自学校毕业后从

教，四年之后成了校长。几十万人口的乡镇

只有一所孤零零的高中，于是他从教师抓起，

促进教学质量，带领教师开创新局面，四处筹

集资金。一座威武的教学楼终于立在后山坡

上，但他早就迫不及待地提前把学生招收上

来，在简易的平房里开展教学。记得2007年，

老校长戴着他那顶标志性的草帽，扛着锄头

和我们一起弯着腰整理学校的土地。

后来，学校才陆陆续续有了宿舍楼、教师

公寓、图书馆、食堂……老校长像蚂蚁搬家一

样，一点一点地把一所全新的学校展现在人

们面前。学校的等级过两年就要换一次，从

名不见经传到云南省唯一一所地处乡镇的一

级二等完中……比起那些一流的名校，当然

还有遥远的距离，但这一份荣誉多么来之不

易。更重要的是，这对乡村的孩子来说就是

一条通向外部世界的康庄大道。

不久，县里成立了一所私立学校，第一步

就是聘请老校长主持工作，老校长毫不犹豫

地拒绝了，但学校许多骨干教师流失了。那

些日子，老校长看上去很焦虑，他决定一次性

聘入大量青年教师。许多人开始对学校的命

运充满怀疑，老校长沉默着，什么也没说。不

可否认，学校的确辉煌不复，但仅仅三年后成

绩再一次“开口说话”，学校依旧是全州最好

的县属中学，就算在全省也是乡镇中学的排

头兵。

再次看到老校长是在新闻报道中，他荣

获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人们都称他为“黄

牛”校长，说他像黄牛一样开垦、创新。而我

看见的是站在那棵半人高的小树前一个沧桑

的老人，与年轻的小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老校长说学校经费紧张没钱美化校园，所以

出去外面学习考察的时候都会到处转转，遇

到合适的种子就放在衣袋里拿回来。虽然大

部分都水土不服夭折了，但也有一些活了，这

粒小树的种子就是从西南大学带回来的。

在全国几千万的教育人中，老校长也许

只是很普通的一个，但他朴实的一生还是让

我肃然起敬。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次重

大集会老校长都会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

们要办一所让周围父老乡亲满意的学校。”

虽然对教育的理解不尽相同，老校长也

从未亲自给我上过一堂课，但他站立在那里，

于我而言就是最铿锵有力的教育。师范大学

毕业后，我选择回到家乡任教。我相信比起

城市，乡村更需要去改变，这也是我选择做教

师的初衷。老校长在前方的路上，就像一座

灯塔指引着我像他一样奋进。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祥云县祥城镇四中）

校长的种子
□段仕平

关键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