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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新生代教师中的普通一员。

工作将近一年半，到目前是“没有荣誉

称号、没有赛课成绩、没有职称定级”的

“三无”教师。刚到学校时，除了一年

级，二至六年级 11 个班的美术课都是

我教。这学期五六年级都增加了一个

课时的美术课，减去即将毕业的 80 多

名学生，我还要教339名学生。

我的学生都不怕我，有的会直接叫

我“菜菜”。这样“直呼其名”，一度让我

的同事，特别是老教师，担心我的教师

威信荡然无存。毕竟大部分学生给我

贴的第一个标签就是“温柔”啊。

生活中绝大多数人认为“温柔”是

性格，但我认为——温柔是一种选

择。接下来，你准备和我一起解锁温

柔的可能了吗？

可能一：赋予日常小物友情提示。

我使用频率最高的日常小物有两样：平

光眼镜、保温水杯。根据产品的特性，

我赋予了它们新的打开方式，时刻提醒

自己与学生相处最重要的两件事。

平光眼镜——需求透视镜。在泰

戈尔的诗中，有这样一句话令我常品常

新：“你用欢笑的闪光使我目盲来掩盖你

的眼泪。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妙计，你从

来不说出你所要说的话。”学生，就是这

样骄傲的存在！他们很少说出自己内心

真实的需求，于是各式各样的“不合作行

为”产生了，但这是成人的角度。站在孩

子的角度看，这就是他们表达想法的一

种方式，是加密了的关键信息。

因此，每当课堂中不合作行为出

现时，我便如名侦探柯南般轻推下镜

框，尝试快速地分析学生需求。随着

练习的增多，我的“命中率”也越来越

高。我意外地发现，同样的原因不同

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行为表达方式。比

如，不敢画画的学生，有的会在画前教

学环节频繁插话，谋求更多的存在感；

有的会在其他学生认真画画时，大声

说不画，随后在座位上“舞动”；有的会

趴在桌子上一动不动，什么话也不

说。其实，他们本质上的需要都是“教

师的引导和帮助”。因此，我从不因为

孩子不配合的行为而给他们贴上调皮

的偏见标签。我往往会先用语言表达

出我的观察与关心，随后用行动给学

生示范方法，鼓励他们尝试。这样的

课堂效率不高，但值得。

保温水杯——情绪消解水杯。其

实，当“透视”的学生需求越准确、越多，

我们就越不容易有脾气。但是也总有

“身不由己”时，有好几次我的情绪先于

理智。这时，会想到一句老话“别冲动，

先喝口水冷静下”。情绪来了，先含口

水冷静想一想“自己的情绪究竟是因为

什么”，能诚实地面对自己了，再把水咽

下去。

一次指印画课上，我先强调：“不能

把指引盘的颜色用手指印在一起……”5

分钟后，一个学生拿着脏兮兮的指引

盘来“告状”。我当时没问任何缘由，

直接对着正手足无措的“犯罪分子”开

始生气地“说教”。看着学生的表情从

无措变得抗拒，我立即反应过来这样

的方式不对。我迅速走出教室，喝了

几口水，站了一会儿。短短几分钟的

自我对话中，我承认了生气是因为无

法忍受自己辛苦调制的指印盘被“糟

蹋”，忘记了要合理表达，也忘记了学

生天生的好奇心和挑战欲。于是我快

速调整好情绪，走进教室……故事以

我和学生的相互道歉结束，意外开启

了未来友好合作的大门。

可能二：拆解问题包装纸，收获礼

物。不知道什么时候起，我对问题从

“避如蛇蝎”变得“热烈欢迎”，或许是我

发现问题就是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

吧！毕竟“生活”与学生一样，都是非常

骄傲的，它要给你送礼物，从来不正儿

八经地送，常常要把问题当作礼物的包

装纸。一遇到问题就不敢上，包装纸都

没有打开，白白错过一个惊喜。

工作以来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

在教师节大会上作为新教师代表发言

后被推荐参加区里的演讲比赛。从没

参加过演讲比赛的我，演讲稿、PPT都

要自己一手操办，还要与多家单位的选

手一起比赛，想想就头疼……决赛前一

天深夜两点才确认终稿，去比赛的路上

还在改PPT。我特别薄弱的文本分析、

主题串联、逻辑梳理等思维能力，在这

次比赛中得到了充分的磨砺，最终拿到

了二等奖，我知道自己已经收到了最好

的礼物。成长中，痛苦都是常态，看透

了，问题就是礼物。

可能三：收拾凡间角落，治愈灵

魂。事实上，每一个“温柔”选择背后，

都可以遇见一个温暖的灵魂。灵魂的

温度从生活中来，更从阅读中来。我

的寝室里，有一个简单的“凡间角落”，

一面书架，一块瑜伽垫、一盏落地灯、

一个靠垫、一个小音箱。我每天都会

在这里至少待上一个小时，暖黄的光

打在书页上，背靠的书架就是我的全

世界。旁边的白墙上贴着恩师的赠

语：“略翻书数则，则无愧三餐。”

在这个角落里，我跟随宫泽贤治

在《银河铁道之夜》里漫游，见证焦班

尼与康贝瑞拉两个伙伴浪漫又虚无的

故事；与张定浩一起《取瑟而歌》，赏味

顾城夜的酒杯与花束，走近海子的德

令哈，爱林徽因那不息的变幻；和蔡皋

奶奶一起，接住生活中的《一兜雨水一

兜禾》，去读一棵树的语言，去种棵白

菜当花看；与阿德勒一起，拥抱《被讨

厌的勇气》，积极地迎接《孩子：挑战》，

找到主动去爱的智慧与勇气；与科恩

博士一起玩转《游戏力》，尝试激活孩

子天性中的合作与勇气，帮助他们战

胜童年焦虑；与李维榕老师一起欣赏

各类《家庭舞蹈》的纠缠与碰撞，学会

用家庭系统的思维看待个人行为，理

解自己的生命故事。阅读，让灵魂更

有温度。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选择，我喜欢

这样“温柔”的自己，平凡而不失信心，

缓慢而坚定地走在向往的路上，这也

是我心中“非常教师”的另一种可能。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望城

区白箬铺中心小学）

温柔是一种选择温柔是一种选择
□ 蔡汝先

生命叙事

早就想为你和你的文字写点什么，但

你一再婉拒，说自己分量不够，怕承担不

起。你说以前对教育不太上心，现在只想

认真做点事，静心读点书——对此，我十分

理解。你刚参加工作不久我们就认识，虽

是一面之缘，但直觉告诉我，当时的你的确

不太用心。但是，当你以“小圈子”的网名

出现在教育论坛，当我看到你的系列随笔

《新的开始》，我立刻有了“士别三日，当刮

目相看”的感觉。

“做一辈子教师”

那时在教育论坛，你是较早写教学随

笔系列的，不断更新。在你的文字里，满是

学校和课堂的点点滴滴，工作和生活的枝

枝叶叶。琐碎、日常，却正是生活的本来面

目和味道。后来看你的博客，更新不算慢，

对许多教育问题有思考、有想法、有见地。

你曾在 QQ 里说，写博客受益颇多。再后

来那个暑期，网络远程培训时，你任小组

长，干练、阳光、雷厉风行——看到你，就知

道什么是年轻，什么叫朝气蓬勃。

新学期的系列随笔，你命名为《逆水行

舟》，我想这绝非心血来潮的随意之举。以

你的聪慧，不会不知道“逆水行舟，不进则

退”，也不会不清楚做这样的记录，会很累

很累。但曾经的“思考和快乐”，让你再次

上路。“我不可能做到最好，但我可以做得

更好！”你说。

你任教的学校，我曾去过。在城郊，不

算偏僻，但交通不便。下车后，有很长一段

路要走。黄泥，碎石，坡道。晴天两脚灰，

雨天满腿泥。你曾说：“有点‘红军过草地’

的味道。”夸张，但不失真——我知道，有许

多女老师，雨天上班总要带两双鞋，以便进

校后换穿。

你教语文，当班主任，连续教了4个一年

级。我听过一年级的课，满教室的孩子，那样

小，总是叽叽喳喳，奔跑，嬉戏，闹腾而嘈乱。

一节课听下来，头皮发麻，脑袋有些晕。当时

我曾感叹，世界上最辛苦的或许就是一年级

老师——从a、o、e开始，从人、口、手开始，每

一点滴、每一笔画都得操心操劳。

你还负责学校教科室，教育科研、教师

培训都得管。任务本已够繁、够重，而乡村

学校编制紧，你还得时常顶课，时常加班，

这当然更累，但你毫无怨言。你说“人活

着，总要做些事”，所以坦然接受，认真

对待。

你是主动选择当教师的，“当一名教

师，是从小到大的理想”。而且刚上讲台，

你就准备“做一辈子教师”，这实在难得。

更难得的是，你那么认真。两天没站讲台，

“心底竟有一种愧疚感”。

我能感觉到你的快乐——为付出有了

回报，为孩子有了改变，为上了一堂满意的

课，甚至为有了一点灵感，为有了一个教学

的好思路。在你的文字里，不断出现这样

的句子：“激动、兴奋，满有成就感”“这一堂

课，是我开学到现在，自己最满意的”“每当

孩子读书找到感觉时，我站着听，情不自禁

地陶醉”“当老师，看见孩子一天跟一天不

一样，真有成就感”……

做自己喜欢的事，心境当然愉悦。我

曾说，一个教师，如果满怀痛苦地工作，他

就会觉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天涯

与海角，也不是飞鸟和鱼，而是从星期一上

午到星期五下午。但你不一样，在文字里，

你不止一次感叹：“不知不觉，明天又是周

五了，时间过得太快了。”

有这样的感觉，必会伴随更多的喜悦

和欣慰——就像农民，经过汗水浇灌，看到

庄稼喜人的长势，或者经过春夏，看到丰收

在望的情形。你因此更加投入，也有了更

多收获——公交车上，也在思考：“再次提

醒自己：不要着急，不要发火，要微笑。”置

身教室，听到孩子们读书“一次比一次有进

步，一次比一次有激情”，你说：“听着，听

着，我陶醉地闭上眼睛，身体禁不住一阵颤

动。”下课铃响，看到孩子们仍然高举的小

手，你说：“我真不忍心说下课……”

这样的欣悦里，再苦再累，你也不觉得

烦厌，再单调烦琐，你也能满是兴味，连批

作业、写评语都能看到你的微笑：“我写的

时候心情很激动，好像孩子就站在面前，我

们轻声地说着话。”甚至，看到教室后面墙

上的“展示栏”，你也满怀快乐：“张贴的字

和画都没有贴下角，风一拂过，纸张‘沙沙

沙’地响动，仿佛一首动听的歌。我觉得悦

耳极了。”

你的文字简单朴实，却满透着微笑和

温暖。看着、读着都觉得舒惬，仿佛置身春

日的田野，一切都那么清新、美好——当教

师的确累，但我相信，快乐的心境能消解身

体的累。尽管有时你也感觉疲惫，但在你

轻快的文字里，丝毫没有“逆水行舟”的

吃力。

“教育不是复制”

你在行动，也在思考；你在尝试、探索，

也在反省、总结。因此，你快乐而不盲目，

你得意而不忘形。你对自己的教学行为有

着清醒的认知：“教育不是复制，每一种方

法并不全都适用所有班级的学生。我们班

的孩子相对二班和三班而言，是好动了些，

这也和我这个属猴的班主任有关。思维活

跃是公认的，但也得培养他们在课堂安静

倾听。”

而当你看到班里一个孩子有了微小的

进步，就想到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对一个

学生来说，‘五分’是成就的标志，而对于另

一个学生来说，‘三分’就是了不起的成

就。”你说，这个孩子“能够找到学习的兴

趣，并慢慢地转变、进步着就是成就”。所

以在放学时，你特意给他送了一本童谣集，

并签字鼓励。

工作忙，事情杂，但你并没有忘记读

书。你说：“读书是内在的渴望。”你说：“焦

躁不安时，我提醒自己读书。”《心平气和的

一年级》，你读了 3 遍。“每一次读，感悟都

有所不同。”阅读时，你也不忘思考，拿书中

的观点与自己的行为比对、反思。读到洛

克《教育漫话》中的一段话，你说：“我欣赏

大师的看法，假如我们想要教育孩子，就必

须对孩子进行奖励与惩罚。错误的地方就

在于，通常运用的方法不当。”

正因如此，你能清醒认识自己的状态：

“学然后知不足。教师作为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的学识要求自然不在话下，但面对新

形势下的教育改革，我们能说完全做好了

充足的准备吗？我们能肯定地解答孩子提

出的困惑吗？我不能。所以，我只能和孩

子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你期望自己“行动

时做一个有思想的人，思想时做一个重行

动的人”。

“打起精神，继续”

普通教师，自然不免会遇到困难和麻

烦。“每次面对一串困难同时出现，我都会

不由自主地想到‘挖洞’——挖个洞把自己

藏起来，埋起来，连小尾巴也不露出来。”但

你自己也知道，这想法“多么幼稚”：“所有

的事情，都只有自己努力才能完成，尽想着

逃避，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的。所以，打起

精神，继续！”

读这些文字，能明显感觉到你的心态

和心境。心态决定命运，心境决定环境，这

样的话许多人耳熟能详，但真放进心里的

人，不多——写这些文字时，刚好看到论坛

上的一个热帖：《谈教师的良好心态》。许

多网友跟帖，哀叹、抱怨者居多。让我忍不

住回复：“如果抱怨能改变现状，我们一起

抱怨。可是抱怨能够改变现状吗？不能，

所以没必要抱怨——调整心态固然不能改

变现状，也不能解决问题，但是心态好些，

至少我们的感觉会好些。”

人生在世，大多数时候可能都是“不如

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做任何工

作，干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令我们完全满

意。但既然不能改变，既然还在做着，就得

调整自己、改变自己。“变了泥鳅就别怕泥

糊脸。”许多年前，我的老领导经常这样教

导我们——固然有些无奈，但真正明乎此

理，确实能减少抱怨，多做事情。

你似乎也很清楚这点。你说：“心平静

了，也就觉得人轻松了。”你甚至觉得：“心

情好的时候，感觉眼前的一切都十分养

眼。”所以你说：“抱怨是可以理解的，但工

作还得一件一件慢慢完成。”你说：“如果有

一天，我不会宽容和微笑了，也就离‘下课’

不远了。”

这样的态度，这样的情怀，在怨声载道

的当下，多么难能可贵。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你在论坛里的

签名：终于明白，一个人是无法抵挡所有事

情的。有时候一朵白云的阴影，也会令人

窒息。风轻柔地吹散阴影，小鸟轻松地衔

走白云。微风可以做到的，我未必能做

到。小鸟可以做到的，我未必能做到。你

能做到的，我未必能做到。

是的，这世上有太多事情，我们未必尽

能做到。比如说，改变世界或扭转季节。

但是我想，这世上也总有些事情，是我们可

以做到的，比如说，调整自己的心态，改变

自己的心境，做好分内的事情……

为此，写下这些文字，既是对你文章的

应和与肯定，也作继续前进路上的共勉。

（作者系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教师进

修学校副校长）

总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到总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到

给青年教师的信

“小圈子”老师，是一名成长中的青年教师，在她的成长历程中，有许多“成长”的共性，有生命

拔节不能绕过的困难与挫折，也有一路奋进的永不放弃。谢云，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进修学校副

校长、民间教师成长团队“知行社”发起人，多年来致力于推动教师专业成长，提出以“行走抵抗停

止”。这是一封谢云写给“小圈子”老师的信，也是一封写给年轻的你的信。通过这封信让你知

道，你的努力，总有人看得见，总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做到。

□ 谢 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