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宋鸽 电话：010-82296728 编辑：崔斌斌 电话：010-82296572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周刊教师成长
探 寻 教 师 专 业 成 长 路 径

8版
2020年2月26日

□ 李 华

形形色色的书籍反映了人类对自

然、社会、自身的感知和感悟，从不同

角度体现了多姿多彩的世界。丰饶深

邃的书籍，无疑是教师的良师益友。

读一本好书是在聆听一个高尚灵魂的

心声，更是在与一个优雅灵魂对话。

潜心阅读不仅有益于教师专业成长，

还能帮助教师丰富人生、陶冶情操，让

教育生活充满阳光、充满希望。

教育与雕塑异曲同工

《罗丹论》是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对

艺术家罗丹雕塑作品进行解读的著

作。该书文字优美且内涵深邃，集思

想性、艺术性和思辨性于一身。可以

说，里尔克用敏锐的洞察力“引领读者

进入罗丹的世界，通过对罗丹重点作

品的解读，勾勒出理解罗丹美学精神

的三条主线：罗丹重新定义了雕塑与

世界的关系、雕塑与空间的关系、雕塑

与艺术家生命的关系”。万物之间是

息息相通的，教育与雕塑是两个不同

的领域，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主观

见之于客观的活动。雕塑更注重表现

和再现，而教育更注重塑造人本身。

阅读该书的过程，是我在思想和

文字的纯美享受中思维和价值观深化

升华的过程，精神滋养和现实思考接

踵而来：从《罗丹论》中我读出了蓬勃

的理想，“他的灵魂里实在有一种使他

几乎浩荡到无名的沉毅，一种沉默超

诣的仁慈，一种属于大自然的大沉毅、

大仁慈”。

阅读的过程中，我恍恍惚惚不知

道自己是在读罗丹的心灵，还是在读

那些优秀教师的心灵。同时也清晰地

看到，教育事业同样存在着“教育与世

界的关系、教育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教

育与教师自身生命的关系”。那些有

教育情怀和报国之志的教师在教育教

学的田野上辛勤耕耘，他们在工作中

可能像罗丹一样“一生是被人攻击和

嘲讽、同时亦为人理解和支持的一

生。但他始终以一种伟大的人格正确

地面对这一切”“只有这样的生命，才

能够产生那么丰富和美满的行为；只

有这样的生命才能够长春永健，不断

地向着崇高的功业上升”。也正是因

为优秀教师的人格魅力和敬业精神，

才让我们的教育“深刻影响着当代中

国的发展进步，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

人的精神世界”。

何以成为这样一位“教师”

帕克·帕尔默在《教学勇气》中的

阐述带给我极大的触动：“当我们最初

听到生活中我们‘应该’做什么的那些

要求时，可能会发现，我们被那些外部

的期望所围困，这些外部的要求扭曲

了我们的自身认同和自身完整。”

我走上教师岗位后始终与纯真

的学生在一起，一直过着满足、自如、

舒心的幸福生活。直到十几年前，我

被原单位（省重点中学）派往一所刚

成立不久的民办学校担任管理工作，

遭遇了职业生涯最艰难的日子。当

时的工作对我而言是一种考验，它已

经与我的“圣地”渐行渐远。那时的

我 ，脸 上 的 微 笑 成 为 职 业 化 的“ 秀

场”。有一段时间，我的内心出现了

严重的职业倦怠，我不停地问自己：

为什么我会产生这样的情绪？究竟

我的内心有什么样的渴望？我那“深

层愉悦与外部世界深层渴望之间相

遇交融的圣地”在哪里？

那段时间，我虽然遭遇了人生道路

上最大的挑战，但是浸透在血液中的倔

强注定了我的潜意识里没有“退却”二

字，再苦再难都要始终坚守阵地。于

是，我把自己的“苦修地”变成圣地，我

遵循的应然法则是“必须做好眼前的工

作，责任高于一切”！同时又考量了一

下：究竟还有什么能打垮我的意志？在

那段艰难的日子里不断以阅读《教学勇

气》给自己鼓气，努力回归完整的自

己。虽然阻力还是昨天的阻力，我却不

是昨天的我，不再纠缠和被纠缠——因

为我清楚知道自己的方向和目的地，只

管迈开大步朝它飞奔向前，让外在的

“我”与内心的“我”在工作中渐渐趋于

一致，直至把已经修炼标准的职业微笑

真正变成发自内心的有生命的微笑。

“风雨中的美丽”与其说是一种状

态，不如说是一种自我暗示、自我鼓励

和自我期许！

潜心拜读了刘良华教授的《教育自

传》，发现以“感染人、影响人、培养人、塑

造人”为目标的教师职业，“研究自己”也

可以是一项纷繁浩大的工程，是一项对

新生代的成长有着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的不平凡的工作。通俗地说，“研究自

己”就是把教育研究的视野由外向内、由

表及里转向自身，从中可以参悟作为教

师的“我”，今天何以成为这样一位“教

师”，而不是那样一位“教师”。

在我的记忆深处，从开始记事起

能够清晰地印在脑海中的事件并不

多，然而能留下的都是那样刻骨铭

心。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不仅永生难

忘，而且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严重”影

响着我对世界、对社会、对生活以及对

人的认识，甚至直接“主宰”着我的思

维，“左右”着我的价值取向，“决定”着

我的职业生涯。我希望自己能从童年

起航，沿着记忆的跑道和岁月的航线，

特别是以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作为停

靠站点，稍作修整和补充燃料，让心灵

能够更加沉着自信地展翅在今天的广

袤星空，也能够更加自由诗意地翱翔

在未来的茫茫宇宙。我希望通过内心

不断的修炼，使自己能以“一种从容不

迫的气度，一种谦逊的态度”和“庄严、

理性和温柔敦厚之美”，最终抵达庄子

的“乘物以游心”，可以“独与天地精神

往来”的人生至高至美境界。

从静悄悄的思考到静悄
悄的行动

“静悄悄的革命，即通过与事物对

话、与他人对话、与自身对话的活动过

程，创造一种活动性、合作性、反思性

的学习。这场革命要求根本性的结构

性变化。仅此而言，它就绝非一场一

蹴而就的革命。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

文化，而文化变革越是缓慢，才越能得

到确实的效果”。在阅读佐藤学的《静

悄悄的革命》之后，我察觉到了自己的

变化——我已经不满足于阅读、理解、

反思、感悟，更希望在此基础上开展行

动、实践，之后再阅读、再理解、再反思、

再感悟、再行动、再实践……我知道这

些变化源自教育经典与自己一贯的思

考发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大量鲜活、

灵动的思想和理念。在它的照耀下，

早就蓄势待发的行动已经不满足蛰

伏，大有“跃跃一试”“喷薄而出”的强

烈态势。

课堂上，我发现自己把视线更多

地从书本、教参、练习转移到学生身

上——看看学生的眼神是否有兴趣

和专注，话语是否有自己独立独特的

想法，上课的姿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

的……我发现，自己在课堂上越来越

多地走下讲台、走到学生中间——去

聆听他们的只言片语，去了解他们的

学习愿望和学习收获，去解答他们的

困惑和疑问……我不断将学生的声

音放大，有时甚至忽略了教学进度和

教学重难点；我越来越多地发现学生

在不断补充和丰富我的教学……我

知道，“静悄悄的行动”可能一点也不

静悄悄，它的艰难和曲折完全可以预

见。但我还是决定出发，向着自己理

想的“瓦尔登湖”出发！

让灵魂远离尘嚣

自愿或被迫，让自己远离。先是

远离微信，继而远离城市，让灵魂远离

尘嚣……

在乡下的日子，我躲在楼上静静

地读书，读美国作家艾米·布鲁姆的

《远离》。《远离》一书很不好读，虽然

艾米·布鲁姆的小说充满了“富有张

力的语言，令人惊讶的场景，敏锐的

机智以及对于历史的动人视角”，充

满了“哀婉、幽默、优雅以及不时闪现

的令人心碎的美丽”，但是我读起来

很困难。

因为价值观和审美情趣不同，因

为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然而，我感受到了作者刻意渲染

的超越整个世界的爱——崇高的母爱

和感人至深的爱情。

女主人公莉连因为是犹太人而全

家被杀，幸存的她远离家园逃往美国，

在异国他乡艰难度日。在生活比较稳

定的时候听到自己年幼的女儿被救，

为了与女儿团聚，她毅然只身穿越美

洲大陆，穿越西伯利亚荒原。她遭遇

的困难和曲折超出想象，但都没有瓦

解她“拥抱女儿”的信念，没有挡住她

勇敢前行的脚步。

远离微信、远离城市之后读《远

离》，别有一番滋味。

后来因为朋友推荐，我阅读了台

湾教授郑石岩的《生活禅径》丛书。

这套书处处透露着恬淡和智慧，阅读

的过程中有一种空前的喜悦，不是狂

喜，而是一种平和的喜悦，在我的内

心渐渐生长出来。这套书不仅让我

用一种更加平和、更加宽容、更加有

创造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正视自

己、尊重别人，更深刻地了解了自己

在社会和家庭中所承担角色的意义

与责任，并能应对自如地演绎好各种

角色，同时帮助我“恢复心灵的自由，

实现生命的潜能，披露生活的真相，

看清人生的意义，活出圆满的人生”，

使我能够清理心灵的尘灰，释放心中

的重负，大大提高了我的人生境界，

同时也涵养着我的气质，使我的生活

更充实、生命更昂扬。

渡边淳一在《钝感力》中写道：“钝

感力虽然有时会给人迟钝、木讷的负

面印象，但钝感力却是我们赢得美好

生活的手段和智慧。”其实每个人对世

间万物的敏感和钝感是不同的，都有

着自己独特的“烙印”。可以说，因为

敏感和钝感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

永无止境的欲望是人生奋斗的

动力，驱使着欲望之人不断前进去达

成自己的目标，但经过努力却没有实

现欲望时，那种失望所带来的痛苦也

异常强烈和沉重。人们常常对自己

握在手中的东西表现得很钝感，不把

自己已经拥有的幸福当成真正的幸

福，而对自己无法把握的东西很敏

感，充满期待和追求，把欲望的实现

当成幸福。我很赞成这样的说法：

“由于自我认知而形成的钝感力是一

种高度的智慧，可以让我们在充满压

力与挑战的生涯中，在最失望、最困

厄之时，依然能看到远方摇曳着的希

望之灯，鼓励着我们不断努力，不断

向前，最终抵达辉煌的终点。”

以马内利修女在《活着，为了什

么？》一书中写道：“人的伟大和悲哀在

于，他总是在寻找，不会因为现状和一

些现成的信念而心满意足。”

母亲去世后，我最担心的是父亲

的健康状况和生活起居，希望可以更

好地照顾他。但在父亲再婚这件事

上，我一度有些困惑和焦虑。爱父亲，

不是应该随他所愿吗？最终我尊重父

亲的选择，正如以马内利修女所说：

“有什么比得上双方彼此相爱，心灵、

精神各安其所的伴侣关系更令人鼓舞

的呢？”

人生之旅从直面问题开始

美国心理医生、作家 M·斯科特·

派克的《少有人走的路》一套共三本，

我拿到书时很喜欢，喜欢那素雅简洁

的封面，喜欢那扑面而来的书香，更喜

欢那随处可见的睿语慧言。作者在一

开篇的序言中写道：“人可以拒绝任何

东西，但绝对不可以拒绝成熟。拒绝

成熟，实际上是规避问题、逃避痛苦。

规避问题和逃避痛苦的趋向是人类心

理疾病的根源，不及时处理，你就会为

此付出沉重的代价，承受更大的痛

苦。”“心智成熟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

一个艰苦的旅程”。

读此书时我刚好教高三，已经到

了冲刺的关键阶段，一场又一场的大

考考验着学生的意志力和承受力，同

时也考验着教师的耐心和韧性，可以

说所有在高考链上的学生、教师、家长

身心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高考倒计时 100 天时，学生在班

级黑板报上书写自己的心声，我稍

微 估 计 了 一 下 ，出 现 最 多 的 字 是

“苦”。许多学生渴望再“苦”100 天，

就能成就今后的幸福人生。许多学

生认为只要现在奋斗了，人生就可

以“一劳永逸”，这其实在某种意义

上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正因为

人生的苦难重重，选择逃避是不明

智的，逃避一时只能使困难叠加变

成 更 大 的 困 难 ，何 况 根 本 无 处 可

逃。既然无处可逃，就应该勇敢面

对。对待苦难的态度成就不同的人

生。正如《少有人走的路》中所言，

“所有逃避者，都在阻碍自己心智的

成熟；一切心智成熟者，他们的人生

之旅都是从直面问题开始”。作为

教师，应该努力让自己、让学生认识

到“人生的问题和痛苦具有非凡的

价值”“勇于承担责任，敢于面对困

难，才能够使心灵变得健康”。

随后，读罗杰斯的《个人形成论：

我的心理治疗观》，不可避免地要审视

内心、触及灵魂。回顾自己走过的路，

足以欣慰的是真实，绝不允许生活建

立在矫情粉饰或自欺欺人的妄言和谎

言的肥皂泡上。

这些年经历了许多事，见识了许

多人，在平常和跌宕中感悟着生活的

真谛，那便是：尊重自己，理解他人，是

通往幸福美好生活的坦途。

尊重自己，悦纳自己，经常聆听自

己内心的呼唤。这些年来，我始终遵

循着自己的价值观，完全接纳真实的

自己，哪怕不完美、有缺陷。

理解他人，是获得信任的前提和

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根本。在工作中

设身处地多做几个假设，“假如我是我

的学生”“假如我是学生的家长”“假如

我 是 学 校 的 领 导 ”“ 假 如 我 是 班 主

任”……因为理解而不苛求，不从自己

的主观立场出发固执己见，而是主动

换位思考，真诚地为他人着想，可以减

少许多人为的屏障，生活中的许多矛

盾迎刃而解。

已不再年轻的我，曾经一度在教

育教学领域处在高原期，突破瓶颈所

面临的最大“拦路虎”就是理论匮乏

和思维固化。没有科学理论指导，许

多教育教学的现实问题摆在面前时，

我应对的方法仍然是笨拙、朴素和幼

稚的。正因此，这些年我不仅自己潜

心阅读，还组织“1+1 教师读书俱乐

部”带领老师们一起读书，读的时候

大家思考讨论如何将书中的思想、营

养真正汲取，把他人的智慧化作我们

前行的加油站和导航仪。因为阅读，

我们真正做到“不断在追求自我与外

部世界的完善中体现自己作为生命

个体的永恒的超越性”。

《罗丹论》

〔奥〕里尔克 著

梁宗岱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

《教学勇气》

〔美〕帕克·帕尔默 著

吴国珍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静悄悄的革命》

〔日〕佐藤学 著

李季湄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教育自传》

刘良华 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远离》

〔美〕艾米·布鲁姆 著

李运璕 译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生活禅径》三部曲

郑石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活着，为了什么？》

〔法〕以马内利修女 著

华宇 译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2年版

《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

〔美〕卡尔·R·罗杰斯 著

杨广学 广尤娜 潘福勤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钝感力》

〔日〕渡边淳一 著

林青华 译

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

《少有人走的路》

〔美〕M·斯科特·派克 著

于海生 译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

李华，特级教师，福建

省中学政治李华名师工作

室和福建教育学院李华德

育名师工作室领衔人；福

建 省 首 批 中 小 学 教 学 名

师，福建省普通高中课程

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福

建省德育研究中心专家组

成员；福建师范大学思政

专业硕士生实践导师。出

版专著《迷恋学生的成长》

《亲历愉悦的课堂》等。

向着理想的向着理想的““瓦尔登湖瓦尔登湖””出发出发

十 本 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