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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20年2月26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文学的影响
□齐邦媛

随
看
随
想

齐邦媛，1924 年生于辽宁铁岭，1988 年在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任上退休。因传记作
品《巨流河》2010 年 10 月在三联书店的出版，齐邦媛先生遂为大陆读者所熟悉。

这里选刊的是齐邦媛 1993 年在“洪敏隆先生人文纪念讲座”上的演讲《文学与情操》的第
二部分《文学的影响》，原载于《价值与社会伦理》。该演讲以《楚辞》、唐诗、契诃夫小说和弗洛
斯特诗歌等为例，论述文学之于人的影响，深入浅出，澄澈晓畅，读来如沐春风。

《雾起雾散之际》最初的书名是《雾渐渐散的时候》。齐邦媛在该书自序中说：“我一生
漂泊，因工作来到台湾，至今整整七十年。日升，月落，文化之路悠长，希望我读过、谈到的
这些书，不要二度漂流。”斯旨遥深。 （任余）

我觉得文学最大的影响就是它的感染

力。换句话说就是它的潜移默化之功，潜移默

化式教育与灌输式教育间的最大差别，在于潜

移默化是胸臆之际真实情感的交流，是眼界见

识的打开，在座大多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朋友，

我们都知道真正成功的教育是与学生在心灵

上的沟通。

在西方美学史上，亚里斯多德最早提出了

悲剧的功用：“涤荡”，指出悲剧运用戏剧的矛

盾和冲突，冲激人的内心，使人因恐惧翻腾，心

生悲悯，从而获得净化的效果。后来有朗吉尼

斯认为文学艺术最大的影响在于它的“提升”

之力，使人性臻至前所未有的高洁境地，情操

从此诞生。换言，提升是为了达到“崇高”之

境，一个属于人性渴望的理想之境界。当一个

人感受到自己与崇高之境更接近了一寸，他对

自己生命的价值，也就更能多加一分肯定。

而中国从《诗经》开始，就讲究“情操”两个

字。情操是比较现代的讲法，过去多用“情感”、

“境界”来谈。过去中国人讲的修养，最高境界

就是一个“雅”字，当然，拿这话跟今天二十岁左

右的青年讲，就会被认为是“恐龙学说”。今天

的学生喜欢说老师是恐龙，或是青铜时代的人，

是石器时代的人，跟不上这个新时代了。但是，

不论是什么时代，就“雅”的境界而言，我们仍然

无法否认，在充满喧嚣与愤怒的尘世边缘，许多

人喜欢在晚上回到家里，在宁静的书桌前，读读

《楚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描写在湖边

等待伊人、树叶萧萧而下的境界之美，没有一切

物质的依恃和人间的恩怨，只是单纯的一个男

人在等一位女子。所谓：“帝子降兮北渚，目眇

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他说：盼望你来！我为你在水中央盖一座

亭子，用荷叶盖顶，用种种的香草做壁，成为花

坊一般，住在里面。所谓：“筑室兮水中，葺之

兮荷盖。荪壁兮紫檀，播芳椒兮成堂。”其中精

细描写了种种的香草、诸般叶子，以及各种编

筑的巧艺，这使得《湘夫人》成了中国文学史上

“美文”的象征和起点。也许今天的“新人类”

读《楚辞》会觉得它啰嗦，甚至不知所云，一会

儿这个兮一会儿那个兮，一忽儿这种香草一忽

儿那种鲜花，但是，其中所蕴涵的无非就是一

个有情之境界。以荷叶为盖，以香草为壁，早

就超过了人性的本能层次。百年好合，宜室宜

家，这些《诗经》中的句子之所以仍流传在今天

的婚宴之中，就是因为人性中有一些超越的层

次，历千年而未稍变。或许，人所冀望者，不过

只是那样的有情境界：百年好合、宜室宜家作

为人生的开始。

最近我在街上看到儿童唐诗的教材，听说

十分畅销，一位朋友的小孩才三岁，已会背十

一首，像留声机一样朗朗上口，许多首的深度

远甚于“床前明月光”这样的句子，我想他一定

不懂。背完照样打架胡闹，跟一般小孩无啥差

别。但我以为，背过唐诗的小孩与其他的小孩

仍有些许不同。有一天，当他遇着非常丑恶的

情景时，这些诗句便会不期然在他的意识中浮

现出来，他会坐下来想：奇怪！这些人怎么会

这个样子？我跟他们不一样。于是，这背过唐

诗的小孩反而会比较正常，在同样活生生的心

灵中总会有一些有所不为的情操。就儿童教

育的观点来看，这个时期，教他念“小猫叫，小

狗跳”和“白日依山尽”对小孩的意义是相同

的，除非你教他背的时候，打他骂他，留给他痛

苦的经验。这些修养所能达到的理想，我想与

西方文化所要求达到的“提升”是一样的。

我教书多年，还存有一点好奇心，每当我教

到最后一堂课时，就会发一张问卷给学生：今年

你最喜欢哪些诗和文？在大学讲授的西方文学

史，尤其英国文学史，诗的分量非常吃重。结

果，大学部的学生比较喜欢叶慈、艾略特，少数

人喜欢郝斯曼、哈代。为什么？因为人到了某

种人生阶段，有了某些经验，就会产生某种难以

言喻的心境，这种难以言喻的心境却被某些诗

句挑明点化开来，于是乎，学生自然而然便喜欢

上了那些让他心有戚戚焉的作品或诗人。研究

所的学生更妙，几乎有十一、二年票选第一名的

作品都是契诃夫的“Misery”。

这篇小小说讲一个驾马车的老头，独生子

死了，在大雪纷飞的冬夜到戏院门口载客。上

车的客人都急着教他赶路，他却嘟嘟哝哝诉说

着儿子的死。于是，客人们就产生了六、七种

不同的反应。大多数人都教他闭嘴，快赶路！

甚至有人用皮靴踢他，骂他糟老头。另有一两

个旅客表示关心，问了他儿子的情况，不过，他

们仍然很快地忘记了有这么回事。人总是那

么健忘，尤其是对别人的事。这故事很简单，

叙述也没什么花俏之处，研究生们会这么重视

它，令我颇觉得欣慰。因为，这个小小说完全

讲内心世界，呈现的是心境。老马车夫在大雪

中送完了客人，最后回到他简陋的屋子，牵着

马入马厩时，他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听到我

的话之后，还有一点同情的样子。契诃夫用他

悲悯的眼睛，来看别人对他人悲伤的反应。

另 一 首 年 年 入 选 的 诗 ，是 弗 洛 斯 特 的

“The Road Not Taken”。他说：我曾面临两

条路，两条路长得一个样子，路旁都有丰美的

草，我实在不知该走哪一条路，最后，我走了人

烟比较稀少的那条路，以为哪天可以再回头看

看另一条路，谁知道我一直走下去时，“road

leads to roads”，我再也没有回头的机会，就这

么走了一生。这首诗似乎反映了年轻人立定

志向时内心所产生的战栗：立志前不知该选哪

条路，立志后又恐怕选错了路。这思索中就有

情操、有境界。

（选自齐邦媛《雾起雾散之际》，台湾远见天

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8月第1版）

一场意外的疫情，强制性地改变了我

们的生活。对于教师来说，是不是在家

“赋闲”已久？这些时日里，你的生活是怎

样的？在某个时刻，你是不是会想起这其

实就是你曾经希望的生活——不用早起，

不用上班，天天宅在家里。甚至，你是不

是还会想自己曾经对这样的生活许诺过

什么？

比如——

把落下的备课赶上，再提前备好一个

月的课，再也不做那个备课落在后边的人。

把那些想读而没有时间读的书读

完， 把那些想写却没有时间写的故事和

经验写出来。

把阳台上那些几乎被忘掉了的花草

做一次精心的修剪，然后泡上一壶茶开始

各种各样的忙碌……

而现在，当一大把时间攥在我们手里

时，我们又做了什么呢？睡觉，无节制、无

头无尾的一大觉；刷手机、玩电脑，漫无目

的地点击没有营养的文字和视频；发呆、

发愣，脑子越来越混沌，越来越空虚；白天

和黑夜颠倒了个儿，在白天的时间做着夜

晚的梦……

偶尔，会对自己的生活不太满意，也

试图做过逃离的努力和挣扎。可是，无聊

的魅力太大，我们已经失去了打发掉它的

能力。 以至于我们连逃离空虚的愿望

和想法也快没有了。

很显然，我们缺少应对闲散时光的经

验，更没有相匹配的能力。那么，面对悠

闲与绵延的时光，我们需要做些什么？

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成长主题。造成

空虚的原因，大都是因为心中无目标。我

们需要一个支撑全程的中心任务，也就是

要为长期闲暇定下一个比较恰当的成长

主题。毫无疑问，这个主题的基调应该是

需要与喜欢——做你需要的事情，实现你

喜欢的心愿。比如：一本书的写作计划，

或者一个系列的写作规划；几个单元的备

课任务分配，或者是一个学期单元练习题

的设计；一个课题研究项目的开展，或者

一个科研主题的深入。有了这样的生活

主题，我们就可以开始规划具体的日程。

一份细致而周全的可行计划。在主

题链条的指导下，真正可以触摸的是那

种小而具体的一日计划。比如，几点起

床，几点休息；这一天要读哪本书，大概

读到哪一章节；这一天要写几篇文章，大

概写到多少字为止……越具体，可供操

作的系数越大，精力和注意力被调动的

可能性越强。当然，这份计划所列的事

项要以上面的主题链条为主，在主链条

之外再安排可以丰富生活的其他要素。

这些要素的搭配很重要，必须做到统筹

兼顾——要有脑力活也要有体力活，要

有安静的事也要有热闹的事。如此，才

可以让生活起起伏伏、跌宕有趣，而不是

波澜不惊的死水一潭。

一种持久而强大的支撑力量。其实，

计划也好，规划也罢，都是极其容易做出

来的东西。问题在于怎样把计划坚持落

实下去？抵抗惰性，对抗慵懒，凭一己之

力往往很难实现。即使有迎难而上的决

心，一天两天可以，十天半个月恐怕难坚

持。所以，我建议教师可以主动建构一种

督促自己的力量，比如在某个层面的公开

承诺，比如三五个好友相约而行……方法

不一而足，重在有效可行。

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让时光荒芜，更

舍不得虚度生命。只不过，有时候我们找

不到合适的方法而已。若想让闲散的时

光充满生机与活力，需要两个步骤：一是

清理掉影响成长的因素，远离一切可以

“躺”的地方，远离一切可以让自己停下来

的诱惑；二是在闲散的时光里种下成长的

种子，比如成长的主题、可行的计划以及

每一种支持的力量。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教体局）

在闲散时光里播下成长的种子
□王维审

且行且思

我清楚地记得，2019 年 8 月 27 日早上 8

点，我们几个支教教师满怀憧憬与期待，一路

颠簸一路感叹，历经两个小时终于走进了学

校大门。

松林坪小学坐落在一个地势较高的山包

上，学校水源极其短缺。一到下雨天，我们就

使出浑身解数，找出一切可以存水的容器，然

后尽情地洗衣服，放肆地拖地、擦桌子，也才

会肆无忌惮地洗个头甚至洗个澡。

真真实实地参与长期支教，才发现可能

并没有那么多“一双双渴求知识的大眼睛”，

反而是大多数孩子学习基础薄弱、行为习惯

不好，加上语言不通，让我这个初登讲台的外

地教师不免有些手足无措。

开学第一周，学生不写作业、不听讲，最

关键的是操着一口流利的云南方言打小报

告……一系列难题接踵而来。但在这场没

有硝烟的“师生大战”中，作为教师的我可不

能就这样败下阵来。

于是，我学魏书生老师让人人都做小主

人，人人都有事干就不会闲得到处“找麻烦”；

学苗苗老师实行小组积分制，哪个组作业交

的最齐哪个组加分，渐渐地作业也都开始交

了；此外我还设置了一个“矛盾调解中心”，每

周的值周班长担任“矛盾调解中心主任”，学

生之间如果有了小矛盾可以先去调解中心解

决，实在解决不了再来找我。这样，一方面锻

炼了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另一方面也减轻

了我的工作量。

初为人师，初来乍到，的确很累，但看到

自己的努力正在一步步奏效，学生在一步步

变好，累并快乐着。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了解学生，我对自

己的角色定位不仅是教师，更是学生的朋友。

虽然上课时间很紧，但我仍会每天按时

开放图书馆；虽然上一天的课已经很累，但我

不会轻易放过任何一个与学生交流的机会；

虽然上一周的课已很疲惫，但我依然会徒步

两个小时去家访……所以，作为朋友，我也会

收到许多小礼物，有纸花也有真花、有图画也

有纸条、有水果也有零食……总之，每天都是

收获满满。

有人说，“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在公益项目“为中国而教”中有一种文化叫

“一切皆可设计”。

学校虽然安装了电子白板，但只有五年级

教室可以用，于是为了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感

受，我自己动手画图设计课件；学校虽然有一

台小型打印机却无法使用，于是我周末抽出时

间手写试题；学校没有教具，我们就自己做，学

正方体时用魔方替代；学校没有专门的办公

桌，我们就搬不用的课桌椅自己搭一个……

我们需要适应生活，我们需要适应学

生……但有一项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精力适

应，那就是门前的山、路边的花、眼前的云，还

有夜晚对面山上人家的灯光和头顶的星空。

那里的星光如此灿烂。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巧家县蒙姑镇松林

坪小学）

一切皆可“设计”
□张 帅

每周推荐

成长记录

我从 1990 年认识叶澜老师至今，一晃已

过去30年。在这30年中，叶澜老师率领团队

以长达25年的“新基础教育”实验促进学校的

转型变革，改变师生在学校的生存方式，使师

生得到快乐真实的成长。

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叶澜教

育文选》，正是叶澜老师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成果的结晶。这套书由三卷本构成，包含了

叶澜老师丰富而深邃的教育论文，敏锐而激

情的教育报告，有趣而灵动的教育随笔，呈现

出叶澜老师作为一名教育学者永不停歇的学

习与思考。三卷之间的内在逻辑可以用“学

科·学派·学人”来描述。

第一卷《方圆内论道：叶澜教育论文选》以

教育论文为主。“方圆内论道”体现了一种清晰

的学科自我意识。古有天圆地方说。第一卷叶

澜老师主要是在教育学的框架下谈教育之道，

无论是教育基本理论还是教育研究方法论，或

是当代基础教育改革，或是当代中国高等师范

教育改革，都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对教育规律

的论述，是具有时代精神和世纪特征的教育理

论。而“学术自述”中的两篇个人回望，则是对

个人教育生涯中呕心沥血且是智慧凝结的两件

大事——“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和“新基础教

育”发展历程的思想梳理和心路展现。这便使

得教育文选有了明确的学科聚焦和理论主题。

第二卷《变革中生成：叶澜教育报告集》以

教育报告为主。“变革中生成”体现了一种动态

建构的方法论视角。变革不是简单地革除旧物

或否定以往，而是要生成，要生长和建构。也就

是说，第二卷叶澜老师主要以动态的视角谈教

育的变革，无论是世纪之交中国学校变革的研

究，还是跨世纪“新基础教育”的研究，或是当代

中国教育学创建的研究，或是对未来的展望，都

是在谈变革。这是从理论到实践，又从实践到

理论的双向建构过程。特别要提到的是，第二

卷是“教育报告集”，叶澜老师的许多思想是在

观察、倾听、讨论中逐渐生成的。而且，叶澜老

师的报告有一种特别的磁力，在温暖平实的叙

述中有着深刻的直抵人心的思想力量。

第三卷《俯仰间会悟：叶澜随笔读思录》

以教育随笔为主。俯，是俯身，是俯视，即向

下看着大地；仰，是仰首，是仰望，即向上看着

天空。但俯仰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要悟出

启示，悟出道理。第三卷主要是在与自然和

社会的对话中品味教育和人生，是在“读”中

“思”，在“思”中“写”。从这些优美深邃的文

字中可以感受到叶澜老师的情怀和视野。如

《感谢芦花》一文，从轻摆的芦花中读出了素

雅和独立，读出了朦胧，读出了平常而又富有

生命韵味的律动……正是因为叶澜老师有着

对自然与社会的俯仰姿态和会悟自觉，才有

了这么丰富的呈现，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位学

人具有审美意味的日常生活。

《叶澜教育文选》让我们看到了“新基础

教育”实验及研究的过程，看到了“生命·实

践”教育学派的创建及生长的过程，看到了一

位有情怀的教育学者的学术人生。

（作者单位系广西师范大学）

学科·学派·学人
□王 枬

悦读·话题

我希望自己能发明一种神秘仪器，把新型冠状病毒全部抓走，这样全国人民就能够安居乐业、幸

福生活了。 山东省威海市古寨小学 吉凯蒂 指导教师：倪素静
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