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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21年9月1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教育妙招

“云端”资源助学习
□陈秀玉

随
看
随
想

《虚无时代》是美国哲学家彼得·沃森的力作，讨论了20世纪
从尼采喊出“上帝死了”之后，人类精神如何安放的问题。本书几
乎囊括了20世纪重要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对这个问题的表
述。本文选自全书的结论部分，讨论了语言与我们生活的意义之
间的关联。我们通过语言来认识和表述这个世界，让思维澄明和
具象化，并赋予世间万物以意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可能找
到生活的意义。有意思的是，孔子也曾说过：“名不正，则言不
顺。”在这一点上，中西、古今思想瞬间交融起来。 （杨赢）

为世界命名

莱内·马利亚·里尔克认为，赋予生活意

义的其实是一种“言说”行为，是把我们匆匆

向前过程中有可能遗失的事物转化成语言的

行为。他尤其感觉到自然的细节和壮丽处在

危险之中，而基督教对来世的强调妨碍了我

们尽可能充分地经历此世。后基督时代这种

经验得到了复兴，向我们提供了“生活的意

义”，使人们纯然地想要去探索“核心的理智

活动”。

在一首短诗中他谈到“没有边际的内在天

空”，这种措辞偶然地与谢默斯·希尼的说法相

近。里尔克在其诗中追求的东西，与塞尚在其

绘画中追求的东西没什么两样。他们都想通

过一种没有中介的方式接近自然，接近土地，

都试着摒弃过去积累下来的实践，尤其是基督

教积累下的那些实践。基督教的实践妨碍人

们真正地欣赏土地，欣赏存在的纯粹快乐。里

尔克还认为，土地最好是通过歌唱来享受，歌

唱对人类来说是特别的，因为音乐编织了一条

贯穿当下的线索，“歌词重新唤起语言中基于

时间的事件，通过其音响的重复，让它们一个

个在当下呈现，从而把它们整合起来”。在他

看来，言说和歌唱是相互交叉的。

而这就是关键。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

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中说，我们已经丧失了

为事物命名的力量。在这里泰勒显然同此前

的韦伯一样，同事实相去甚远。因为随着科学

的出现我们为事物命名的能力成倍地增长。

而这也正是关键所在，或者说大部分触及到了

问题的关键，因为命名、言说、歌唱世界恰恰建

构了一种标准。在此可以认为，这种标准可以

用来判断，我们所展现出自己内心保有的事物

能否被认为是成功的事物，甚至是重要的事

物。当然，倘若按照这种理解来看，那么歌唱

这个世界差不多等同于迷醉狂喜。

电子、DNA 双螺旋结构、自然选择过程或

宇宙背景辐射，这些发现都是在为世界命名。

识别病毒，厘定冰川时代、石器时代、青铜时代

同样也是命名。提出E=mc2方程、飞行原理，或

者海床扩张构造板块，依然是命名。美国诗人

伊丽莎白·毕肖普以下几行诗也不例外：

五个渔房有着尖峭的屋顶

逼仄，布满铆钉的跳板倾斜着

伸向角落的储藏室

方便独轮车推上推下

满目银色：大海厚重的表面

缓慢地隆起，仿佛在思忖着涌出

毕肖普形容自己的童年“充斥着圣歌”，但

她是达尔文的忠实拥趸，她认为达尔文基于

“英雄式的观察”提出一套“扎实的例证”。她

在20世纪60年代游历英国时，乘坐绿线巴士参

观了达尔文故居。她曾反复翻阅达尔文“美妙

的著作”，因为她自己相信，也了解到达尔文同

样相信“崇高通过平凡”，“通过事实的缓慢堆

积”而达到。达尔文在笔记本中吐露过这一观

点。按盖伊·罗泰拉的观点，这一立场使她成

为“一名没有宗教信仰的宗教诗人”。

瑞贝卡·斯托特着重指出毕肖普描写自己

沿新斯科舍海岸线巴士漫游的几句诗：

一头麋鹿走出

无法穿行的树林

它矗立，耸现

在马路的中间。

斯托特形容这一片段是巴士旅客们的集

体顿悟，他们“被禁锢在对‘如同教会般高大’

的麋鹿的彼岸凝视之中”。这是一种达尔文式

的崇高，一种世俗的迷醉，但却不是一种神圣

化——“巴士离开了，只留下身后的汽油味”。

斯托特说，崇高瞬间在毕肖普的作品当中是

“令人眩晕的”，但此眩晕中没有超验性的东

西，没有指示某种更高的事物；相反它其实是

坠落，坠入汽油的味道，或者是对这种气味的

回忆，一种在此世的沉浸。

我们也可以思考《芬尼根守灵夜》中的“美

离”“参差不齐”以及“美吼”——它们似乎都是

些不重要的双关语俏皮话，在情境中可能显得

聪明，也可能令人气恼，或者幼稚——它们鼓

励我们以新的方式看待世界并为此提供可

能。它们也使我们几乎获得的想法，希望获得

的想法，或可能将会获得的想法得以澄清和具

象化，让我们慢下来，更多地锤炼我们自己的

观察。同时具有讽刺和荒诞意味的是，它们让

我们回想起乔治·斯坦纳的话。斯坦纳曾说，

审美的真理加快了我们的生活，用一种在别处

无法企及的方式，把瞬间和永恒联系起来。它

们还让我们回想起德沃金的话，认为表演本身

具有价值，它本身就是关键问题的一部分。在

这本书当中，重要的不仅仅是人们说了些什

么，人们说话时的方式和力度也同样重要。

伊丽莎白·毕肖普曾用“思忖着涌出”来形

容大海，那是一种我们几乎马上就能触碰到的

念头，因为她的提法我们便能悄然惬意地立即

把握它银色的语言延伸到我们的世界，凸显着

我们与大海及其深邃行动之间不确定且未完成

的关联。此前我们引用过兹比格涅夫·赫伯特

描写鹅卵石的诗，它可以同布兰库西的蛋雕放

在一起。按照罗伯特·休斯的说法，它们都从

“逼真的物质性呈现”中获得大部分表现力。它

们都拒斥分析，因为“它们似乎并不是被拼凑到

一起的”。它们具有一种显而易见的实体性。

这些语言可能没办法像量子、电子或者基

因那样改变世界（有谁曾说过没有哪首诗能挡

下一辆坦克）。但如果这些语言扩大了其他人

的经验，使我们感到沉醉，那么它们就没有必

要改变世界，没有必要成为对世界有重大影响

的东西。如果说本书中讨论的思想家们一致

同意某种观点，那么这种观点会主张不存在某

种用以判断世界的专断基准，所以我们欣赏品

味此真理，而不是不断地试图拒斥它。观察世

界可能是一种英雄式的行为。这就是本书中

提到的思想家教会我们的东西。感谢他们让

我们懂得，观察可能是解放，也可能是拓展。

（选自彼得·沃森《虚无时代》，高礼杰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1年版）

每周推荐 | 〔美〕彼得·沃森

悦读·话题

“中国创造”的理想教育范本
□苏 静

2017 年 8 月，我被分配到了距离湖南省

宁乡市县城80公里之外的“小西藏”龙田镇。

上岗前，我与父母一路盘山而上，车上母亲哭

得比我声更大。毕业前还梦想在高楼大厦里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期待着“仗剑走天

涯”，向往着“诗与远方”的我确实心有不甘。

但当我站在龙田中学的草地上，抬头看到清

澈的蓝天，突然有了留下的勇气。

入职第一年，学习了 6 年小学教育的我

被安排担任初三班主任，同时教初二语文、初

三两个班政治，兼任学校团支部书记，还要负

责“智慧校园”运营。那年，20岁的我要学习

如何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大人。

3年两个班，我家访了所有学生家庭，平

均每户家访频率不低于3次。父亲借给我的

手动挡小汽车 3 年补了 11 次胎。我家访的

时间、地点不限，可能在学生家里，也可能在

街上碰到家长就进行一次家访，还可能到某

个学生家里并把附近的家长聚集过来做沙

龙式家访。

烦琐的工作让我常感无力，4年来无数次

否定自己，问自己坚持的意义是什么？我能

够做什么？最终的答案是：埋头苦干总好过

袖手旁观，能发一分光便是一分。

自从走上教师这个岗位，无论教学任务

多繁重，我每周都会给学生上一堂“心智素养

课”，我和学生会为素质拓展活动的成功而开

怀大笑，也会为某个学生动情的分享而感动

落泪……给学生畅想的机会，唤醒学生自我

发展的原动力，这才是我想做的事。

独行疾，众行远。我知道在任何环境中

都应争取志同道合的伙伴，第一个争取到的

就是校长朱亮飞。

2018年“为中国而教”第一届新生代教师

颁奖典礼上，我邀请朱校长作为项目成员进

行了分享，此后朱校长便成了我的强大后援。

也是那次活动让我知道了航模项目。回

到学校，在蓝天白云下，我看到一群学生将纸

飞机举得高高的，用力掷向天空，然后听到学

生懊恼自己做的纸飞机飞不远、飞不高。那

一刻，我决定帮助他们。

通过多方联系和努力，学校终于建成了

一间航模教室，我继续发动年轻教师加入航

模项目。3年后，学生学会了制作萤火虫牵引

飞机、橡筋动力直升机、手掷直线飞机、遥控

飞机……学生龙迪、贺畅明还在一项航模比

赛中获全国第一名。从前，学生只能对着纸

飞机叹气，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自信和底气。

可见“一切皆可设计”，航模项目可以设

计，书香校园可以设计，日常的每一个教育细

节也可以设计。班级凝聚力不强，我尝试“班

级文化自信法”；学生厌学，我用“刺激能动

法”激发他们的内动力；成绩垫底，我设计科

任教师包干活动；面对青春期的学生，我把自

己“设计”成一个陪伴者、引导者、协作者……

课外活动越来越丰富，我担心在初三开

展各类活动会耽误学生的学习，但 2020年中

考，学生成绩有了大幅度提高，全班顺利毕

业，打破了外界对我们的固有看法。

2021年2月，24岁的我被任命为龙田镇中

心小学校长，同时兼任初三语文教师。作为新

手校长，经验不足的我步履维艰，但是这半年

我顶住重重压力在学校重新启动了乡村少年

宫，目前开设了葫芦丝社、象棋社、英语话剧

社、小主持人班、纸质桥梁班等12个社团。

回望过去 4 年教育路，所遇逆境皆化为

顺境，一路乘风破浪。

忘不了第一天满怀期待上班却遭家长把

笔甩到脸上抗议时，我微笑着表示会继续努

力；忘不了背着烫伤的孩子跑到医院却遭家

长不分青红皂白一顿责备时，我静静地写了

一封长达 2000字的信；忘不了暴雨中翻山越

岭到山顶家访辍学孩子却被拒之门外时，我

默默等待，耐心劝说，最后牵着学生的手重回

校园……我始终坚信，教育不是一件简单的

小事，教育是做好每一件小事。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长沙市龙田镇中心

小学）

近年来，我通过互联网获得了许多学习

机会和资源，对想成长的教师也积极推荐。

今年暑假参加的一系列学习活动，引发了我

的思考。

8 月 16 日，“2021 年全国教科版小学科

学新教材远程培训研讨会”启动，来自全国

各地的专家学者、试教团队倾情分享，众多

一线教师齐聚“云端”共同学习。活动带来

丰富的学习资源，乡村教师在家门口就可以

免费获得，这在以前是难以想象的。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节科学课，两个

执教团队在异地互动研讨。准备一节科学

课不容易，那节“神奇的小电动机”科学试

教课凝聚了一个团队的心血：执教教师只

是团队中的一员，此外还有实验组、材料

组、板书设计组教师的努力。每个环节都

有一个小团队负责，既分工合作又互相融

合，他们不断设计、试教、复盘、调整，共同

打磨了这节课。

我身边不少乡村教师听完这节课都感

叹：“有团队真好！”

是啊，有团队真好。但是，这种团队合

作模式在乡村学校并不多见。多数情况下，

乡村教师是单打独斗的，周围人不反对已经

很欣慰。网络不畅通的时代，乡村教师可以

使用的学习资源不多，外出培训的机会也有

限。现在有了网络，加上众多教育人的倾情

付出，不少学习资源都随手可得。

遇见美好，便想创造美好。如美国作家

狄金森所说：“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不曾

见过光明！”

现在的乡村教师，只要想学习、想成长，

资源很多，比如刚刚提到的科学培训活动。

除了这种短期培训，一些长期的学习机会也

不少。比如我一直参与学习的全国“教育行

走”教师公益研修夏令营。

一年一度的“教育行走”活动唤醒了不

少乡村教师的成长愿望，许多人因为接触了

这个团队而改变。今年因为疫情原因，活动

在线上举行，但课程依旧丰富，主题涉及时

事、课堂教学、师生关系、教育生活等。虽然

感受不到现场的氛围，但活动依然精彩。

除了有组织的培训活动，互联网上各种

学习资源也非常多，比如文字、视频以及直

播活动。只要想学，一部手机可以连接整个

世界。

读写是一个普通教师成长的有效途径，

除了参加别人的“组织”，乡村教师自己也可

以利用互联网凝聚起志同道合的伙伴。去

年 9 月开始，我陪着老师们坚持日更写作，

我们称之为“教育行走一起写吧”。

如此看来，互联网让乡村教师不再身居

孤岛，乡村教师也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时代。

不过我要给乡村教师提个醒，资源贫乏时，

我们要花时间精力寻找资源；资源丰富时，

我们则要学会挑选和取舍，不被泛滥的信息

淹没，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源。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诏安县梅洲乡中

心小学）

对人类而言，教育自始至终都是一个

宏大的命题，它的存在样态关乎其中的生

命个体的价值走向。在当下教育内卷日趋

严重的今天，对教育本质的反思尤为重要。

时 代 呼 唤 具 有 中 国 智 慧 的 教 育 理

论。品读《朱永新与新教育实验》，就不能

不谈新教育的理论构建与创新。国家督

学成尚荣将新教育实验总结为“中国美学

精神照耀，回归与变革相统一的实践哲

学”。他认为，新教育有自己的理论解释、

理论框架、理论品格和话语系统。

这种评价与顾明远教授对中国本土教

育理论学派的期待遥相呼应，凸显了新教

育作为“中国创造”理想教育范本的实践意

义。顾明远在本书总序中写道：“中国教育

将发生深刻的变革，将从‘中国制造’向‘中

国创造’转变……我们的教育要向‘中国创

造’飞跃，必然要首先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

教育理论。”

20年的新教育历程，要完整呈现实属

不易，全书以“成长的历程”“理论与实践”

“参与的感悟”“学界的评价”“媒体的报道”

等为题，层层递进，使读者可以全方位了解

新教育实验。

新教育的“生命叙事”理论与实践，是

“中国创造”的亮点之一。朱永新主张教师

用生命叙事的方式记录生活、反思教育，教

师应“书写自己的生命传奇”，生命应保持

一种“思与诗的状态”，从而实现对教育生

活的理解与超越。

在“成长的历程”一章，作者以生命叙

事的方式呈现了自己的半生经历：从习武

学文的翩翩少年，到激情燃烧的执着青

年；从发起新教育实验推动民间教育变

革，到以学问报效国家；从倡导全民阅读，

到历数曾经给予自己重大影响的经典书

籍……最后完成了对自我生命叙事的总

结和升华。

纵观全书，生命叙事如一条绵延不断

的精神主线贯穿始终。在“理论与实践”一

章中，每个主题都包含了新教育人的生命

叙事；“参与的感悟”一章以新教育人自述

的方式，呈现了一组对新教育影响深远、具

有典型意义的生命叙事。叙事主体既有普

通教师，也有教研员、校长、教育局长，这些

生命叙事呈现的不仅是外在的人生姿态，

也是内在的精神成长。

对于朱永新其人，成尚荣在本书收录

的文章中如此评价：“朱永新永远把自己当

作一个普通的教师，与校长、教师甚至小孩

交朋友。大家喜欢这位大学教授。”

成尚荣的文章只是本书众多精彩论述

中的一篇，每一篇文章都是对新教育实验

的多元解构和多维评价，带给读者的是深

层次的辩证思考和理性判断。

在本书的扉页上，朱永新写下这样一

段话：“谨以此书献给新教育实验20年来辛

勤耕耘的师生和关心支持新教育实验的朋

友们！”20年前，朱永新发起“新教育实验”

时，他或许没有想到这场理想主义者的征

程一走就是20年。一场民间发起的草根实

验，如何成就了“中国创造”的理想教育范

本？我想眼前这本书或许可以给出答案。

（作者单位系青岛大学）

成长记录

来到“小西藏”这4年
□秦叶仁

这是我的数学老师——马老师，他的课非常有趣。我总感觉他有“魔

力”，聊着聊着那些题目我就全会做了，真的很神奇！

云南省昆明市滇池度假区实验学校 李映雨 指导教师 赵倩倩

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