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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成长教师成长2021年9月29日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9版周刊

师生之间

当我开始倾听
□周 月

随
看
随
想

雅贝斯是法国诗人、思想家，文字与生命、思想的关系
是他终身思考的话题。本文的主题也是如此。人在使用文
字的时候，如何确定自我与文字之间的关联？如何保证文
字准确表达了自己的思想？雅贝斯用诗化的语言创造性地
进行了阐释。但是，他是确切表达了自己的意思，还是又开
凿了另一道深渊？只能由读者自己评判了。正如老子所
说：“名可名，非常名。”庄子亦说：“名者，实之宾也。”名实之
间，究竟是言不尽意，还是言能尽意？值得深思。 （杨赢）

首个字词

假如某个字词取你性命而去，意味着你还

有一条性命可以奉献。

任何字词都是死亡对其自身的挑战，那是

死于自己名下的唯一机会；

是死于用其名字写成所有书的唯一机会。

词语从自己的词语中携死亡而去。

*

人藉某种相似定义自我，这种相似既是他

的定心丸，又是他的希望所在。

你评论的这本书不是你读的书，而是你擅

自占有的书，它只是和你读的书相似而已。

他说：“书写是否意味着承担起一本书的

终极阅读，而阅读这本书的必要性是我们存在

的理由——先是精神层面的阅读，然后才藉自

己的字词去阅读它？”

“此时，首个字词就会成为所有书属意和

期待的使者。它会像聚焦点一样引人注目，并

成为无数词语通过尾随其后亦能成为的可视、

可读之词语的唯一机会。”

“有了这个字词，纸页永远不会空白。”

“此即为何它会即刻引发我们的怀疑——

怀疑在我们写作的书中有一本已经写就的书，

其遽然出现暴露出沉默曾经统辖之地的无知。”

（“没有沉默”，他在其他地方说过，“因为死

亡中没有无知”……其他地方，也就是说，是在

我们沿着一条叵测小道走向字母的迂回处。）

当我们关注某个词语、某个句子的时候，

当我们力图清晰表达的东西变得含混、渐次暗

淡的时候，就表明正有某件事情在暗中酝酿、

组织和准备实施。

那可能是最让我们担心的一件事。

*

如今想来，这就是那件被回忆、被记住的

事。这些话语，这一沉默，要将我们引向何

方？或许就是在此。

男人和其他人的声音。女人和她们的柔

弱。街道像荒漠，回忆则像一台吃角子老虎机，

在某个好日子、某个千载难逢的幸运日子，一下

子吐出相当于一个月、一年、一个世纪——或若

干世纪——的硬币，而且即付即用。我们所有的

往昔——以及往昔的往昔——就像这馈赠的神

奇铜币、银币：某种很快便会挥霍一空的运气。

我想起来了。其清晰度虽不能令我满意，

细节也不是很多，但我仿佛以同样的方式重新

经历了这些瞬间，当然仍有所不同。仿佛这些

瞬间虽然才发生在当下，却长留在某一天、某一

晚发生的事情里。好生奇怪！于是，书与其书

的往昔——或无数往昔——又有了一副真身，

又找回了第一副躯体和忘得精光的话语——如

果不是遗忘，也是短暂失忆——那些混乱的、一

触即发的话语，面对新的沉默，比古老的沉默还

要古老，但却是当下的沉默，伴随着白昼无声的

地狱和黑夜深海般的背面。

如今想来，这就是那件被回忆、被记录的事，

可发生在哪儿？什么时候？一个词语的部落，一

个词语的家族及其子孙后代和直系尊亲——以

至于我们分不清父亲和儿子，女儿和祖母。那些

返老还童的字词，虽历经变迁，却依旧忠诚于它

们的目标，忠诚于字母古老的憧憬，忠诚于它们

或沙哑或和谐的声音，虽然重新调整，却仍彼此

相似。那些名字被人憎恶、畏惧、爱恋、悼念、受

人欢迎或倍受冷落；

而我的名字除了书——在它的阴影下完

成的书——以外没有其他现实意义，它等着被

已写或仍在写的书的阴影吞噬。

*

我是谁？或许是追随饱经风霜之脸的瞬

间之脸，或许是为了仅有的一张脸而被忘掉的

所有的脸，但那是哪张脸呢？

与……相似并不意味着变成他者，而是某种

程度上允许他者成为自己，意味着与之死去两次，

当然也通过我们的主观联系两次体验其死亡。

此外，当我们千方百计缩小我们之间的差

异时，潜在的相似会让我们猝然感受到自身难

耐的孤独。

他说：“遗忘是相似的终结或开始。面具

落下，那张迷惑人的脸便复活了。”

死亡像个艺术家，它雕琢生命的脸：我们

的脸。

“啊，”他说，“我之所以要在我内心里下潜

得更深，是为了单独面对所有我曾经的脸，它

们在我的前额和面颊上刻满了皱纹。”

*

时间仅与时间较量，却以永恒与自己较量。

时间的永恒或许仅仅是时间永恒地回归

其废止的时间。废止成就了某种时间的永恒

而无须共同的尺度：令人恐惧的无限。

一切书写全都从容不迫，遵从着时间的

节拍，沐浴于时间中——如乘火车或骑马一

样——化为时间本身的书写。

如是，也许会有书的某段时间诞生于它拒

绝领受的时间中，只会更加扩展整个词汇。

我们的一个眼神，一个最不起眼的动作都会

创造出某种对抗时间的时间，但它们并不想罢手。

这是创造和听命于创造的时间，最终会由

史上忠实于瞬间的时间所担当。

字词的时间不是过去，不是当下，也不是

即将到来的时间。它是溢出的时间，有如衬里

开线时会有某个部位从衣角里露出来一样。

表达的时间。极端的时间。

这又像我们只在一本有瑕疵的、绝不会敞

开的书之边界上书写，在过宽的纸页的奢侈边

缘上画满了符号。

他说过：“哦，黑夜中更幽暗的黑夜！宇宙

深处，字词正绽放花朵。”

……

我们更担心的是：这个允诺。

*

书与书之间，在这个虚空的间隔，某人喘

着粗气，坐立不安，他在呼号。他以特别的方

式呼号，呼号，主要是求援，好像有谁马上会听

得到，好像有谁能听得到，好像谁都听得到他

的呼唤、他的呼号似的；

其实，此人无非是某人的记忆，是一道伤

口；是某人如今已无记忆、无伤口、无未来的爱

情：如缠在更紧的绳结中的一个绳结，如刻满

虚空的一片虚空，如冷漠空间里逐渐衰竭的一

丝呼吸，如火场数百公里外的一道烟圈，飘移

的烟雾渐行渐远，直到变为火焰的遗憾，哀叹

着自己的愚蠢和不幸。

（选自埃德蒙·雅贝斯《相似之书》，刘楠祺

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每周推荐 | 〔法〕埃德蒙·雅贝斯

我是他们的第二任数学老师。开学以

来，许多学生将我与之前的数学老师进行

比较：“老师，你说话声音太小了”“老师，

你不如我们的老师讲得细”……学生口中

“我们的老师”，仿佛在强调他们对我的陌

生感。

课堂上，学生的状态也令我头疼：摆弄

手里的小玩意儿，时不时看窗外，前后桌讲

话……

教师节前一天晚自习，我终于忍不住“发

火”了，第二天课上还罚一个男孩站在教室最

前面听课。男孩看着我，双手紧紧贴在裤子

上，一句话也不说。我抱着双臂看他，不知为

何，他的身形在我的视线中越来越小，我们之

间的距离越拉越大。

课后，我坐在办公室看朋友圈，老师们都

收到了许多祝福。放下手机，我拿起办公桌

上的卡片，一字一句读学生送给我的祝福。

稚嫩的笔迹，书写歪歪扭扭，还有错别字，但

遮盖不住孩子特有的纯真。我突然明白为什

么当时男孩的身形越来越小，那是我心里的

不忍被放大了。

“老师，他打我。”一个男孩指着另一个学

生气喘吁吁地说。那天上课预备铃响后，我

站在讲台上等学生坐好准备开始上课，一个

男孩突然向我告状。

“你想让我帮你打回去吗？快点坐好上

课。”我回答。告状的男孩失望地坐在座位

上，慢悠悠地拿出课本。

孩子向我求助是因为信任，他相信老师

能帮他处理遇到的问题，期待他的声音被听

到、被回应。但在那一刻，我只想教室安静下

来，马上开始讲课。

后来，每次想起那个男孩眼中的失望，就

仿佛有一个声音提醒我：孩子需要大人把他

们当回事儿，他们渴望得到关注。

我开始改变现状。学生说我声音小，那

我就戴上“小蜜蜂”，放慢语速，减缓课程进

度，同时利用空闲时间深入了解学生的想法。

这个过程中，我发现学生很会表达。他

们不会说“我不喜欢数学”，但会用慢吞吞的

动作来表达不满；他们不会说“我听不懂你讲

课”，但会用迷茫的眼神看着黑板：他们不会

说“你讲课很无聊”，但会用向后倾的坐姿传

递这个信息；他们更不会告诉你“开小差没听

课”，但作业会暴露真相。

改变让我有底气面对课堂和学生，我也

发现有效的教学与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相辅相

成的。教学之外，教师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着

父母的角色，是在校期间学生能够求助的第

一人。

如今，我与学生之间形成了默契的相处

模式。他们在课上的反应、神情、坐姿都向我

传达了积极的信号，我也会认真回应每一次

求助。

当我倾听孩子的声音，并且没有忽视、不

屑、不耐烦，那么儿童的世界也会变得更大吧。

（作者系湖南省沅陵县军大坪九校、为中

国而教公益项目教师）

悦读·话题

教育的另一种样子
□黄 方

读完《相信，相信的力量——徐莉丹麦教

育观察手记》，我掩卷而思：从这本书里获得了

什么？仅仅是从文字中看到闲适、自由、玩乐

的丹麦教育概貌吗？还是借由作者客观又不

乏省思的文字，燃起了对美好教育的憧憬？

“不教什么，整天玩”。书的第一章便概

括了丹麦教育的状态。

丹麦的小学是“不教什么”的。从时间上

看，教师没有过多时间操心学生的知识学习，因

为“一年级只有上午四节课，午饭后就是在学校

里玩，没有任何考试”；也没有动力培优补差，“丹

麦的孩子要读到七年级才有考试”。

学生不学习，玩什么呢？每天可以有至少

2小时的室外自由活动时间；可以在教师的带

领下到原始森林活动；如果不会任何一项运动，

还可以申请专门的老师来辅导学习；当然也可

以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

丹麦教师不教什么，学生也不学什么，没

有作业和各种考试、竞赛，似乎简单到了极

点。但是，丹麦又实在是孩子的世界，从家庭

到学校、社区、社会各类组织再到丹麦政府，

达成了一个共识：营造积极的环境，给予指导

性的知识，提供正确的选项，然后让孩子自由

自主地选择和发展。

共识之下，丹麦教育拥有一个完整的支持

性环境，处处都是教育之地——公园里，沙土场

地上有各种滑道、攀爬架，还有四面敞开的木

屋，与幼儿园、小学有着完全一致的风格和元

素；社区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或免费或低价，

并专门设有规模大、功能全的儿童工作室。这

些都让我看到丹麦教育的主张：学习是游戏的

目的，游戏是学习的主要方式。

此外，作者徐莉还展示了一种不试图分

辨对错优劣的观察者视角，即便她有意识地

坚持不评判的视角写作，行文中还是流露出

自己的教育主张：儿童本位。

有时是在事件枚举后的反问——在我们

的学校里，“快静齐”一直是管理的标准，有时

一个孩子说话会牵连到全班孩子受罚。面对

这种情况，作者写道：“这个让人吃惊的速度

是否会让我们这些坚持教育应以儿童发展为

中心的从业者感到不安？”

有时是不由自主地发出感慨——“对孩

子有过多的期待，提出过高的标准，我们就会

过度设计孩子的学习活动，将孩子的大部分

行为看作是错误和不当，急于制止和矫正。

成年人具有定义权，成年人要对关系的质量

负有完全责任”。

人生只有三件事，“老天”的事，别人的

事，自己的事。我无法改变“老天”和别人的

事，但我从书中看到了自己能够改变的事：无

论对待孩子还是成人，尽可能地看到一个个，

而非一群群，尽可能信任、支持每一个人，不

想当然地“为你好”。

丹麦教育如同我从未抵达过的冰雪天地

里的古老壁炉，燃着熊熊的火。有一天，我们

也能抵达教育理想之岸。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教师进修学校）

去年 9 月开学典礼上，一位身着北京

五中校服的女士向全体师生致辞。她就

是北京五中教育集团的新当家人王蕾。

北京五中是王蕾的母校，阔别 32 年后她

回母校执掌帅印。少年的她在这里成

长，中年的她回到这里反哺学校。致辞

中，王蕾提出“教师要有师者情怀，要做

中国先生”。

什么是师者情怀？怎样才称得上是

中国先生？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人的

身影……

刚工作时，我在暑假带学生学农，与

学校司机金文才师傅住在一个房间。我

向金师傅询问已经退休的吴昌顺老校长

有什么特别之处。金师傅笑呵呵地说，给

你举两个例子吧，许多学校都曾请吴校长

做报告，见到对方时，他的第一句话常常

是“您这里有司机师傅休息的地方吗”。

冬天时送吴校长开会，如果没有司机休息

的地方，他下车前总会对我说“开着空调

啊，别怕费油”。

何为师者？师者不仅要传道、授业、

解惑，更要立德树人。树人者，必须眼里

有人，心中有人。什么是人？“仁者人也”。

多年前，校园清晨最早亮起的一定是

语文组的那一盏灯。走到办公室门口就

能听到快速敲击键盘的声音，那是我的师

傅梁捷已经开始一天的工作。师傅说她

不是聪明人，只能说还算用功。

2004年10月19日，师傅讲鲁迅的《记

念刘和珍君》。那天她衣着庄重，神情肃

穆，语气略显低沉。在介绍了写作背景后，

她配乐背诵了整篇文章。全文2300多字，

她背诵得动情，所有人都被她感染了。那

一年，她59岁。下课前师傅说：“今天是鲁

迅先生的忌日。”这就是充满生命的教育，

这样的学习经历让人永生难忘。

一次，学校邀请校友肖复兴先生给学

生讲座，我提前让学生阅读肖先生的作品，

然后每人给肖先生写一封信。肖先生看了

这些信后联系我说：“昨天看完学生写的那

些信，非常感动。同学们真挚又纯真的表

达，对学习认真而热情的向往，让我想起久

违的青春时代。请替我谢谢他们。他们的

这些信让我感到格外温暖。我去过很多学

校讲课，没见过一所学校有这样认真准备、

这样细致对待的，所以也要谢谢你，学生遇

见你这样一位老师是幸运的。”

前辈的谆谆教诲我不会忘记，那些平

凡岗位上的教育同人也一样令人钦佩。

有那样一个人，他高高的个子，总是

笑呵呵的，干起活来从不惜力，我常找他

印卷子。他技法娴熟——双手握住卷子，

一戳、再一戳，参差不齐的卷子瞬间整整

齐齐。看他印卷子是一种享受。

他喜欢音乐，热爱生活，每次走进文

印室，屋里总放着音乐。学生时代，他在

这里读书，毕业后留校工作，一辈子没离

开过学校。他对工作、生活永远都充满了

热情，身上有一股说不出来的劲头儿。他

是文印室的肖德宽老师。

何为师者？“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即使学生走出校门，也抹不掉母校赋予的

底色。翻译家、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是

我校毕业生，学校每次举办戏剧节他都欣

然出席。前年岁末，我到童先生家拜访，当

说起他的高三语文老师李慕白时，他依旧

心存感激——他的第一篇影评就是在李慕

白的指导下写成的。

陶行知说：“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

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

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我想，李慕白先

生若还健在，一定会获得“最大的快乐”。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第五中学）

那些记忆中的师者
□ 徐 淳

关键人物

我的班主任是“超人”。她既会教知识，又能做手工，还会陪我们做游戏。我们喜欢叫她“超人妈妈”，抱着

她可温暖了。 浙江省东阳市画水镇中心小学 蒋芯忆 指导教师 贾梅丹
童心绘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