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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享天下

比孩子更需要

学习的是家长
□王洪军

他在田间地头授课

“这篇文章啊，立意卓尔不凡，书

法潦草出众……”身材高大魁梧、面

庞瘦削白皙的晏继平先生手里拿一

本毛边纸的习作簿，笑眯眯地望向教

室里的学生。话音未落，刺耳的防空

警报声打破了平静的课堂氛围。晏

先生一声大喝：“快，从第一排开始，

往后山跑！”学生像豹子般迅捷地朝

后山的防空洞奔去。晏先生则蹲下

身，把前两天在奔跑途中摔伤了腿的

学生背上，“留一位帮我搭把手，其他

人赶紧撤”。

后山的防空洞里，大家一边擦汗

一边抱怨：“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

头啊，晏先生，您说说看，我们这文章

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

“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同学们，

不学习做文章，你们将来如何当教

员？”晏先生也拭了拭额头的汗，又从

口袋里拿出了那本习作簿，“来，我们

继续……”

晏先生是我的曾祖父，他 1922 年

毕业于江西省立第一师范；东渡日本

学成回国，任省立南昌师范教导主任；

后应省政府令离开省城，创建省立奉

新师范。于田间地头授课，在那个战

火纷飞的年代里，不过是曾祖每天的

日常而已。

她用爱心温暖学生

她一边备课，一边不时抬头看看

门外的雨幕。往常这个时候，班上那

个瘦小的同学早就该来了，他可是天

天站在门口等着自己一起到学校去

的。想到这里，她坐不住了，拿起一把

黄油布雨伞，高一脚低一脚地朝那条

田埂小路走去。走出不到一里地，她

听到前面传来断断续续的哭声。

“王四清，是你吗？”她放开嗓子喊

起来。

“叶老师，是我，我摔下田了。”孩

子带着哭腔的声音清晰传来。

“别怕，孩子，老师来了。”她跑上前

去，把浑身泥水的孩子搂在怀里……

就在她备课的那间简陋的屋子

里，烧着旺旺的炭火，刚刚洗过澡的王

四清裹着大棉袄，被她抱着坐在火盆

边，沐浴在母亲一般慈祥的关爱中。

若干年后，王叔叔回忆起这段往事，动

情地对我说：“你奶奶是最好的老师，

你一定要写写她。”

祖母名讳叶陶菊，辗转于江西省

修水县上奉镇的一些小学。20世纪六

七十年代，虽然条件艰苦，却仍兢兢业

业地在三尺讲台上发光发热，温暖着

她的学生，她的孩子。

他勤学不辍成明师

他嘴里念念有词，眼睛一眨不眨

地盯着书本，蓝墨水钢笔不停地圈点

勾画，旁边的笔记本上早就写得密密

麻麻。他的身后，妻儿都已睡熟。

他合上《现代汉语》，站起身扭了

扭酸胀的腰，揉了揉干涩的眼，喝一口

酽酽的茶，重又坐了下来。他想：明天

的课，还有一个地方得琢磨琢磨，得再

想想怎么讲学生才更容易理解。

他只有初中学历。虽说以第一名

的成绩考上了公社的民办教师，但是

一个初中毕业生站在初中的讲台上，

到底还是底气不足的。那天，他偶然

在一张报纸上发现了江西大学的函授

广告，便立马报了名。从此，他案前的

灯光总要亮到凌晨一两点钟。白天，

他要备课上课；早晚，他要砍柴种地。

每次考试，他都要辗转乘近 10个小时

的车去九江，如此 4 年不辞辛劳的努

力，他终于拿到了江西大学的函授专

科文凭。

1991 年，他凭借出色的教学教研

成绩被调入县里一中，成了高中语文

老师。退休的那一年，他还教着两个

高三班，深受学生拥戴。

他叫晏建东，是我的父亲，更是我

一生的榜样。

我因公开课绽放精彩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如果大家

对这首词还有其他看法，欢迎跟我讨

论。能在南京师大附中结识这么多优

秀的青年，我很幸福。真诚地感谢你

们……”我一边说着，一边深深地鞠了

一躬。会场里响起一阵掌声，听课老

师都朝我竖起大拇指，夸赞道：“你这

课上得精彩，PPT做的精美，语言干净

利落，没一句废话。”

我的心终于在这一刻放了下来，

到省外上这种全国性的公开课，于我

而言，可是头一回。大学毕业，我曾经

北上山东干过民办学校，也南下深圳

做过代课教师。虽也算走南闯北，但

这样正式的大场合，面对优秀的学生

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仍然心潮澎

湃，也生出几分喜悦与自豪。

曾祖把师范课堂开在防空洞和田

间地头，用小木棍在地上写写画画；祖

母在四壁灌风的教室里用粉笔给一年

级孩子板书 1+1，再领着二年级学生

用铅笔头写“床前明月光”；父亲坐在

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拿铁笔刻蜡纸，

用油墨印试卷；而我站在冷气十足的

阶梯教室，只需要按动手上的按钮，一

张张精美的幻灯片就完美呈现……

时代在变，场景在变，手段在变，

而自始至终不曾改变的是这份流淌在

血脉中对于教师事业的默默坚守。近

百年来，一代代人对于教师梦想的执

着追求始终如一，谱写成家族史中最

动人的诗篇。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桐庐中学）

从教 20 余载，时光转瞬即逝，从

活力四射的小姑娘变成资历颇丰的老

教师。回首走过的教育之路，有忙碌

也有甘甜；有挣扎也有幸福。若要说

我感受最深的教育心得，那就是苏霍

姆林斯基的那句名言——没有爱，就

没有教育。

考上河北隆尧师范时，我只是一

个 16 岁的乡村姑娘。虽然还有些懵

懂，但梦想的种子已经在心底萌芽，我

要做一名学生喜欢的老师，把我的学

生送往理想的彼岸。

刚参加工作的我，被分配到一所

矿区中学做班主任。虽然对工作满

腔热情，兢兢业业，但教室里经常上

演一个束手无策、泪水涟涟的小老师

面对一群调皮学生的情景剧。工作

不到一年，我因急性阑尾炎住院。有

一天病房的门被推开，我的学生呼啦

啦涌进来，围在病床前，送来他们最

爱的零食和玩具，还有学生凑到我耳

边给我说悄悄话：“老师，是不是我不

听话把您气病了，我再也不让您生气

了”“老师，我特别想你，你什么时候

回来给我们上课呀”。那一刻，我第

一次觉得孩子的吵闹如此动听，心中

羞愧却又幸福。

在教师这个岗位上，我一个连合

格都达不到的新兵却得到了孩子们无

私的包容和接纳，收获了他们宝贵且

纯真的情感。

这场意外的病，让我感受到学生

的爱，也让我爱上了这群孩子，真正爱

上了教师这个职业，更让我学会了自

我反思、自我成长。

在孩子眼里，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

对的。大家都以为我是孩子的老师，其

实我最清楚：孩子才是我的老师，他们

让我学会了包容，学会了感恩，更学会

了什么是爱。孩子，是我职业生涯的启

蒙老师，也是我人生的老师。

今天的我，已经成长为一名身经

百战的老兵，但孩子的爱使我不忘初

心，就像一颗纯洁的心灵呼唤另一颗

纯洁的心灵，一份崇高的情怀呼唤另

一份崇高的情怀。在教书育人的道路

上，我要继续努力成为塑造学生品格、

品行、品味的“大先生”。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邢台市金华

实验小学团结校区）

学生教我做老师
□张金萍

杜甫曾云：诗乃吾家事。对于我

们家而言：师乃吾家事。我们家与教

师这个伟大而平凡的职业已结下了百

年情缘。

故事要从我奶奶讲起，她从小受

五四运动的影响，对教师这个职业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毕业后，她不

顾家人的反对毅然报考了师范学校。

父亲出世后，由于内外战乱频繁，没能

实现教师梦想的奶奶一心想让父亲当

一名教师。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做工，

一边下井一边坚持自学。没有多长时

间，他就被组织发现，调到煤炭建设公

司职工业余总校当了一名文化教员，

后来成为校长。就这样，父亲开始了

他的教师生涯，乐此不疲。

1988 年我高中毕业后也考进了

师范院校。尽管说教师是个高尚的职

业，可在那个年月，男孩当教师常被认

为没出息，为此我曾一度陷入苦恼之

中。后来我渐渐地将视野放开，解开

了心结：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

善，不都与教育和教师分不开吗？后

来我到西安市第五中学实习，当我第

一次走上讲台，望着台下几十双求知

的目光时，我的心受到震撼，顿时领悟

到教师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也坚定了

从教的信念。

为了上好课，我总是认真钻研教

材并虚心向老教师请教，不断总结经

验，探索教学的新路子。多年来，所带

班级多次被评为先进班集体，而自己

也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共产党

员。如今我已走上讲台30年，教过的

学生也有数千人之多，很多人已成为

业内骨干。此时，我真正感受到什么

是教师的责任，什么是教师的幸福。

我为自己是一名人民教师而骄傲。

教育不仅停留在讲台上，在日常

的工作学习中，我越来越发现家庭教

育、家风、家训的重要性。家风是中华

传统文化优秀基因的组成部分，而好

家风需要传承。女儿高中毕业，在填

写高考志愿时，她义无反顾地填报了

师范类院校，现在也成了一名光荣的

人民教师……

回顾我一家四代人的教师生涯，

一路上尽管有坎坷、有风雨，但为人师

表的主旋律却始终昂扬，三尺讲台系

四代家业，我们用信仰和行动诠释着

这份矢志不渝的坚守。

（作者单位系陕西煤炭建设公司

第一中学）

“师”乃吾家事
□刘 辉

百年接力教师梦
□晏 铌

从教十几年来，最难忘、最牵挂

的仍是最初接手的那些孩子，那时

的我仅仅 25岁，和那些精灵似的孩

子共同经营起一个叫班级的家。这

个家是我们师生的精神舞台，每天

都上演着用生命书写的多幕剧，剧

情中有笑声、有眼泪，有迷惘、有骄

傲，有遗憾也有懊悔。但每一幕都

让我们心潮澎湃，都为我们的人生

增光添彩。

后来 ，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

那所学校。但无疑，孩子们和那

个叫班级的家永远不会离开我的

心间。走过的岁月越长，经历的

事情越多，我就越发珍视与孩子

共有的生命片段，也越发想念那

些孩子。

这么久了，孩子，你还好吗？

像蚕宝宝一样可爱的胖男孩，

记不记得你送给我的那把鲜花？那

次我带你们去村边小树林玩耍，你

从背后“变”出一大把野花，羞怯地

说：“老师，送给你！”我贪婪地嗅着

花，也嗅到了为人师的幸福味道，那

是我人生收到的第一束鲜花。孩

子，你还好吗？是不是已经长得高

高大大，开始为一家人遮风挡雨？

“愚弄”我的小机灵鬼，还记得

那次未完成的家访吗？你总在制造

麻烦，不交作业，上课说话，雕刻桌

凳。在我与你谈心时，你乖得像只

猫，我仅瞪你一眼，你就知错地低下

头。只是，在你抬头的一刹那，麻烦

重新上演。这么多年了，你还好

吗？你会教你的孩子摆弄自制的小

风扇吗？你的孩子也像你一样调皮

可爱吗？

最让我心疼的是你，孩子，你已

在黄泉下安睡了多年。如在天有

灵，记不记得你出院后，我和其他学

生给你补习功课？记不记得你病重

无法再上学时，却在一个朝阳灿烂

的早晨，一斜一歪地走到教室窗台

边，踮起脚尖痴痴地张望正在上课

的我们……几天后听到噩耗：你那

双仅看了十几年世界的眼睛永远闭

上了。孩子，对你一句“你还好吗”

的问候，已不再有任何意义。只有

你向教室里张望的眼神，永远留在

了老师的记忆里。

一幕幕画面，一张张面孔，如走

马灯般在眼前交替而过，鲜活如昔，

令人心生暖意。

被老班整过，方明白“老师只

会 重 视 我 ，却 不 会 偏 爱 我 ”的 学

霸，你还好吗？悄悄告诉我，自己

爱上了一个男孩的可爱姑娘，你还

好吗？说话诙谐有趣，办事极具

“ 老 班 范 儿 ”的 班 长 ，你 还 好 吗？

失去爸爸妈妈，跟着爷爷奶奶过日

子的胆小男孩，你还好吗？听说我

要调离学校，打着“白旗”公开抗

议的男孩，你还好吗？会抱着我哭

抱着我笑，把我当成妈妈的小姑

娘，你还好吗……

日子流过岁月的河床，我与有

些孩子依然联系，与更多孩子“相忘

于江湖”。但我知道，或许在某个黄

昏，在清风吹过的某个地方，孩子们

也会和我一样，会想起印刻在生命

年轮上的那段情，也会在心中问候

一声：老师，你还好吗？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鹤壁市城

乡一体化示范区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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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

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今年 4月 19日，习

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如是说。

这样的“大先生”，应该是“明白之师”，明白自己，

明白学生，明白怎么做教育；是“明亮之师”，独具慧眼

与匠心，能看清困惑，因材施教又能人尽其才；是“明日

之师”，着眼于学生的未来发展，为学生的明日奠基。

每一个有追求的教育工作者，总是在争做“明师”

的路上留下许多难忘的故事和记忆。在这些故事里，

他们逐渐找到了职业的价值感，享受到了事业的成就

感；在这些记忆中，他们或因家族传承，或是相互影响，

亦或者彼此成就，无数点滴都值得回味与铭记。

“双减”政策之下，家庭教育的

重要性再次引起人们的高度重

视。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民族的未

来。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

感。为什么有的家庭培养的孩子

很成功；有的家庭育儿不甚理想，

甚至造成终身遗憾？

最近读了清华大学出版社的

《育儿成败在于你：家长能改变孩

子未来命运》一书，对此有了更深

刻的体认，似乎得到了一些答案。

与别的谈家庭教育的书不同，本书

的作者尹国英是一位 82 岁的老

人，他更侧重于育儿理念、方式、方

法和误区的分析以及诸多案例的

探讨，以此探索一条家庭教育的宏

观思路。

有什么样的家庭教育，就有什

么样的人生。电视剧《岁月如金》中

木匠世家出身的石德宝的育儿观值

得人们欣赏：“这孩子就是块木头，

如果把他雕成一朵花，他就是一朵

花。”前些年《超级保姆》节目在中国

热播，深受英国国民欢迎的著名儿

童教育家每次演讲前总是大声强调

一句话：世界上没有坏孩子，只有不

合格的父母！两者的教子观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可见，家长的教育理

念是统领全局的决定因素。

如何提升家长的教育悟性？

遵从教育规律、敬畏常识是非常

重要的。仔细想想，一直以来，许

多家长所犯的错误大都是低层次

错误。美国投资家查理·芒格有

句名言：在低层次的悟性里不犯

致命性的常识错误，你就能超越

很多比你更聪明的人。

《育儿成败在于你：家长能改

变孩子未来命运》谈到了家长的许

多理念误区。比如几度刮起的补

习风，有的盲目自信、我行我素；有

的跟风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在补

习的道路上竞相飙车，却忽视了教

育之本。本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

上却输在了终点线上。基于此，本

书作者特别强调蒙台梭利的“敏感

期”理论，并且针对感官敏感期、动

作敏感期、语言敏感期、秩序敏感

期、书写敏感期等多个关键期进行

重点分析，且每个敏感期都辅以大

量案例解读。

与许多谈家庭教育的书不同，

这本书选择用生动的故事来告诉

家长，什么样的家庭教育是好的教

育。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方法

来培养孩子的好习惯。

教育孩子是人类最重要也是最

困难的学问；教育孩子，仅有爱是不

够的，只有尊重教育规律、明白孩子

的成长规律，才能让孩子赢得好的

未来。或许，在我们教育孩子的同

时，更应该从自己做起——最需要

教育的不是孩子，而是父母。

（作者单位系中国教育电视台）

孩子孩子，，你还好吗你还好吗
□李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