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常常被问及成功的秘诀，其实不外有
三：第一，自信和他信；第二，遇到不公平的
事有正确心态；第三，先为别人创造，建立良
好的人际氛围。 ———杨澜

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
应当始终放在首位， 而不应该把获得专业知
识放在首位。 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
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
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 而且比起那种主
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
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爱因斯坦

尴尬其实是人生经常遇到的一种状态，
它有个小小的规律 ，你越是害怕它 ，它就越
张牙舞爪，让你不知所措。 如果你坦然处之，
心想人非完人 ，谁都有出糗的时刻 ，它也就
泄了气。 ———毕淑敏

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 因为不
苟且所以有品位； 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
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
然———他不掠夺， 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
智能。 ———龙应台

零食是孩子的最爱，一上课，你总能发现孩子课桌上摆着各种各样的糖、水
果、饼干……望着这些令人垂涎欲滴的零食，不禁想起了自己童年的美食。

我童年的美食大多在田野上。没有五彩缤纷的彩纸包裹，没有活色生香的精
致外表，却是当之无愧的无公害食品。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春暖花开了，田野里一片欣欣向荣，梨
树开花了，枣树开花了，更重要的是田野里豌豆开花了。 白色的小花张着娇嫩的
小嘴尽情地呼吸着醉人的麦香，弯弯的须藤伸向天空，期待着自己长高。 我们也
期待着，上学放学路上，犹如狡猾的狐狸，总要逮空儿去瞅瞅，哪棵豌豆长得更
高，哪棵豌豆花已经谢了，哪棵豌豆长出了豆板。在一望无垠的麦田里，那几片豌
豆地总是那么令人向往。 等到豌豆成熟了，豌豆的主人开始提防起我们这些“小
馋猫”。 然而，我们怎能舍得下眼看就要到嘴的美食？ 在农人不注意的时候，我们
便弓着腰，蹑手蹑脚钻进豌豆苗里，摘下豌豆，甜甜地吃起来，吃得差不多了，再
悄悄溜出来，心满意足地回家。

夏天，天气明显地热起来。塘里的菱角成熟了，三角形的菱角绿绿的，隐藏在
菱叶中。 我们只需手拿一根木棍，将那叶子拉到塘边摘下，就能品尝到青青皮中
包裹的白白菱角。 荷花开了，我们期待着花谢后长出的莲蓬。 野生的荸荠叶子像
韭菜，果实埋在泥土里，没有诚心的孩子是找不到它的。夏天，是乡村孩子的美食
盛宴。

当飒爽的秋风吹过大地，天气越来越凉，棉花田里的晚黄瓜、晚豇豆更香更
甜。垄上的红薯熟了，扯出一把青青的红薯藤子，悬挂起一窝大大小小的红薯，红
的、白的、黄的，像孪生的兄弟姐妹在睡梦中一样。 花生丰收了，孩子们在丰收过
后的花生地里拣拾遗落的果实，再拿到太阳下晒，或是放进锅里加盐煮熟，那是
一道美味的零食。

冬天的田野一片萧条，不能再给孩子们提供丰富的食物。 然而，孩子们并没
有因此而不高兴。 因为，随着年的临近，家长们会从街上带些彩色糖果和糕点回
来。偶尔，我们还可以跟随大人到街上逛逛，看人山人海的集市。大人们在喜庆的
日子里都慷慨起来，甘蔗买了、香蕉买了、米花炸了……犹如要过冬的松鼠，把东
西一件件地搬回家。 待到腊月，年的香味愈来愈浓，空气中飘荡着浓郁的油炸香
气，豆腐制成了，年猪杀掉了，母鸡挂在厨房里，香肠腌好了。 早晨吃上一碗红薯
稀饭，晚上煮着火锅，顿顿美味佳肴。腊七腊八时，家家户户动起油锅，红烧肉、油
炸鱼、三鲜、莲藕饼……

如今的孩子，面对超市里名目繁多的水果，面对美其名曰的绿色食品，竟然
找不到一种让我们大可放心的食品，这是现在孩子们的幸运还是悲哀呢？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随县唐镇小学）

童年的美食
□ 徐 敏

中国教师报千校阅读行动联盟
千校阅读行动联盟，一个学术性的高品质交流平台，因你的加入而精彩。

期待有你！

爱读 睿智 行动

2012年度爱读人物·学校评选启动
关键词：爱读·睿智·行动
评选对象：热爱阅读的学校、校长和教师。
评选流程：
2012 年 9 月~11 月，评选报名阶段，通过自荐和他荐等渠道，学校、校长、教师提交报名材料；
2012 年 11 月~12 月，入围学校、人物产生和网络投票阶段，由中国教师报进行首轮评审推出入围学校和人物，相关网站设立投票平台，由网友对入围学校、人
物进行投票；
2013 年 1 月，评审阶段，由中国教师报组织相关专家对入围人物和学校进行专业评审，结合网络投票结果产生最终结果。
奖项设置：年度爱读教师、年度爱读校长、年度爱读学校。
咨询热线：010-82296726 82296735
电子邮箱：jsshzk@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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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孩子的
特殊母亲

“真爱梦想”行动⑤

2012 年高考分数刚刚公布，河北省
隆尧一中的颉现辰校长就给我打来电
话， 报告本校的高考成绩比去年又有较
大提升，仅大文、大理（不包括艺体类考
生）就达到 99 人，比去年增长 17 人。 我
听后虽然为他们感到高兴， 但却没有引
起太大的震动，因为区区 17 人的增长幅
度在全市高考这个“大盘子”中是微不足
道的。 可是， 在全省高考录取即将结束
时，颉校长又一次打来电话，说他们的老
师为了证明自己的付出和取得的成绩，
把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成绩和当年的中
考成绩做了比较，发现总体进步很大，尤
其是针对中考成绩前 500 名的学生，他
们的分析则更为具体、详尽。他们还把这

些初中毕业后流向高中的学生分成两
组，即外地生（就读于外地高中）和本校
生（就读于隆尧一中），然后通过打电话、
发短信、网络查询等多种方式，逐一了解
这些学生“在读高中、高考成绩、考入高
校”等信息，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分别进
行了配对 T 检验（配对 T 检验的目的是
利用来自两个不同总体的配对样本，推
断两个总体的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其结果令他们十分欣喜。

配对 T 检验结果 （具体分析略）：流
向外地高中的学生与就读于隆尧一中的
学生 ， 在中考分数总体均值 （分别是
465.49 分 ，460.39 分 ） 相差无几的情况
下，经过不同学校 3 年的培养，最终高考
成绩较中考成绩的增长情况却存在明显
差异（分别增长 41.924 分，82.985 分），后
者成绩的增长约为前者的两倍。 震惊之
后我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最先进入思考领域的是隆尧一中
这所省级示范性高中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 这所有着 65 年建校历史的学校曾
经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 ， 有着诸多个
“第一”， 如：1949 年建国后第一批被省
政府定名为“省立中学”；1962 年第一批
被评为河北省重点中学（当时全邢台地
区仅有邢台市一中、南宫一中和隆尧一
中 3 所 ）；1960 年 高 考 升 学 率 曾 达 到
100%，位列全区第一，全省第五 ，等等 。
但是，在进入新世纪之后，特别是“国有
民办”学校大肆发展的潮流中，它“落伍
了”，而最具标志性、也最具权威的数字
就是高考升学率下降了。 由于普通高中
教育是县域基础教育的龙头，由此带来
的“拉动”效应是可想而知的，尤其是在
一个拥有 60 万人口的大县， 这种效应
则更为凸现。 曾几何时，到隆尧县“挖生
源”成了周边热点学校的最佳选择。 为
此，县教育局和一中的领导每年都要和
一批批的 “挖生源 ”者展开五花八门的
“生源争夺战”，有时候争斗的激烈程度
不亚于“痞子打架”。 据颉校长介绍，前

几年他们把“挖生源”的人“扣留”下来，
然后给省厅领导打电话 “领人 ”的事件
就发生过多次， 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无奈之下 ，他们开始在内涵发展 、特色
发展上下功夫，抓住高中课改和隆尧一
中 60 年校庆的大好机遇， 动员全社会
力量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大打以高
中教育为龙头的基础教育发展翻身仗。
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老校友、原北大
党委书记任彦申倡导成立的“隆尧县基
础教育发展基金会”， 并率先带领他的
家人、学生捐资 100 万元 ，受其影响，这
个基金会很快就筹得资金 300 多万元。
在他的直接协调 、运作下 ，隆尧一中还
与全国著名的南京金陵中学共建联盟。
截至目前，隆尧一中共派出十几批次近
百名教师到金陵中学挂职学习培训，同
时 ，金陵中学也不间断地 、有针对性地
派出专家、学者到隆尧一中讲学、辅导，
这些举措为提高教师的整体教育教学
水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T 检验”带来的思考（一）

教师家庭出身的胡丹从小
就梦想自己能像父亲一样做一
个寓教于乐、 受学生喜爱的老
师，然而以考分评判孩子、以升
学率考核教师的陈旧教育制度
浇灭了她“愉悦教学”的热情。 50
多岁的胡丹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中。 苦苦找不到突破口后，她开
始“安于现状”，等候退休。

一个偶然的机会，胡丹走进
了“梦想课程”，重拾改变的信心
和勇气。从不会打字到熟练制作
PPT 课件，再到有声有色的“梦
想课程”开展，胡丹的改变让同
事刮目相看。 在全国众多开展
“梦想课程” 的老师中， 胡丹的
“梦想课程”最为特殊，因为她用
“梦想课程” 找回了留守儿童心
中的爱。

资中县是四川省有名的“劳
务输出大县”， 大量住宿留守儿
童是胡丹所在的水南实验学校
的一大特色。这些孩子由于缺少
父母关心， 生活自理能力差，性
格孤僻， 不理解爱更不知付出
爱。 对于这些孩子，胡丹不仅要
负责他们的教学工作，还要担任
起看护人这份重担。

有一次，为了帮助一个对离
异母亲有憎恨感的男孩，重新接
纳自己的母亲，胡丹费了不少心
力，但都于事无补。 令胡丹意想
不到的是，“梦想课程”中的亲情
绘本课《猜猜我有多爱你》，唤起
了这个男孩子内心的爱，课后主
动联系了他始终不肯原谅的妈
妈。

像这样用梦想课帮助留守
孩子发现爱、 表达爱的故事每
天都在水南实验学校发生着 ，
孩子们爱胡丹就像爱自己的母
亲，“胡妈妈” 这句爱称承载着
留守儿童的感恩之心。 胡丹说，
“梦想课程”给了她改变的勇气
与信心。 其实，她也在给予“梦
想课程”生命与活力。

（赵 洁）

（一次普通的支教，让出生
于城市的 80 后女孩毅然决定留
在语言不通、环境恶劣的藏区当
全职老师。 在追随梦想的道路
上，她用顽强的毅力突破了重重
困难。 “梦想课程”给了她改变的
方向，她将课堂搬到户外，用寓
教于乐的形式开启了藏族孩子
们的学习乐趣。下期我们将走进
“80 后追梦女孩藏区绽放精彩
青春”的故事）

咨询报名热线：
010-82296735 82296726
18610378011

◆会员尊享
1. 学校读书沙龙内容优先刊发。
2. 教师读书心得优先刊发。
3. 阅读活动开展有特色的学校，记者将深入采访，全面报道。
4. 优先享受教师专业写作公益辅导。
5. 可成为中国教师报战略合作伙伴，享受本报提供的学校定制化服务。

◆报名条件
1. 校 长 有 引 领

教 师 读 书 的 强 烈 意
愿。

2. 师 生 阅 读 活
动开展有一定基础。

《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
[美] 内尔·诺丁斯 著 于天龙 译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读书心得

成长读书汇心 ·《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

■原著精选

■悦读推荐
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美国教育哲学协会前任主席内尔·诺丁斯被认为是当代最伟大的教育家、思

想家之一，是关怀伦理、关怀教育理论的创立者之一。 她曾在 2011 年 12 月访问北京，有评论称，诺丁斯
教授来访的意义堪比 1919 年约翰·杜威的中国之旅。

20 年前，《学会关心》第一版问世。书中阐述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教育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培养有能
力、关心人、爱人并且可爱的人；关心必须主导学校课程。

在书中，诺丁斯以多种身份和读者交谈：一个哲学家、一个前任数学教师、一个母亲、一个充满激情
和爱心的人。 诺丁斯认为，孩子们应该学会如何关心作为物质和精神结合体的自我，学会如何关心身边
的人和远在他乡的人，学会如何关心动物、植物和地球，学会如何关心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以及如何
关心各种学科知识。

回归关心，教育才是幸福的

关心身边的人

今年年初，读到檀传宝教授的文章———《子诺子
言———诺丁斯教授北京行纪》，由此开始走近诺丁斯，
阅读诺丁斯。 读完《学会关心：教育的另一种模式》整
本书，我在扉页写下这样一行字：“失去关心，学校面
临的挑战与应采取的解决方案。 ”大抵能表达我对这
本书主题的理解。

我们的学校丢失了“关心”。现在学生最大的抱
怨就是：“没有人关心我们。 ”他们感觉自己游离于
学校功课之外，与教师们也格格不入。 世界在他们
眼里充满困难和敌意。 他们如浮萍一样四处漂荡。
然而同时，大多数教师都勤勤恳恳地工作，并且声
称他们心里装着学生。教师们也许确实愿意关心学
生，这很重要。但问题在于，他们无法与自己的学生
成功沟通 ， 建立起关心与被关心的双边关系 。
诺丁斯对学校陷入“失去关心”这一困境的关注从
“二战”以来社会发生的急剧变化开始。她怀念自己
高中时代在学校度过的幸福时光，慨叹“往昔岁月
一去不复返”。 由于学校对社会变化所做出的反应
较为迟缓， 而且学校的应对往往局限于 “技术层
面”，导致“关心”在学校越来越失去了生存的空间。

与此同时，学校难以抗拒人们对学生考试成绩

的强烈追求，愈加难以关心学生的生存状态和成长
体验，难以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写给中国读者
的前言中，诺丁斯一针见血地抨击美国教育界面临
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美国学校教育经历了
一种可悲的变化：所有学生都被强迫灌输统一的标
准课程，接受统一的标准化考试。 虽然遭到众多富
有远见的教育理论家的反对，考试机制仍然控制着
我们的学校生活。 ”中国学校遇到的问题与此何其
相似。

诺丁斯致力于建立“教育的另一种模式”，以求
彻底解决学校因“失去关心”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这种模式的核心是“以人类问题为中心”来重组课
程，也就是围绕“关心”来组织课程。 孩子们必须学
会关心自我，关心身边最亲近的人，关心与自己没
有关系的人；学会关心自然环境，关心动植物，关心
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关心知识和学问。要坚信：一
位教师对他的学生付出“关心”，在师生之间建立一
种相互信任的“关心”关系，对陪伴学生的成长和促
进学生的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讲 ，建立师生之间 “关心 ”的关
系， 是教育能够发生和教育有价值的最根本基点。

而且，有效的师生关系的建立，是古往今来教育得
以延续的基础之一，或者说，我们对师生关系价值
的判断，并不因为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而改变。

具体到对一个、一群学生的指导和帮助 ，哪怕
只有一位教师，只要他和学生之间建立了这种“关
心”的关系，就足够了。其实，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
对学生的成长可以有很大作为， 只要具备对学生
“关心”这一前提。

当然，诺丁斯对“关心”内涵的阐发，及基于“关
心”理论对师生关系的探讨，是具有哲学意义的，能
够指导教师从和自己的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开始来“修复”学校教育中失去关心造成的残缺。

倘若学生在一个充满着“关心”的学校，在教师
“关心”的陪伴中，享受着以“关心”为主题的课程，
那么，他定然可以成为一个“有能力、关心人、爱人
也值得别人爱”的人。

诺丁斯告诉我们，必须帮助孩子们理解美好生
活的真谛所在；必须教会他们为自己、他人的幸福
尽责。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
实验学校）

我着重强调的关心是一种关系， 而我们往往认
为关心是一种美德、一种个人品质。我们平常确实是
这样说话， 譬如，“他是一个关心别人的人”， 或者，
“他真的是一个关心人的人，只是不知道如何表达而
已”。 这两种说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关心的含
义， 但是， 过分强调关心作为一种美德则是不正确
的。如果我们将关心置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之中，其
中一个人是关心者，长期默默地奉献关心，而另一个
人是被关心者，坐享其成地接受关心，那么，在这种
情况下， 关心者确实需要一种美德来支持他的关心
行动。有很多人自称“关心”别人，但是接受他们所谓
“关心”的人却感受不到关心。

虽然我经常用“关心”一词来说明关系，但是关
心也可以代表某些能力。 它的用途必须视具体情况
而定。我确实试图避免将关心解释为一种个人品德，
在我看来，关心更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人
们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或者帮助人们关心客观
物体和意识形态的知识。

教师不仅需要建立一种关心的关系———教师在
其中成为关心者， 教师也有责任帮助学生发展关心
能力。 这意味着什么呢？ 在海德格尔看来，关心是不
可避免的。 所有有认知能力的人都在关心着人或者
事物。 这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种标志。 但事实是，
并非所有人都具备了关心别人的能力。

如果将关心作为首要目标， 我们或许可以接受
某些专业分工的做法。例如，有些小学将教师分成小
组，每个小组的教师在几年内负责一群学生。在这种
安排下， 孩子们有机会接受数学和语言专门教师的
指导。 这样，他们既能获得一种连续性，又能享受到
高质量的专门指导。 也许孩子们还可能从这样一组

教师中找到他们最信赖的一个。从这点来考虑，这种
做法也许比那种让一个教师连续几年负责一群孩子
效果更好。 不过这两种实践都值得去实验。

现在， 对师生关系连续性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
候都更强烈。 近年来，不断有校园悲剧发生。 有些孩
子被谋杀，有的死于意外事故，有的自杀。 每当这些
事故发生后， 一些心理咨询专家就被派到那些出事
的学校里去。 也许有必要让这些专家对行政人员和
教师们进行一些指导， 对那些受到强烈刺激的孩子
进行一些抚慰。但是对学生而言，最好的心理安慰和
指导应该来自他们自己的教师， 因为教师们应该最
了解他们，也最关心他们。教师们是最应该向学生们
表达同情、安慰和提供指导的人。 问题在于，在今天
的学校里，教师和学生们并不充分了解对方，彼此之
间难以建立一种关心和信任的关系。 我们必须解决
这一问题。在所有我们强调的连续性里，师生关系的
连续性其实是最重要的。

师生关系不是平等关系。 马丁 布伯指出，教师

必须要有包容精神。 教师在工作中必须从两个角度
看待问题：从他们自己的角度和从学生的角度。为了
完善学生们的世界观， 教师需要经常以学生的眼光
来看待这个世界。 好教师不轻易否定学生们表现出
来的任何需要和进步， 他也会从学生们的现有基础
出发给每个孩子确立更高的目标。 这一切都需要创
造和维系一种充满信任的师生关系。

教师必须时刻记着他们与学生的关系是不平等
的。教师们可以洞察学生的内心，而学生却不能如此
洞察教师。我们没有理由要求学生这样理解教师。如
果我们这样要求学生， 那么师生关系有可能演变成
为一种成熟的友谊关系， 而那种正式的不平等的师
生关系就消失了。 师生关系当然可以而且应该体现
友谊关系的温暖，教师当然也可以与学生交朋友，但
是师生关系的本质不是平等的。 教师的包容是学生
最需要的。 在教师的包容下，学生自由探索，这是好
教师所求之不得的。 教师们自己的个人和职业需要
不能局限学生们的发展，这是身为教师的最大责任。

□ 董红军 曾经拒绝对电影《心灵捕手》发表观
后感。

因为，在主人公威尔的身上，看到了
太多自己的影子———那种内心的分裂
（人前我是个极为阳光的女子，然而内心
深处我是个极其不自信的人， 我总觉得
自己不够美好， 不足以得到他人的喜欢
与关爱），那种惧怕亲密关系的开始与结
束，都是那么雷同。 看着影片中的威尔苦
苦挣扎，心疼不已。 疼惜他，也疼惜自己。

影片最后一个高潮———威尔终于又
来到了西恩的治疗室， 而西恩拿着威尔
的卷宗， 那上面有他的种种问题和受虐
经历， 对他一遍又一遍地说：“这不是你
的错。 ”终于，威尔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他
扑在西恩的身上，紧紧抱着西恩，像婴儿
一样痛哭。 这种拥抱，有着极大的象征意
义， 意味着威尔终于第一次真正信任了
与他人的亲密关系。

看到这一幕，我泪流如倾。 庆幸威尔
得遇西恩， 也庆幸自己得遇最懂我的闺
蜜。 当我第一次对着网络那头的女友痛
哭失声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正缓慢而艰
难地打开紧闭的心扉。

其实，我比威尔幸运得多，我的童年
并没有过分受虐———来自于父母的打骂
也是那个年代的寻常事。 但是，我的确是
个非常敏感而脆弱的女子。

我一直是个学业上出类拔萃的孩
子，成绩一直在全年级遥遥领先，教过我
的以及没教过的老师都对我评价极高 ，
甚至被初中三年的语文老师称之为 “教
书这么多年最得意的学生 ”。 读书的时
候，我一直是校园内的活跃分子，独唱 、

演讲、主持、主编班刊、参加校乐队，收获
来自老师同学很多的褒奖。 即便如此，我
依然不确信自己的“好”。 因为生命中最
亲的那个人———母亲 ， 从不说我一个
“好”字。 家庭外面，越多人说我“好”，就
越让我茫然！

这样的茫然终究导致心灵分裂。 我
有非同寻常自信的一面， 亦有非同寻常
不自信的一面。 这样的分裂只能让我始
终游离在伙伴之外， 我没有办法与大家
建立亲密关系。 我对每一个人甜美微笑，
但是我没有勇气走近大家， 我更没有勇
气被人靠近。

看影片中的威尔， 让我想起自己一
路的眼泪与伤痛。 虽然，在那一年（2009
年）， 因为得遇生命中最懂我的女友，我
已经试图慢慢去拥抱那个哭泣的小女
孩———童年的我， 甚至明白其实我还应
该试图拥抱另外一个哭泣的小女孩———
童年的母亲。 然而那一年，我依然没有足
够的力量， 把那两个哭泣的小女孩一并
拥抱。

重温《心灵捕手 》，听西恩教授一连
串对威尔说：“这不是你的错。 ”我忍不住
在心底一遍遍跟着念：“这不是我的错 ，
这不是我的错……”我终于完全释然。 童
年的我， 不被母亲温情对待， 不是我的
错，我应该确信自己有美好的一面，更不
必不相信别人对我的喜欢与关爱。

因为西恩， 威尔终于确信世界上的
确有些人不是因为他是 “天才” 才接纳
他，比如，他的女友，他的伙伴。 因为西
恩， 威尔终于鼓起勇气去追寻他刚分手
的女友。 而因为威尔，我希望自己能够成

为孩子们生命中的“西恩 ”，帮助一个个
“威尔”成长得更美好。

想起一周前， 班上最优秀的一个孩
子，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却在跟我
的谈话里始终不承认错误， 甚至在面对
父母收集的证据后还是拒不承认， 最后
在父亲越来越狠的杖责中才承认了错
误。 当这个父亲把“孩子承认了错误”这
个结果通报给我之后， 我轮流跟他们一
家三口在电话里谈心。 我问孩子：“证据
确凿了，爸爸都动手揍你了，你为什么还
不承认错误？ 是怕承认之后爸爸会揍得
更厉害吗？ ”孩子却回答：“不是。 我觉得
承认了错误我会很没有面子。 ”这句话让
我大吃一惊，也无比心疼！ 在跟他父亲的
谈话中，我终于发现了问题所在。 我直言
不讳地问他：“你是不是容不得孩子有一
丝半点的错误？ 是不是每次孩子犯错误，
你都会严厉指责、批评甚至体罚？ ”这个
父亲承认自己的确就是这样对孩子的 。
想起威尔，想起童年的自己，我无比心疼
这个犯了严重错误的孩子。 我对孩子父
亲说 ：“你要接受你的孩子不是完美儿
童。 你要接受他就是会犯各种各样的错

误。 ”然后，我跟孩子谈话。 因为从孩子那
句话里已经可以看到孩子在父亲的影响
下已经以“完美儿童”自居，他不能接受
自己也会犯错误，所以百般抵赖，甚至撒
谎、嫁祸于人。 在“拒不承认错误”的表象
后面，是一个孩子多么深重的痛苦！ 我反
复让孩子跟我念一句话：“我是个普通的
孩子，我会犯各种各样的错误。 ”并让孩
子把这句话写在纸上贴在卧室门上 ，让
他们父子彼此天天看见， 从此真正接纳
这个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各种错误。 希望
父亲不再因为孩子的错误而体罚他 ，而
孩子也不用拒不认错并撒谎。

如果不是自己的童年， 如果不是西
恩，我会这样敏锐地在孩子“我觉得承认
了错误很丢脸” 这句话背后查找到事情
的真相吗？ 感谢《心灵捕手》，让我终于明
白，很多时候，当我被伤害的时候 ，并不
一定就是我的错。 由己及人，看身边的亲
人朋友，看我面对的学生，当他们犯错误
的时候，我日渐明白，未必就是他们喜欢
犯错，未必就是他们故意犯错。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
区青剑湖学校）

《心灵捕手》讲述了一个数学天才同时也是心理疾病患者威尔的故事。
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学教授蓝波在席上公布了一道困难的数学题，却被年轻的清洁工威尔（马特·戴蒙

饰）解了出来。 可是威尔却是个问题少年，成天和好朋友查克（本·阿弗莱特饰）等人四处闲逛，打架滋事。
当蓝波找到这个天才的时候，他正因为打架袭警被法庭宣判送进看守所。 蓝波向法官求情保释，才使他免于牢狱之灾。

蓝波为了让威尔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不浪费他的数学天赋，请了很多心理学专家为威尔做辅导，但是威尔十分抗拒，专家
们都束手无策。 无计可施之下，蓝波求助于他大学的好友，心理学教授西恩（罗宾·威廉姆斯饰），希望能够帮助威尔打开心扉。

经过蓝波和西恩的不懈努力，威尔渐渐敞开心胸。

不是你的错
———电影《心灵捕手》观后感 □ 沈丽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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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水荡
□ 宫凤华

在这弥漫着轻愁的秋日里， 我总想起
故乡的水荡。

于是， 在一个假日， 我和妻儿回到故
乡，亲近我魂牵梦萦的水荡。 我撑着船，妻
子坐在船头，一脸烂漫，像春天的梨花。 小
木船柳叶似的，悠悠地在澛汀河里轻滑。 两
岸有黄灿灿的稻田， 以及各种披红戴绿的
菜蔬。 吸一口清新湿润的空气，心中满是水
草的清气和馨香。

船儿紧贴着浅岸行驶。 出了一个小狭
口，我们心中豁然开朗———哦，来到村西头
的水荡了。

跃入眼帘的是一望无垠的河面， 静静
的 ，绿绿的 ，偶尔有微风吹起道道波痕 ，如
柔软的丝绸。 清澈的河水倒映着蓝天白云，
水天一色，空灵莹透。 远处似有水雾升腾，
若隐若现，令人恍惚。

风乍起，河面泛起圈圈涟漪，如精致的
苏绣。 水草在轻轻荡漾，风中杨柳般轻盈，
色泽嫩绿，鹅黄，水彩画般明净。 淡蓝的天
空下，横在河中的水草如苍苍蒹葭，虚实相
映，如一幅写意的山水画，让人于空灵中感
到禅意。

稀稀疏疏的水草窜出水面， 一只翠鸟
落在草尖上，青草摇晃两下，鸟儿用长长的
喙梳理着鲜艳的羽毛， 好似齐白石的水墨
小品 ，以貌似枯萧之笔拖出 ，却虚实相间 ，
极具神韵。 水浮萍如道家的八卦，简练得如
先秦典籍里的文字。 一群飞鸟掠过，投下的
倒影如一堆怪诞的象形文字。

小船向东一拐， 便见一片绿莹莹的草
滩，如同一畦畦青葱的秧田。 水色淋漓中，
那一片绿色张扬着生命的活力。 河滩边的
浅水里 ，竟长着莲藕 。 莲花怒放 ，色泽艳
丽，鲜嫩诱人，红绿相衬，天然去雕饰。

小船进入一片菱塘。 河面上的菱盘挤
挤挨挨。 阳光泻在菱塘上，在墨绿的底子上
涂一片金粉。 菱盘下藏着四角菱、凤菱还有
野菱。 水草间有黑脊的鲫鱼和鳊鱼在轻快
地游弋，鱼儿的唼喋声依稀可闻。 河底的马
尾辫、狐尾草、龙须草自在招摇，轻灵秀逸。
此情此景，令人想起采薇蒹葭之章、秦月汉
关之诗。

我顺手捞起一把菱盘， 慵懒地躺在船
上，抬头望着浩渺的天空，手无意识地剥着
鲜嫩的菱角，心像一只风筝在云端里飘飞。
妻儿玩弄着鸡米头和水葫芦， 水面上飘荡
着银铃般清脆的笑声。

这情形 ，好像走进了汪曾祺的 《受戒 》
中：“英子跳到中舱，两只桨飞快地划起来，
划进了芦花荡。芦花才吐新穗。紫灰色的芦
穗，发着银光，软软的，滑溜溜的，像一串丝
线。 ”芦穗的银光剑影般清寒冷冽，天空蓝
得莹透，掠夺了人所有的思绪。

再前面是苍苍莽莽的芦苇荡， 如郭小
川笔下的青纱帐。 秋天的芦苇早生华发，在
涨满秋水的苇滩上到处是飞雪般轻扬的身
影， 把寂寥的水荡和静穆的村庄装点得诗
性而空灵。 一阵风过， 狭长的苇叶飒飒作
响，芦花点点，是线装的诗，是林风眠的画。

夕阳西下，凉风四起，我们才撑着小船
慢悠悠地返回。 妻子的脸上沐着晚霞，像涂
了层胭脂，妩媚风情。

故乡的水荡把我们带入了诗梦般的仙
境，带回到天真烂漫的童年。 让我们走出浮
躁和喧嚣 ，远离物质和欲望 ，走进自然 ，走
进原生态的生活， 让清风明月荡涤所有的
烦恼和忧愁， 像蜜蜂一样采撷属于自己的
幸福与快乐。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州市大浦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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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想随 想

师说新语师说新语

太 崇 高 的 理 想
教育使大多数 的 学
生既当不成伟人 ，也
当不好普通人。

王柱华/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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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公益活动———

教师专业写作辅导
如何有效提升教师的专业写作水平？ 教师专业写作的道与术是什么？ 如何有效提高教师投稿

的命中率？
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有困惑，想快速提升学校或区域骨干教师的专业写作水平，请联系本刊。 我

们将通过专题讲座+案例分析+个别指导的形式，帮助教师破解专业写作的难题，助力学校发展。
联系电话：010—82296726 联系邮箱：13838067306@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