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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校阅读联盟，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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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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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各地成立读书会，确定负责人，公布联络方式，预告读书内容，定期
举办读书沙龙
2 组建推广阅读专家团队，指导成员校深入、持续推进阅读，内涵发展
3. 为阅读成效显著的成员校量身打造观摩研讨会、现场会等推广活动
4. 为优秀成员校挂牌，建立培训基地
5. 为成就突出的成员校校长、教师举办教育、教学、管理思想研讨会
6. 组织出版社、阅读成员校交流活动，为成员校出书搭建平台
7. 组织出版社向阅读成员校赠书活动
8. 召开千校阅读联盟年会，发布相关标准、报告

咨询报名热线：
010-82296735 18611372756 高 影
010-82296726 18610378011 王占伟
邮箱：jsshzk@126.com

现在的农
村学校尤其是
小学 ，“包班 ”
现 象 比 较 普
遍。 这种现象
主要是学生数

量少、教师相对缺乏造成的。 但是，最令人费解的
是，在一些规模较大、教师较充足的小学高年级竟
也存在着这种“包班”现象，只不过是一人“包”变
成了两人“包”。针对这一情况，我曾经问过一些校
长：“在教师相对富余的情况下，能否打破‘包班’
制，在高年级设立班主任和学科专职教师呢？ ”校
长们往往都以各种理由加以否定。 我又问一些任
课教师：“为什么不能设立音、体、美、科学等几个
学科的专职教师呢？ ”教师们则往往回答说“没人
愿意教副科”。

几经周折，我才了解到其中的真正原因。 原来
学校这么做，是为了应对或方便评价考核。 在县域
或学区内，评价一所学校和一个班级的教育教学效
果，往往都是通过学科统测的手段来进行的，也就
是说主要看考试成绩，看每个学科在这个区域内的
平均分数和排位情况，并以此作为校长和教师考核
的重要依据，并且和名誉、物质的所有奖惩挂钩。甚

至绩效工资的发放也由此产生。可是，在统测中，又
往往不把音、体、美等副科的成绩包括在内，或者所
占的分值比例很低。 这样，就从根本上削弱了校长
乃至教师从事副科教学的积极性。 在此背景下，这
种既简单又有利于校长管理和教师相互竞争的“包
班”模式也就应运而生了。 这种模式从管理的角度
而言确实“方便”了，可办学方向却模糊不清了，学
生们的全面发展、个性发展也大打折扣了。

这种“管理至上”的理念还渗透在学校的方方
面面。比如图书管理。长期以来，我们几乎都是从有
利于 “管” 的角度来考虑， 很少考虑到学生们的
“用”， 即便是管理方式和手段发生了根本变化，但
管理理念仍然止步不前。 我在一些学校考察，就屡
屡发现这样的一些现象，即图书馆虽然取消了一对
一的借阅方式，变成了“超市式”“互动式”等，但学
生们还是不能随意出入，还是达不到“即时即兴”都
可阅读的程度。 再如学校的操场和体育器材管理。
在各级各类学校里， 我们又总能看到一些投入很
大、 档次很高的塑胶跑道操场被高高的铁栅栏围
着，看到一些体育器材在操场上闲置着，在器材室
里封存着；还有诸如仪器实验设施，微机、多媒体等
信息技术设施， 一方面是投入少而导致的配置不
足，而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闲置现象。 究其原

因，几乎都是管理者的管理理念错位使然！
最近， 通过和香港言爱基金会洽谈援建学校

项目，使我对这个问题又有了更深的认识。该基金
会目前已在 12 个省的国家级贫困县援建了近百
所学校。他们向每一所受援学校提供 1000 万元人
民币的无偿支持， 但同时要求受援学校按照他们
设定的 1800 个学位的规模进行建设，要求当地政
府提供不少于 2000 万元的配套资金和 80 亩的学
校用地。基金会提出校园建设规划要由他们来做，
并一再强调这是言爱基金会投资人邢李 先生的
意愿，每一所学校都是由邢先生亲自主持设计的。
邢先生为什么对学校建筑设计如此钟爱呢？ 原因
很简单，他就是要向内地输出他的“处处以学生为
本”的设计理念。我有幸到海南省澄迈县参观言爱
基金会援建的几所学校，最令我感动的也是“处处
体现方便学生使用”这一点。 比如，这些学校的学
生食堂全部建在学生宿舍楼的下层， 用邢先生的
话说就是，学生一下楼就能吃饭，很方便嘛？ 而恰
恰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学校校长却持有不同意
见，即“这样的建筑设计很不利于管理”。 但是，邢
先生没有让步，他坚持了下来。 我相信，随着我们
的社会文明不断进步， 他的这种设计理念也一定
会发扬光大。

是方便管理，还是方便使用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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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社会力量
共推素质教育

□ 赵 洁
当有限资源面对无限的需求，

如何去实现专注的梦想？ 真爱梦想
作为民间公益组织，力图搭建起政
府、商业和公益三个部门的伙伴关
系， 共同推动中国素质教育的变
革， 引领更多老师实现职业理想，
帮助更多孩子自信、从容 、有尊严
地成长！

这种伙伴关系可以称为 4P
(Public Private Philanthropy Part鄄
nership) 指政府部门通过与私人部
门、慈善组织（第三部门）建立伙伴
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
方式。 它不仅仅是当今社会中的前
沿话题，更是一种面对现实复杂社
会问题的有效解决方案。

真爱梦想作为支持教育的公
益组织，通过与各地教育主管部门
的交流，整合社会资源 ，以此推动
素质教育。 而教育局参与到“梦想
中心”项目中来，对于本地区素质
教育的实施、“梦想中心”的有效使
用及“梦想课程”的后续开展将起
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基于共同的教
育理念，“梦想中心”项目已经得到
了各地教育局的高度认可和支持，
真爱梦想与教育主管部门共同探
讨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的有效途
径并达成合作共识。

截至 2012 年 11 月底，真爱梦
想“梦想中心”项目共确认建设 727
所学校 ， 已覆盖全国 247 个市辖
区、县城或县级市。 真爱梦想取得
如此激动人心的成就，离不开与各
地教育局的合作。在真爱梦想 2012
年以前建设的 403 所梦想中心学
校，教育局配资学校仅有 31 所，配
资金额 98 万元；而 2012 年仅 1 年
的时间， 在全国 42 个不同的区县
就有 131 所梦想中心学校，由当地
教育局或学校与真爱梦想按比列
配套资金建设。

真爱梦想运用商业的管理模
式与经验，搭建教育服务支持体系
与平台。 无论是与甘肃会宁教育局
合作的乡村版“会宁模式”、还是与
天津津南教育局合作的城市版“津
南模式”， 都是一个个在教育理想
实践的路上留下的身影。

（作者单位系上海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

（一家民间公益组织 ，为什么
联合政府 、 企业及社会公众的力
量，择用课程的方式 ，来推动素质
教育？ 请关注下期）

“真爱梦想”行动 20

《孔子》的教诲
□ 刘良华育梦工厂教

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第三附属小
学校（简称太师三附小），在“多彩教育”办
学思想的引领下，在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
下，取得了良好的办学效果和社会信誉。

“多彩教育”强调全体师生的多元发
展和终身发展，强调发展综合素质和个性
特长，因此，读书成为创建学校文化、促进
师生发展的切入点和奠基石。

亲近书籍，让读书成为习惯

陶行知曾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
为此，学校把读书习惯的培养纳入养成教
育系列活动中并置于首位， 以读书促学
习，以读书促习惯，以读书促行为。 2009
年秋，三附小制定了《太师三附小养成教
育之读书习惯培养实施方案》， 先后出台
了 《太师三附小读书计划》《教师读书计
划》《班级读书计划》《小学生必读图书年
级漂流试行办法》等，以“读书，为孩子的
一生打好底色”为主题的全员读书工程正
式启动。

1. 打造读书文化，建设书香校园
学校首先以“三个营造”来打造学校

读书文化，以“三个落实”来建设学校读书
环境。“三个营造”指的是以“三个共读”工
程营造读书大环境；以浓郁的书香环境营
造良好读书氛围；以丰富的读书活动营造
良好读书文化。“三个落实”指的是落实读
书时间、读书内容和图书来源。 学校将读
书纳入到校本课程当中，除了每天下午一
节读书课雷打不动之外，还安排了阅读指
导课、漂流新书推荐课、读书交流课等；同
时以语文课程标准推荐书目作参考，并广
泛征求学生和教师建议，学校统一出资购
买图书； 还从四个渠道为孩子们提供图
书：即购置年级漂流书，建立两类小书架，
丰富图书室藏书和接受社会各界赠书，进
一步拓展了书源。

2. 培养读书习惯，指导读书方法
好习惯的形成前期是需要指导和训

练的。 学校认真落实“三个训练”，即读书

姿势的训练、读书方法的训练和保护图书
的训练，以此培养学生读书习惯。同时，根
据不同年级学生的不同认知特点，采取一
年级“指读”、二年级“滑读”、三至六年级
“默读”三种读书方式，循序渐进，培养学
生读书方法。

3. 记录读书历程，共享读书收获
为激励学生读书，学校以每月小组演

讲、学期班级演讲和学年年级演讲的“三
级演讲”作为读书激励机制，以班级读书
星、年级读书星、校级读书星的“三级读书
星”作为评价机制。学生人人登台演讲，与
大家共享读书的收获和喜悦；楼道里张贴
的“读书星“，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读书的
积极性。

科研跟进，让阅读引领成长

苏轼曾说：“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 ”
为了让阅读发挥其应有的能量，引领学生
的成长，在省“十二五”重点规划课题“多
彩教育实践探索” 之下， 学校专门开设
“阅读指导策略研究”子课题，将阅读指导
策略确定为课内阅读“结构模式”、阅读指
导“哑铃模式”、综合实践“扇面模式”等三
种。

1. 有效课堂奠基———“结构”模式
课堂教学是课程实施的重要途径，是

提升学生阅读能力的主渠道。 我校以“有
效教学”为目标，以“多元·研究·发展”为
主题，积极开展课堂教学改革，追求有效
课堂，促进学生多元发展、主动发展和持
续发展。在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张伟老师的
指导下，我校语文课堂逐步建立起一种新
型的模式，即“结构课堂”模式。

结构教学是将建筑学结构理论应用
于课堂教学的一种讲究协调、 注重整体、
着眼宏观的教学模式。其主要表现为根据
目标要求和学生需求对教材的重新认识
和再建构，以实现“以学定教”。 具体操作
步骤是：

第一步：检查预习，先学后教。开课伊

始，首先检查学生预习情况，即自主学习
的效果，这样就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了学
生，体现了“先学后教”的思想。

第二步：以学定教，披文入情。在了解
学情后，针对学生学习的兴趣点、疑惑处
进入课文学习。 紧紧围绕文本的模型架
构，抓住学生学习的点、线、面，在听、读、
说、练、写等语文基本训练的过程中，通过
动态的生成，完成对文本的解读，达成教
学目标。

第三步：当堂反馈，设计练习。依据对
文本的解读， 更依据学生课堂学习的反
馈，精心设计课堂练习，以达到巩固知识、
提升能力的目的。这样的练习是以文本为
本，以学生学习的反馈为本，因而更具有
针对性和指向性。

2. 阅读指导架桥———“哑铃”模式
要做到课堂学习有效率，课外阅读有

兴趣， 课堂和课外还需要一座连接的桥
梁，“哑铃”模式阅读应运而生。

所谓“哑铃”模式阅读指导课，是以扩
大学生课外阅读量为宗旨，以课堂回馈指
导为凭借，以当堂有目的地深化阅读为途
径。这种教学可有效地规范学生的课外阅
读行为，避免学生课外阅读的盲目和自流
状态，提高课外阅读的有效性。

课堂操作步骤为：
第一步：阅读交流分享———左铃。 这

是阅读的激趣层面。 根据阅读指导的目
的，围绕一个主题或者话题，围绕一位作
家或者书目， 围绕一种类型或者风格，等
等，学生自主交流课外阅读所得。

第二步 ： 归纳梳理方法———铃柄 。
这是阅读能力的发展层面。 根据阅读指
导的目的 ， 在教师引导下展开讨论 ，将
学生在阅读中获得的方法和技能进行
合理的梳理和归纳 ，教师适当进行方法
性的指导。

第三步：当堂拓展阅读———右铃。 这
是阅读能力的深化层面。学生运用归纳整
理的方法和技巧当堂阅读， 学以致用，在
练习巩固的同时熟练方法、 体验方法、内

化方法，有效提高阅读能力。
3. 综合实践搭台———“扇面”模式
语文阅读综合实践活动就是为学生

搭建自主阅读和阅读展示的舞台， 充分
发挥学生在阅读中的主体作用， 调动学
生阅读的积极性。 语文阅读综合实践活
动包括经验交流 、心得介绍 、笔记展评 、
读书评价等方面， 我们将之架构为 “扇
面”模式，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第一，阅读活动层面。 扇柄也就是以
扇面轴心为活动主题，每一根扇骨就是学
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资源优势所展
开的自主阅读活动（如阅读、走访、调查、
参观、收集整理、查找筛选等）。

第二，阅读展示层面。 扇柄也就是扇
面轴心仍然是指活动主题，每一根扇骨则
是学生以自己喜欢和擅长的方式进行的
个性化的阅读成果展示（如书法、绘画、手
抄报、演讲、歌唱、故事会等），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但又都体现同一个主题，因而最
终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即扇面。

春风化雨，让书香润泽生命

我校的读书活动已经赢得了教师、学
生、家长、社会的广泛赞同和喜爱，当地很
多媒体多次给予报道，形成了广泛的社会
影响， 最重要的是读书净化了师生的心
灵，阅读引领着学生的成长，书香润泽了
校园的每一个生命。

目前， 读书已成为师生的自觉行为。
走进办公室，教师的案头总是摆放着自己
选读的书籍，细密的批注、点滴的心得、轻
轻的勾画、浅浅的折痕，这一切带来的是
课堂的外延和半径在不断扩大。 通过读
书， 许多孩子实现了由他律向自律的转
变，有效促进了各项行为习惯的养成。

翰墨飘香，春风化雨，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 相信随着阅读活动的深入，我校的
“多彩教育”增添更加亮丽的色彩。

（作者单位系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院
第三附属小学）

在一项男士择偶对象的调查中，女教
师成为热门目标。原因在于男士最看重的
是其教育子女的能力。 可以肯定地说，这
当然是好事。 此外，一般人普遍还会说出
一个不容反驳的理由：一个好教师，既然
可以教好许多学生，怎么会教不好自己的
子女？ 其实，这样的“想当然”本也无可厚
非。 然而，身为教师，我却发现，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许多同行，不仅是我，包括那些
荣誉等身、教学成就斐然的教师，也常常
为其子女的教育问题而烦恼。

《好教师，也是好父母》的作者并没有
讲什么大道理， 他们只拿自己的孩子说
事，列举了许多孩子成长中的故事，可读
性很强。

对于现在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父母热衷
于送孩子到各类培训机构去培养艺术特长
的问题，作者认为：“走向畸形发展的艺术特

长，摧残的不仅是艺术，还有教育，还有孩
子。”“掺杂了太多功利之心的艺术和体育特
长的培养之路，是难以行走长远的，只有尽
可能多地摒弃功利之心，追求艺术的熏陶与
审美的启悟， 追求体育的精神与健康的意
识，艺术和体育特长的培养之路才能走得长
远。”这些发人深省、富有真知灼见的话语多
么值得我们细细体味。

本质的东西总是有许多相通之处
的。 拿现在人人自危的安全教育来说，许
多人似乎都陷入了误区。 为了安全起见，
家长护送的多了，孩子的独立活动少了，
父母取代孩子做家务的多了， 孩子的简
单劳动和户外活动少了。 作者把这称为
消极安全教育观，其造成的后果是：孩子
体能低下， 背离素质教育， 泯灭儿童天
性，降低儿童社会化程度。 而积极的安全
观则是要辩证地处理好以下关系， 即安

全与发展的关系、 小安全与大安全的关
系。 对于可能涉及安全的活动，既不“冒
险 ”前行 ，又不因噎废食 ，绝不能因 “安
全”而废了“教育”。 我认为，这种积极的
安全观， 学校和家庭都应当认识到其对
孩子成长的重要性。

此外，针对教育孩子过程中面临父母
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如看电视、上网、犯
了错误如何惩罚等问题，该书在每组内容
后附设了“好父母的教育密码十问”。现在
仅挑出几个自己喜欢的精彩问答与读者
分享。

用三个词概括你们的孩子。
答：认真，懂事，平凡。
你们重视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吗？请

具体谈谈是如何培养的。
答 1：重视。 早起和孩子一起读书，推

荐一些有趣的书，买书的钱全额报销。

答 2：非常重视。孩子两岁时，我们教
她背唐诗，并且让她看绘本。 再忙，全家
人每天都会一起安安静静地读书一至两
小时。

你们希望孩子拥有一个怎样的未来？
答 1：自食其力，对生活有信心，充实

而有闲暇。
答 2：做个有智慧、有理想的平凡喜

乐人。
答 3：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执着一

项事业的追求 ， 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 ，
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 ，保持一种良好的
心态。

在听腻了许多功利、 空洞的大道理、
大目标、大口号后，我总是更偏爱于这样
简单、质朴的回答。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晋江市永和镇观
头小学）

注重习惯养成 跟进课题研究 构建阅读模式

让读书成为师生的自觉行为

教师更应做好父母
———读《好教师，也是好父母》

□ 张天补读联盟成员校阅 ·读书心得

□ 聂三敏读学校候选爱

小时候，父亲爱喝酒，但不上瘾。 白天下地干活
累了要喝几口，晚上吃饭前也要喝几口，那时的我就
喜欢坐在父亲身旁看着他喝酒， 阵阵馥郁的酒香味
溢满了整个屋子。

父亲把小酒碗送到唇边，缓缓抿上一口，轻咂嘴
巴，将酒咽下，发出“咂”的一声，那满口的酒味对我
来说喷香扑鼻，至今难以忘怀。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父亲那时喝
的是自家用包谷酿造的烧酒。 家庭小作坊酿酒，工艺流
程简单，一次能酿制十斤八斤，味清爽口，余香绵绵，不
上火，不晕头。 正所谓“高度不打头，低度满口爽”。 我家
酿的土酒，曾招待过不少远亲近邻。 父亲从部队转业后
分在地方工作，有一份固定的工资，尽管那年代的生活
艰苦，但与村里其他人家比起来，我家的日子还算不错。
每当家里要请人帮忙干农活时，母亲就会提前准备一壶
好酒，届时送到田间地头，午间吃饭休息，乡亲们或就着
壶口，或倒入碗中，一饮而进。 每逢过年过节，是父亲最
奢侈的时刻， 热情好客的他总会让母亲端上两样下酒
菜———一盘油炸花生米， 一盘凉拌猪耳朵。 他陪着客
人，咂一口酒，夹一箸下酒菜，甚为美味，兴尽方散。

那时， 母亲常会唠叨父亲：“身体最重要， 少喝
点。 ”父亲总是笑眯眯地说道：“她妈，你见过我喝醉
过吗？ 酒是五谷之精华，适当喝点有益身体健康，喝
过头了则对身体有害。 你放心，我虽然好酒但我喝得
少，所以对身体有益啊。 ”在我印象里，确实从没见父
亲醉过酒， 只是他常常提起战友请他喝茅台酒的经
历，不时唏叹：“真是好喝，要是能再喝上一口，也就知
足了。 ”年幼天真的我不知茅台为何物，暗下决心，等
我长大挣钱了，要让父亲喝茅台喝个够。

我上中学后，家乡逐渐富裕起来了。 母亲为了让
父亲好好喝上一口茅台，狠下心来竟把家里养的两头
大肥猪卖掉， 托在供销社工作的表叔买回一瓶茅台
酒。 我知道这酒不光是为了圆父亲的心愿，更多的是
母亲对父亲那份浓浓的爱。 当然父亲心里也高兴，但
他却责怪母亲好长一段时间。 他把那瓶酒像宝贝似
地珍藏着，一直舍不得喝。 而一天放学回家后，我推
开门正看见顽皮的小弟拿出那瓶茅台，他见我进来就
吓得紧张，手一哆嗦，就听“啪”的一声，随之而来的醇
香在屋子里一圈一圈地漾开，那种芬芳，令人心旷神
怡，全身的毛孔，淋漓痛快，没有一处不舒坦。 父亲回
来后，没有生气，微笑着说：“不要紧，以后你们姐弟长
大了再买给我喝也不晚。 ”

岁月匆匆，我长大了。 参加工作后，我用积攒起
来的工资给父亲买了两瓶茅台酒，父亲激动得泪眼盈
盈，赶紧叫母亲炒几个好菜，用小杯细斟慢饮起来，一
脸灿烂。 看着他陶醉的样子，我开心极了。

父亲喝酒，爱酒，甚至收藏酒。 我们姐弟知道父亲
这爱好，每次外出旅游或出差，只要看到有什么好酒、新
酒，都会给父亲买回来。 望着琳琅满目的美酒，他总说，
真正的好酒是艺术品，应当慢慢品尝……

父亲和酒香
□ 钟 芳

江南的雪
□ 黄维舟

节遐思季

江南已然少雪了！这个冬天，我独坐书房，心中涌
起淡淡惆怅，不禁想起了 20 年前的江南，忆起了童年
江南的雪。

江南的雪，来得有预兆，往往是在北风咆哮了一天
之后。 当暮色降临时，天空黑压压地暗下来，气温骤然
下降，西北风怪叫着似乎在找寻着什么。除了快活的孩
子们在稻场跑来跑去和风逗乐着，村前的大路上、田野
里很少看得见人影。

吃完饭，大人们照例早早拾掇好，拢着孩子们偎
进放了热水袋的被窝里。孩子们就在这令人心惊的风
声中提心吊胆地浅浅入睡，而大人们也在有一搭没一
搭的闲聊中悄然睡去。

天亮了！ 不用点灯，蒙着塑料薄膜的窗户口一片通
亮。那不是太阳光，太阳光没这么白亮白亮的。冬日的阳
光是橘红的，透着那么点温情。睁着眼躺在床上听，院子
外面的大路上没有人声，也没有那勤快的小麻雀发出的
欢快的“唧唧喳喳”声，隔壁挨着正墙搭的小蓬屋里，在
鸡笼里关了一夜的鸡“咕咕咕”吵着要出来，猪圈里那头
肥猪大概是饿了，“哼哼唧唧”地撞着木栅栏。

主妇们多是先起床，她们得放鸡、喂猪，还得烧早上
的山芋稀饭。 孩子们仍旧在被窝里蜷着身子往墙边贴，
破旧的被子盖在身上也不见得多暖和。随着“吱吱呀”开
木门的声音，在一片蒙眬中，睡在床上的孩子恍惚中听
见大人一声惊呼：“下雪了！ ”于是，孩子们精神猛地一
振，从床上躬起身，脸向着房门，大声喊一句：“妈，下雪
啦？ ”待得到肯定的答复，便“呼”地坐起，抄过棉衣棉裤，
忙不迭地穿好下床，趿拉着一双破棉鞋小跑到堂屋大门
口，往外一看，啊，好大的雪呀！ 快乐像酵母般在心头酝
酿。 接下来，堆雪人、掷雪球、打雪仗的把戏开始拉开帷
幕，他们用一双冻得通红的小手，从地上捧起一把把白
白的雪，随心所欲地创造着充满童真童趣的玩偶。 小小
的村庄沸腾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天，仍是那么的冷；
太阳似乎不忍破坏孩子们童话般的梦，也懒得出来；风，
也悄悄地躲了起来。

那时的物质生活是贫乏的，但因了这一场厚厚的
雪，给孩子们黯淡的童年平添了几许快乐。

江南的雪现在是大不如从前了， 少得让人心疼，
只够盖得住田野中那些凸起的土疙瘩。这么少得可怜
的一点雪，还没容兴奋的孩子们堆一个雪人，捏几个
雪球，一缕阳光投射下来，便倏地消融，悄没声息地钻
进草皮底下，更不要说让孩子们有充足的“弹源”好好
打一场雪仗了。 在空荡荡的场院上，只留下孩子茫然
站立的身影。

江南的雪是在何时变少的，又是何时不见了踪迹，
无人知晓。 那曾经漫天漫地、肆意飘洒的江南的雪，化
作一段粉红的记忆，深藏在我的心底。

想念雪，在这个无雪的江南。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宣城市第十二中学）

胡玫导演、周润发主演的《孔子》从一开始就
引发非议。有关这部电影的非议，与导演和演员没
有太大关系， 争议的焦点在于有关孔子的政治哲
学以及教育哲学的深处。

电影《孔子》以及相关的文本如《论语》显示，
孔子一生只追求三件事：做人、做学问和做官。 他
对弟子的教诲也只聚焦在这三件事情上。

第一件事是做人。孔子做人的核心是“仁”。所
谓“仁”，一是“礼”，“克己复礼为仁”。 二是“爱”，
“仁者爱人”。

首先是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 而礼的核心是“和”与“中庸”。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礼之用，和为
贵。 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 有所不行。 知和
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又说：“中庸之为
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

其次是爱人。主要是“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
隐之心”。所谓“亲亲之爱”，即爱自己的父母，爱自
己的兄弟，这两条加起来就是亲亲。 所谓“忠恕之
道”，是实行仁爱的具体方法。“忠”就是“己欲立而
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 合起来叫忠恕。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是积极地进行仁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
消极地进行仁爱。

在“礼”与“爱”之外，还有“恻隐”之心。孔子似
乎主张人与人是不平等的， 这是最容易引起争议
的地方（其实，人与人之间究竟是平等还是不平等
的，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孟子提出来另外一个内
容：“恻隐之心”， 为孔子的 “亲亲之爱”、“忠恕之
道”提供了补充。 所谓“恻隐之心”，是一种不忍之
心，不忍心别人无端地、无辜地受到痛苦，有了不
忍之心就可以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甚至“推己及
动物”，对动物的虐待虐杀也怀不忍之心。

第二件事是做学问。 孔子对做学问的建议，隐
含在《论语》的开篇之中。《论语》的开篇只有看似结
构松散的三句话，却比较完整地提示了教师成长以
及教师幸福的关键要素：一是学习并不失时机地反
思和实践；二是以培养“英才”的心态对待学生并与

之保持对话关系；三是保持乐观心态，即使暂时不
被理解、不被承认也依然保持君子之风，“君子坦荡
荡，小人长戚戚”。 具体而言，孔子的做学问之道有
三个特点：一是好学，二是博学，三是活学。

《论语》叙述了孔子“好学”的语录，比如“学而
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三人行
必有我师”。 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他 15 岁就“志
于学”。直到晚年，依然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
知老之将至”。也因此，在众多的弟子中，孔子最器
重颜回。 孔子曾两次对人说，自从颜回去世，就再
没有听说有好学的人了。

孔子好学，学无常师，而且博学多艺。 孔子是
大师，却不是“专家”。 《论语·子罕》记载了一个故
事，有个村民（达巷党人）评论孔子说：“大哉孔子，
博学而无所成名。 ”

孔子不仅好学、博学，更重要的是，他能活学
活用，不做死学问，他看重的是“举一反三”的“悟
性”和“贯通”。 有一次孔子问子贡，你和颜回比，
哪个更强些？子贡说，我怎么敢比颜回？他闻一以
知十，我顶多才想到闻一以知二。于是孔子说，确
实比不上（弗如也）。 孔子对颜回的评价，为什么
这么高呢？就因为颜回有“悟性”。孔子做学问，最
反对四种毛病，叫“意、必、固、我”。 “意”就是凭空
想象；“必” 就是绝对肯定；“固” 就是固执拘泥；
“我”就是自以为是。 光有“悟性”是不够的，还得
“贯通”。 据《论语·卫灵公》记载，有一次，孔子还
是问子贡，你认为我这个人，就是书读得多，又都
记得住吗 （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 子贡惊异地
说，是啊！难道不是吗（然，非与）？孔子说，当然不
是（非也）！ 我是靠一个东西来贯通它（予一以贯
之）。 “吾道一以贯之”，这是孔子治学箴言中最重
要的一句话。 并非知识多，记性好，就是大学问
家。 重要的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和线索。 做学问
如果没有主心骨，就会人云亦云。 孔子的学问是
在博学的杂乱中建立清晰的线条、稳定的主题和
脉络，然后，将他有主题和有脉络的学问派上用
场。 用在哪里？ 官场，社会。 为什么？ 因为孔子的
学问，主要是关于政治和伦理的。 政治的要用于

官场，伦理的要用于社会。
第三件事是做官。在做人、做学问与做官三者

之间，“做人”是前提，属于私德。 “做学问”与“做
官”才是核心目标，是事业。而且，做学问与做官最
好相互增进，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 做官
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为了做
官，孔子曾经放言说，如果有人用他来治国或者齐
家，则“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就是说，只要让
我做官，保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获成功”。

孔子的“为官之道”，首推“正名”。 子路曾问孔
子：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卫君待子而
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准备干什么（子将奚先）？孔
子说：第一是“正名”（必也正名乎）！孔子说，名分不
正，言语就不能顺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语不顺
畅，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不成
功，礼乐就不能复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
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
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
才好（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 正名为什
么重要？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即“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个
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人做事，大家都找到了
自己的位置，社会有序，天下太平。

其次，孔子的“为官之道”是“均衡”：“不患寡
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均”不是平均、均
匀，而是均衡。 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级别、
名分来分配。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级别最低的分
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
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 ”，以便
“按名分配”。

再其次，孔子的为官之道是“教育”，包括“游
说君主”和“教书育人”。游说的对象，包括国君，也
包括执政的大夫。 孔子周游列国 14 年。 出国的目
的在于：希望能在某个国家做官，实施自己的政治
主张。 如果做不了官，则希望能够游说执政者，推
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除了游说之外，就是教育：把
自己的学生培养出来，让他们去从政、为政，推行
自己的政治主张。

腊月是年的序曲。小时候，一进入腊月，心里就多了份期
盼，盼着年快点到来。年到了，就有好吃的了。这么想着，禁不
住舌尖生香。

吃了腊八饭，来把年货办。平素很少赶集的父母，此时不
会错过每一个集日。他们这集买一把葱，那集买几头蒜，陆陆
续续地把年货买回家。 每天放学归来，看到屋里高挂着的肉
和盆里养着的鱼，我心里就不由得一阵雀跃，觉得年的脚步
一天天近了。 出门见了伙伴，都要忍不住炫耀一番自家办的
年货。

腊月二十三，小年。这天早早地吃过早饭，父亲和母亲就
开始打扫灶屋了。父亲腰系围裙、头顶草帽、手拿扫帚把灶屋
上上下下打扫得干干净净。 母亲把锅前灶后擦得一尘不染。
收拾停当，一小挂鞭炮炸响，父亲和母亲开始虔诚地拜请灶
王爷，恭请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这时候，我们往
往已经放了寒假，就等着灶屋飘香了。

腊月二十四开始，父亲和母亲就忙开了，今天粘米花糖，
明天蒸馍，后天炸麻叶、馓子，紧接着磨豆腐，杀鸡，炖肉……
每天干什么，安排得井井有条。母亲有点儿迷信，这时却偏偏
要把我们赶到外面去玩，以免我们说出亵渎神灵的话，做出
于神灵不敬的事， 而招致诸如面不发、 油溅锅等不祥的事。
可我们却禁不住往家里蹭，在灶屋门口闪来闪去的，此时，母
亲就会严厉地教训我们。其实，母亲还是体谅我们的，美味一
出锅，她总先递给我们一盘，让我们先尝为快，以慰馋虫。

母亲忙碌完毕， 洋溢出的笑容一下子拂去了满脸的疲
惫。 做好的美食放在大红陶盆里，盛在塑料袋里，父亲和母
亲舍不得吃，而我们都禁不起诱惑，蠢蠢欲动。

过与其说是期待着年的到来， 不如说是那些过年的美
食。 这是一年里最美好的时光。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亳州市铁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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