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提升和发展的方式有很多，读书无疑是其中最便捷的一种。 但是很多时候，除了教学工作，教师还
面临生活中的各种琐事。 这就导致许多教师苦于无时间读书。 现在，暑假到了，少了工作的压力，多了可以
自由支配的时间，教师就可以静下心来，读一些自己喜欢的书，品读个中况味。

读出昨天。 既然我已经将自己“许配”给教育，就应心为教育谋。 暑假读书，把心融入到文字中，让文字
那泓清泉静静地涤荡已经浮躁和疲倦的心。 在那一行行文字中，定能发现我辈昨日教育的疏漏、失误之处，
这是平日繁重工作后自省吾身所未能见到的。 此时，因文字的敲击，我才醒了思绪，还原了那一段段真实的
教育场景，才发现那些早该纠正的“错题”。 于是，我拿起笔，记录下那些“错题”，在文字的“点化”下，穷其
根，追其源，深探解决的办法。 如此，以后的工作才不会重复这些错误，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走好在学校的
这一段路。

读出生命。 生命，不只是活着，而在于充实，在于生命内在的觉醒。 书，便为我们提供了充实生命，以及
让生命觉醒的介质。 暑假就是让生命更加充实和完善的好时光，像吴非说的，“只要读书，一切都好办”。 我
们要多读书读好书，才能淡化外物，关注内心。 鲁迅说：“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得不到多
方面的优点。 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 ”所以，为师者，一定要读“杂”书。 我们不仅
要读专业书籍，更要广泛涉猎各方面对自己成长有帮助的书。 哲学、管理、文学，一并与专业书籍一起摆上
案头，让自己与它们亲密接触，真正体会生命“在场”的快感。

读出生活。三毛说：“书读多了，容颜自然改变。 ”许多时候，我们可能以为看过的书都成了过眼烟云，不
复存在。 其实，它们是存在的———在气质里，在谈吐上，在无涯的胸襟里，当然也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
若我们能“读”霸每一个暑假，于无形、无声中敞开生命，定能读出生活的色彩和美丽，读出生活的趣味和可
贵，进而改变自己，做更好的自己。

所以，暑假里，我准备倾听《诺贝尔奖获得者与儿童对话》，在《杜威教育名篇》里感受《教育大乾坤》、
《教育哲学》的境界。 与于丹一起《重温最美古诗词》、《趣品人生》，感悟《〈论语〉心得》、《〈庄子〉心得》，尽心
《跟孔子学当老师》，《在与众不同的教室里》和王崧舟老师一起享受《诗意语文》，享受潘新和教授讲述的
《语文：表现与存在》的理论大餐，享受《瓦尔登湖》的宁静……正是一年炎夏时，让我们“读”霸暑假，读出昨
天，读出生命，读出生活，读出一个美丽的明天。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万州区百安移民小学）

� � � �早在放暑假前，我就做好了假期计划———过一把“家庭煮夫”的瘾。
高考过后的这个暑假，我可以享受近 3 个月的假期，而更让我高兴的是，在高温的天气里，我那双

怕冷的手不必因为洗菜、煮饭而冻坏。 当然，这些只是幌子，我之所以要过一把“家庭煮夫”的瘾，最关
键的是想回报妻子多年如一日对我和儿子的照顾。

身为一名高中教师和班主任，我在工作之余很难有个人时间，所以我从来不为家中的大小事务
操心。 一直以来，都是妻子尽心地照顾家中的两个男人。 不过，坐享其成久了，心里也有些愧疚，特别
是看到同事们一下班就急忙往家赶的时候，我在得意的同时，也心疼劳累的妻子。 尤其是冬天，妻子
每天早上不到 6 点就起床，打豆浆，煎鸡蛋，忙得团团转。 这是我和妻子的共同决定和一直坚持的习
惯———每天让孩子在家吃完早饭再去学校。 也正是因为这个决定，沾了儿子光的我，每天早上都能
在家吃上可口的早饭。 所以，每每听到同事在办公室抱怨还没吃早餐的时候，我都会倍感幸福。 于
是，高考一结束，我就唱起了“家庭煮夫”的大戏。

当然，这台大戏也是打了折扣的。 每天早晨，依旧是妻子做早餐，等我和儿子享用完毕，妻子会去
菜市场买菜。随后，厨房就成了我的舞台：择菜、清洗、切菜、淘米，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妻子则坐在
电脑前，看她心爱的电视剧。 偶尔，她也会走进厨房跟我说说话，既是怕我寂寞，也是怕我独守厨房出
差错。 妻子的行为让我心生温暖，同时也有些歉疚———平时，妻子总是一个人在家中忙碌，哪里有可以
说话的人。 即使我与儿子回到家，也是吃完饭后就忙工作或写作业。

也许是长期教学养成的严谨习惯，我的“厨房秀”还是很精彩的。 每当妻子坐在餐桌前享受我的劳
动成果时，总会夸赞我。看着她如花的笑靥，我的心底也荡漾着满满的幸福。而让我最有成就感的是饭
后清洗锅碗与整理厨房。 一通整理之后，看着洁净整齐地摆在橱柜上的厨具，我总会傻傻地笑出声来。

妻子很照顾我，在我完成“厨房秀”之后，她就会让我坐下来休息，自己去拖地、收拾屋子。 其实
我很清楚，妻子只是在暑假的起始阶段让我过瘾，两三周之后，她又会“抢”回厨房重地。 我想，这个
暑假应该又是这样。 我欠妻子的太多太多，3 年，我才有这样一个暑假，无论我的“厨房秀”是多么努
力、多么精彩，与妻子对我们这个三口之家的付出相比，总是微不足道的。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芜湖县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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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每年的这个时候，真爱
梦想公益基金会办公室的空座位
都会明显增加，因为“梦想教练计
划”又开始了。 51 个支教团队、数
百名志愿者将赴全国 23 个省份，
在整个暑假里， 与近万名教师朝
夕相处，分享快乐。

自 2010 年暑假开始，真爱梦
想已连续 3 年举办 “梦想教练计
划”支教活动，共组织了 96 支志
愿者队伍，行走 50 万公里，与 28
个省市的 12315 名教师进行梦想
课程理念交流和课程演示互动。
真爱梦想希望通过 “梦想教练计
划”，将素质教育新模式———梦想
课程，带给更多的教师，并通过互
动体验式的培训方式， 让教师感
受梦想课程的理念和教学方法，
引发教师的兴趣和思考， 激发教
师改变的意愿和勇气。

在支教团队中有很多大学
生, 他们的参与不仅为支教团队
注入了活力， 还可以充分调动青
年人对公益的深度认识、热情，有
助于青年公益力量的成长。 活动
中，大学生亲身经历乡土中国，了
解社会， 培养了服务意识和奉献
精神。 通过“梦想教练计划”这一
多元的组合（企业志愿者、城市教
师、乡村教师）的平台，大学生有
了学习公益理论和实践的机会，
同时，这一平台，也成为提高大学
生解决适应社会、 提高解决问题
的能力的重要途径。同样的，企业
志愿者则在参与的过程中， 真切
体会了公益项目的意义， 进一步
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梦想教练团队不是来了又走
的旅游式支教队， 而是基于梦想
中心项目， 通过与当地教师建立
深入联结， 从而推动梦想课程的
普及和深入， 让偏远地区孩子或
城市农民工子女， 能够真正实现
自我意识的觉醒， 探索更广阔的
世界和更美好的人生。

一个个梦想教练， 就如一颗
颗盛夏的果实， 给这个世界带来
难忘的甜蜜。

（作者单位系上海真爱梦想公
益基金会）

（“梦想教练计划”是如何帮助
教师教授梦想课程的？ 梦想课程又
是怎样帮助孩子实现自我，提升自
信的？ 下期，我们将呈现梦想课程
是如何吸引和改变教师的，以及相
关学生的故事）

8-9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2013年 7月 17日

周
刊

阅
读
改
变
生
活

第 108 期
主编：冯永亮 电话：010-82296740
策划：解成君 电话：010-82296732
编辑：刘亚文 电话：010-82296736
投稿信箱：jsshzk@126.com
美编：梁颖宁 电话：010-82296743
投稿信箱：liangyn@edumail.com.cn

盛夏的果实
□ 张 霞

“真爱梦想”行动 39

翻看日历，今天“出梅”，明天“入伏”。 小暑、大暑连续作战，掐指一算，足足几十天，即使到了立
秋，还会有“秋老虎”作怪。

苦夏难挨，怎么办？ 苦中寻乐，没事逗逗蝈蝈儿。
自从孩子们长大离家后，我的暑假生活就变得单调起来，而且我一不愿打麻将，二不喜钓鱼，只

得拾起童年的爱好———逗蝈蝈儿。 蝈蝈儿通体绿色或者褐色，翅短、腹大，跳跃有力，在它的前翅根
部有一个发声器，震翅发音，高音有劲，低音靡靡，老幼皆喜之。 在老家，我们称它“叫蛐子”。

逮蝈蝈儿是个巧活儿。 烈日当头，汗流浃背，伫立在田垄，轻手轻脚，审时度势，突然袭击，须臾
之间，便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据为己有。 得胜而归，颇有打靶归来的妙趣。 蝈蝈儿调皮至极，呱呱叫
着，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金黄的竹编的荸荠形笼子里，它伸出两根细柔的触须，张开薄似蝉翼的
翅膀，向我展示它扎实的唱功。 一只蝈蝈儿就干起一支乡村乐队的活儿，哆来咪发，发咪哆来，听其
嘹亮圆润的鸣叫，看其翠玉般玲珑剔透的形体，能感受到大自然的别样情趣。正如孙犁先生在《如云
集》里所言：“人生，总得有一点闲情。 闲情逐渐消失，实际就是生命的逐渐消失。 ”

蝈蝈儿是有灵性的，当我把逮到的蝈蝈儿放在竹篾做的笼子里，每天喂水添食，送吃送喝，逗
趣、虫语一番，时间一长，彼此成了消磨时间的朋友。 早晨，我踩着露水掐南瓜花喂它，黄昏，西天还
浮着火烧云，我就给它送去野菜。 有时候，我也会给它辣椒吃，因为吃了辣椒的蝈蝈儿叫得更加响
亮、长久，可以唱到天明。其实，蝈蝈儿最喜欢吃甜食，譬如西瓜或者黄花菜，吃了头直摆，手舞足蹈。

但是，这个褐色的小家伙也是很无情的———我在喂它的时候，它常常会从竹篾的洞里伸出头来
咬我一口。 其实，好斗的是雄蝈蝈儿，好事者喜欢用来游戏或者赌博，一场比赛过后，到处是断了的
腿或翅膀。 所以我不支持斗蝈蝈儿，而是喜欢逗蝈蝈儿。 当逗它叫起来时，我也会情不自禁地笑起
来。 每当这时，妻子就会回一句：“怪人。 ”

当蝈蝈儿老了，大腿、须子、牙齿都掉了，我就给它喂豆腐吃。 可是没过几天，它还是死了，我很
难过，就用树叶包起来放到一个土冢里，起个字号，算是纪念。最近这几年，有食客们说蝈蝈儿“味道
鲜美，似青脚虾，还没有污染”。 我却从来不吃它，也劝别人别吃。 因为在养它的那些岁月里，对它有
了感情，有了牵挂。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巢湖市黄山中学）

美国波士顿儿童医院的一项发明让人类
有希望摆脱呼吸的束缚。 只要将一种包含着
富氧微粒的液体注入人体， 那么， 即便不呼
吸，这些液体也能让机体获得氧气，约 15-30
分钟。 目前，这项技术主要用于呼吸衰竭之类
情况的急救， 它能够避免大脑等重要器官因
为无法获得新鲜氧气而产生永久损伤。 值得
一提的是，科研人员还将它处理成小袋包装，
需要的时候， 取一包打一针就可继续不用呼
吸。 或许有一天，这项技术可以运用到潜水等
水下活动中。

美国杜邦公司和 PMA 公司合作， 推出了
自带无线充电功能的可丽耐面板。 用这种板材
做成桌子，把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设备放在
上面就能充电，而不需要杂乱的充电线。 而对
于大多数没有内置无线充电设备的手机和平
板电脑，要想直接扔台面上就充电，只需套上
一个无线充电器，就像图中展示的那样，将之
插在手机上即可。

全功能笔除了能写字， 同时还能当尺
子、量角器和圆规用。 它的造型和普通圆珠
笔差不多，只是笔的顶端有液晶屏，能显示
测量数据。 此外，笔的侧面则有一个需要的
时候可以打开的功能支架， 配合这个支架，
这只笔便能完成诸多功能。

闷热的夏天，再不会有比来上一瓶泡着水
果的冰水更畅快的了。 你可以试试这个———水
果冰球。 一种可以从中间打开的球形冰格，顶
上有注水孔，使用的时候，先放上一块水果在
中间，再把冰格盖上，然后注水，冰镇之，一颗
看上去冰爽怡人的水果冰球便做好了。

三人吊床结构上相当于将三个圆环拼在
一起变成了支架，有着一种非常诱人的数学之
美。 给每个圆环都设置一个吊床，无论是在沙
滩还是公园，三人吊床都能成为最棒的休息工
具。唯一的缺点可能在体积上，即便支持拆装，
这么大的环运输起来也不方便。

注射式氧气

无线充电面板

全功能笔

水果冰球

三人吊床

“夏”一站———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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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情人》
清凉指数：★★★★☆
泰国电影比许多国产电影更会描述细

节，即使这部低成本电影也是一样。 导演对
孩子们上学、放学的设计如舞台剧，有节奏，
有幽默。 当然，电影最打动人的是两个小演
员青梅竹马的关系。男主角从被男生抛弃被
迫和女孩做伴，到他重新成为男子汉而疏远
了女孩，这个过程发生在一个夏天，其中的
转变细致入微而又足够伤怀。电影结尾处的
分离，男孩用尽各种方式追车未果，让很多
人有想哭的冲动。

《蓝色大门》
清凉指数：★★★★☆
清新、青春、清澈、清凉，《蓝色大门》是一

部不矫饰、不造作的电影，这得益于导演易智
言对少年状态精准的捕捉。 台北师大游泳馆
闪烁的水光，孟克柔单车上被吹动的发梢，张
士豪飘飞的花衬衫，海滩上的牵手，一切都让
人觉察到空气的流动。 这部电影最终成为台
湾电影划时代的一笔，从摄影、构图、调色等
方面成为“青春片”的模板，之后的类似作品
层出不穷而又雷同颇多，只因都在参照这个
权威的模板。

《托斯卡尼艳阳下》
清凉指数：★★★★★
《托斯卡尼艳阳下》是最适合女性观看的

疗伤系电影， 它把旅行和乡村生活都尽情美
化。 为此，导演对托斯卡纳夏日风情的捕捉，
几乎都是最好的一面， 如言情剧般数着一条
罗马古道、一处伊特拉斯坎人的古城墙遗迹、
一条地下信道 、117 棵橄榄树 、20 棵李子树
……浪漫的男人，神秘的女人，异国风情和浪
漫基调，让本片成为文艺青年的心头大爱。

《八月照相馆》
清凉指数：★★★☆☆
韩式浪漫体，温和、细腻、美好，令人

感动。 导演许秦豪最善于制造这种人物关
系，不浓不淡，娓娓道来，既无强加的感情
张力，也不对突发事件过度反应，正是这
种微妙的平衡， 让他的电影被人们热捧。
电影从一个浪漫的 8 月切入，讲述了一位
摄影师和他的恋人的故事。 当镜头推进到
生病的男主角拍下遗照的那一刻，观众的
感伤情绪彻底爆发，而这正是许秦豪唯美
伤感的杀手锏。

《奇迹》
清凉指数：★★★★☆
《奇迹》既是成长的故事，又是沟通的

话题。 导演枝裕和把人物设定为分居日本
南北两地的兄弟， 而通彻南北的新干线让
他们再次相遇。 这是一个奇妙的夏天，导演
用 30 个短镜头的剪辑，把未及许愿的结尾
拍得耐人寻味。

《岁月的童话》
清凉指数：★★★★☆
27 岁的妙子在夏天请了长假， 搭火车

回家乡。途中，故事闪回到童年的点点滴滴，
第一次吃凤梨，第一次被男生暗恋……过往
的美好回忆与今日工作的琐碎无趣，让妙子

明白，生命的可
贵在于那些可
敝帚自珍的东
西。 山间夏日，
墨绿丛林，远山
含黛，都是挽留
的力量，而这部
电影的本质亦
是一道心灵的
选择题。

清凉电影

潮 物

� 天然骑马场———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希拉穆仁草原

� 浙江省富阳市的永安山国家滑翔伞
训练基地

湖南省永州市祁阳县金洞漂流

除了清凉，水橇带给人们更多的是急速的刺激

骑马 在我国， 直至
战国赵武灵王改胡服 ，习
骑射， 中原地区才有了骑
兵。古人重文轻武，武夫才
骑马。如今，骑马被冠以马
术的称号， 还成为有身份
的象征。 但在广袤无垠的
大草原， 马就是一种交通
工具， 骑马则是最便捷的
方式。

滑翔伞 滑 翔
伞也称乌拉伞，乌拉在
蒙语里是山的意思，故
也称山伞。 20 世纪 70
年代初，当时欧洲的一
些登山者从山上乘降
落伞滑翔而下，体验到
了一种美好的感觉和
乐趣，从而创立了这个
新兴的体育项目。最初
的滑翔伞借鉴了飞机
跳伞使用的翼型方伞，
主要以下降为主。但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 ，现
在的滑翔伞最长飞行
时间可超过 14 小时 ，
最 远 飞 行 距 离 超 过
300 公里。

滑草具有在春、夏、秋季节体会滑雪乐趣的独特魅力

滑草 滑草是使用履带等工具在倾斜的草地滑行的运动，1960 年由德国人约瑟夫·凯瑟
始创，其基本动作与滑雪相同。 由于滑草运动符合新时代环保的理念，且具有在春夏秋季节体
验滑雪乐趣的独特魅力，因而成为许多人喜爱的运动。

北京香山“红色大本营”真人 CS 场地

真人 CS 真人 CS 是一种集运动与游戏于
一体，紧张而刺激的高科技户外娱乐活动，在我国
兴起于 2002 年。 该游戏其实是一种模仿军队作战
的游戏，参加者都穿上各款军服，扮演士兵或将领，
手持玩具枪，配备各款野战装备，穿梭丛林之间，展
现各种队形阵势和个人技巧。

水橇 水橇是一项用
摩托艇直接牵引运动员在
水上踏橇滑行的运动，产生
于 20 世纪 20 年代法国沿
海地区。 由于其与滑水板运
动有些相似，因此也有人认
为水橇是从滑水板运动演
变来的。

漂流 漂流曾是人类一
种原始的涉水方式， 爱斯基
摩人就常常借助皮船过河 。
而漂流成为一项真正的户外
运动，是在“二战”之后。 一些
喜欢户外活动的人尝试着把
退役的充气橡皮艇作为漂流
工具， 由此逐渐演变成今天
的水上漂流运动。

酷爽运动

（以上图文来自爱稀奇 ixiqi.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