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伯牙绝弦为哪般
□ 孙健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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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音 寻找同路人

刘佳 女，内蒙古鄂尔多
斯市准格尔旗世纪中学语文
教师。 嗜读书，但不求甚解；
好写作，但只能信笔涂鸦；爱
旅游， 怎奈囊中羞涩； 喜思
考，常在单位发“惊人之语”。

高中的教学工作虽然繁
重， 但我似乎更享受这份职
业所带来的成就感。 我认为
教师的责任在于带领孩子们
在充满疑问的时代里， 勇敢
地仰望星空。 “做幸福的教育
布道者”是我的座右铭。 希望
通过《中国教师报》这个平台
结识更多尺码相同的人 ，故
曰：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
之呼？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
格 尔 旗 世 纪 中 学 ，QQ：
459722267

向阳 男，湖北省利川市
元堡乡红椿小学数学高级教
师， 生于 1964 年，1984 年参
加教育工作。

我现在教数学、 品德与
社会、体育、安全和综合实践
活动课，曾经也教过语文、科
学、美术、音乐课。 人们都说
小学教师像万金油， 可我却
“口不善唱 ，手不善画 ，身不
善舞”。

我爱好写作 ， 发表 过
2000 余篇新闻稿件，11 次被
市教育局评为优秀通讯员，3
次被州教育局评为优秀通讯
员，4 次被湖北教育报刊社评
为优秀通讯员。

期待能与爱好新闻写作
的教师结为好友， 探讨新闻
写作，交流写作经验，共同提
升新闻写作能力。

湖北省利川市元堡乡
红椿小学，QQ：798862416

高洁 男，1975 年出生，
参加工作 3 年后才进行人生
规划： 立志投身于学校心理
学事业。

奋斗 10 年中，我先在中
科院心理研究所进修青少年
心理咨询与治疗专业， 后在
安徽师范大学进修心理健康
教育专业硕士。 进入不惑之
年的我， 虽然家资不比同龄
人盈盛， 但是事业略有小成
也可欣慰。 我主要关注 0－25
岁的人群，特别是学生问题、
问题学生， 接触过 300 多个
鲜明案例。

披肝沥胆为事业， 丹心
碧血书春秋； 零落成泥碾作
尘，甘作春泥护春花，我想继
续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绵薄之
力。 近来以阅读疗法在中学生
厌学心理行为问题中的应用为
研究课题，有趣于此的同仁朋
友可以加我为友。

QQ：277977558

生命成长的自觉
□ 孙明霞

思·享 汇聚思想，分享成长

那天晚上 9 点半，我收到他的信息，问
我手头是否有多余的关于生命课堂的书能
够卖给他。 我告诉他，书送有缘人，不用买
了。 他马上回复信息，说想在周末跟我当面
交流。

周末傍晚， 他开车来到泰安的一家餐
厅跟我会面。 他说，自己最近感觉很迷茫，
似乎进入了高原期， 不知道自己的课堂该
朝着怎样的方向走。 他不愿意只是教给学
生考试用的历史知识， 还希望教会学生热
爱生命。 他无意中读到我的《用生命润泽生
命》一书，发现自己的想法跟书中很多观点
都契合，于是有了这样一次相约。

看着他手里的一叠资料， 以及他真诚
的拜访，我很感动。 饭菜上来了，他却顾不
上吃，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你说我现在读
点什么书好？ 你是怎么读书的？ 你是不是很
早就对读书有着规划？ 你觉得怎样的课堂
才算是有生命的课堂……”

我从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状态开始
讲，到后来如何开始读书、读什么书，他也
开始说起了自己的思想过程：

刚毕业时，他更多思考的是，作为一个
教师，怎么教好课，提高学生成绩，让领导、
家长满意。 但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
师，闲暇时喜欢读点书，写点文章。 他喜欢
琢磨自己的课堂， 参加各级课堂教学和论
文评比也频频获奖 ， 但他始终感觉不满
足———不是对荣誉的不满足， 而是感觉自
己在教学上还有很多困惑没有解决。

他经常与县教育局的 L 主任交流 ，也
得到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 他还通过网络，
结识了一位历史学科的教授。 他与教授书

信往来，建立了一种很好的师友关系，他经
常向教授请教教学中的问题， 教授也毫不
吝啬地给予帮助。

有一天，L 主任听过他的课后对他说：
“你读了不少教学的书，今后应该多读点教
育理论方面的书，让教学向教育转变。 ”

他感到诧异： 教学和教育究竟有什么
区别？ 当教师难道不是教好学就行？ 他陷入
了无限迷茫中，始终找不到头绪。

一个周末，他来到自家附近的邮局，拿
起报刊订阅目录，从头到尾地看，最后订阅
了 10 多种教育类期刊。 每拿到一期杂志，
他迫不及待地开始翻阅。 读不懂的就翻过
去，读能读懂的 ，就这样，他慢慢找到了适
合自己阅读的刊物。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
大量阅读教育类杂志， 从中有了自己的领
悟：教学不是教育，教学不能替代教育。

他开始认真思考教学和教育的关系 ，
努力把教育融入自己的历史教学。 他还尝
试用那些书本上的理论来解释自己的课
堂，也继续着他勤奋的笔耕，每年他都能发
表几篇文章。 正是由于他的勤奋， 在 2013
年的创新教师评比中， 他被评为本市创新
教师， 并在全市骨干教师培训会议上作经
验介绍， 而我则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兼点
评嘉宾。

他说，那次会后很想找机会跟我交流。
虽然自己提出要构建高中历史生命课堂 ，
但仅仅是从书中得来的启发， 具体该怎么
在课堂中落实， 他依然很迷茫。 当他看到
《用生命润泽生命》，感觉书名犹如一束光，
让他突然明白了自己的生命课堂之路应该
怎么走。

我深深理解他所说的 “如一束
光”的感觉。 他目前的状态，可以说与
8 年前的我完全一样。 在那时，我也
在苦苦思索课堂应该是什么样的。 虽
然我将自己的课堂命名为“生命
课堂”，也做了些有益的尝试，但
对于生命课堂的内涵，我思考还
很肤浅。 我仅仅在想，如何能让
课堂生动起来，如何从教学中找
出可以渗透生命教育的内容，却
不知道教学本身就是有生命的，
知识也是有生命的。 直到看完文质先
生的 《生命化教育的责任与梦想》一
书， 我感觉自己就像黑夜中摸索前行
的人，忽然看到了前面的亮光……

临别时，他带走了我的几本拙著，
心满意足地开车回家。 只为这样一次交流，
他要来回开车百余公里。

或许， 在别人看来， 他是个很成功的老
师，工作十余年就取得了不少荣誉，也发表了
很多文章。 但在我看来，他的各种荣誉只是他
成长的副产品，真正重要的是，他一直在自觉
地成长，如同春天的竹子，破土而出又不断拔
节向上，才有了他今天的生命状态。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学院
附属中学）

新学期的第一篇随笔，像以往任何一次
作业一样，没有收齐。 我心下黯然，又迎来一
个新起点，可是没有出现奇迹，依然有 10 来
个学生缺交。 改着改着，我很意外地读到了
这样一个题目———《那些想要说给老师听的
话》，不禁乐了。 当个语文老师多好啊，在批
改作业的常规工作里还时不时能收获一些
这样的惊喜。 总有些孩子乐意跟你分享喜
悦，透露给你一些小小的隐秘的心情，带给
你可贵的成就感。 虽然这早已不是新鲜事，
不过我还是被这个题目打动了，倒不是因为
题目本身多有韵味， 而是在触目的一瞬间，
就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熟悉感撞了个满怀。 这
让我想起了自己的高中岁月，记起了自己多
年前写周记的心情。

上学期，班上来了个实习教师，很年轻，
很有热情。我们一起改作文，批随笔。他翻阅
我改过的文章，问我：“陈老师，你一直都是
这样改作业的吗？ ”他指的是学生的每一篇
文章我都细细批阅， 给出读着很舒服的评
语。 我说是啊，因为是随笔，有些孩子写得很
真诚， 他们会期待读到教师的阅读感受，所
以不能不多花些心思。 他感慨道，现在的实
习生都做不到这样的仔细。 “那是因为你没
有遇上一个为你这样改作业的老师，而我有
幸遇上了，”我告诉他。

那时候我上高一， 而静芳老师刚毕业，
我是她的第一届学生。 她改我们的周记时，
每一篇都细心圈出错别字， 提醒我们订正；
用直线画出表达不太妥当的句子，措辞婉转
地给出提醒； 用波浪线画出表达出色的句
子，写上一个振奋人心的“好”字，再加上一
个惊叹号。 文章最后，她还会写上长长的评
语，暖到人心里去。 有一个教师这样慎重地
阅读你的文字， 真诚地和你分享彼此的心
情，你会感到写作是一件多幸福的事！

毫不夸张地说，写周记是我高中 3 年里
做得最用心的一项作业。 我还写过一篇文
章，题目是“心里话”。 那是一篇专门写静芳
老师的文章， 我想要告诉她我有多喜欢她，
告诉她我能感觉她上语文课时的用心。 高一
时的我成绩不佳，对前途深感迷茫，并没想
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一名教师。 但后来当我
在志愿表中填上“师大的中文系”时，我已经
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4
年后毕业，我幸运地回到母校，静芳老师成
了我的同事。 有好几回我都想要问她：“老
师 ， 你还记得当年我写的那篇 ‘心里话 ’
吗？ ”

我效仿当年的静芳老师，为学生批阅随
笔。 发作业时，看着他们雀跃地找到自己的
本子，急切地翻看评语，我暗自希望自己能
满足学生的期待。 有时读着学生写在文章里
的感谢之言，我想，是不是我当年也给老师
带去了同样的喜悦？

“那些想要说给老师听的话”，看，学生
的题目拟得比我当年要好得多！ 我还读到了
这样的句子：“我们作业交得少的时候，您说
您很难过，很失望，那时候我就想啊，这个老
师我很心疼她，我得尊敬她。 若有机会站上
三尺讲台， 我想， 我一定要向亚娟老师看
齐。 ”这一刻，心被一道光照得透亮，仿佛一
股熟悉的风，从很远的地方扑面而来。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龙岩市第一中学）

扑面而来的幸福
□ 陈亚娟
且行且思 一路前行

教授《伯牙绝弦》一课已经过去好
几天了， 但直到今天， 我才能平静下
来，整理自己的思绪。

上课之前， 我和同事们在办公室
交流上这堂课的一些问题。 在说到伯
牙为什么绝弦时，我们都觉得，他这样
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做法有些
偏激。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并不希望孩
子们这样去对待朋友、对待友谊。 我想
起小薇刚上四年级时， 因为好朋友转
学而悲伤，她那种“友谊是颗糖 ，吃完
了就没有了”的绝望，让我不寒而栗 。
我欣赏“识遍天下人，结遍天下友 ”的
热情与豪迈， 也欣赏 “君子之交淡如
水”的宁静和从容。 我很希望我的孩子
们能够广交朋友，不要“在一棵树上吊
死”，我希望他们的天空是明媚而宽广
的。 所以，这样感人至深的千古绝唱，
在我的眼里， 似乎只是一个教学任务
罢了。

上课了， 一切似乎都在按照我的
设想发展着。 在联系课文进行排比句
的练习时，我说“志在杨柳”，学生会回
答我“善哉，依依兮若杨柳！ ”；我说“志
在白雪”，学生会回答我“善哉，皑皑兮

若白雪！ ”；我说“志在炊烟”，学生会回
答我“善哉，袅袅兮若炊烟！ ”……因为
这都是我计划之中的发展， 所以我并
不惊喜，也不激动。 我仍然和那些说出
我预想中答案的孩子们一一握手 ，称
他们为我的知音。 想起来，这颇有些演
教案剧的自欺欺人。

但后来的发展却完全出乎了我的
意料。 当我问到“当时的伯牙已经是有
名的音乐家了， 他会缺少赞美吗”，有
个男孩子居然女声女气地拖着说：“不
会！ ”，教室里顿时一阵哄笑。 我生气地
说：“如果伯牙听到的话， 他肯定不是
伤心死，非得被你气死！ ”有些孩子见
我生气了，顿时就敛住了笑，安静地坐
着听我说； 可仍然有收不住的， 还在
笑。 我心里越发不高兴了，教了这么久
的孩子，居然这么不理解老师的心情。
我不由地生出一些悲哀的情怀。 接下
来， 我努力忍住自己的情绪， 稍停了
下，接着问：“当伯牙心里所想，没有一
个人了解自己的时候， 面对着芸芸众
生，他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茫茫
人海，就没有一个人理解我吗？ ”当我
以伯牙的身份质问苍天的时候， 突然
间，那种无人理解、无人倾诉的寂寥与
孤独向我袭来。 这一天天，一年年，就
这样在人群中孤独行走， 居然没有一
个人是为我而来啊……我的眼泪 ，忍
也忍不住，任性地倾泻而下。 转过身，
我背对着孩子们， 努力地告诫自己这
是课堂，要抑制自己的感情，也努力地
想止住眼泪，可一切举措都收效甚微。
我只好一边拭泪， 一边哽咽着为孩子

们上课。 教室里静极了，不知道孩子们
是被我的眼泪吓住了， 还是也融入了
伯牙绝弦的悲哀与绝望中。

在结束课程的时候， 孩子们都要
对伯牙说说话。 很多孩子的话都让我
感动， 让我觉得他们好像不仅是在对
伯牙说，也在对我说。 肖知勇说：“如果
时光可以倒流，我愿成为你的知音。 ”
罗怡说：“无论是人间还是天堂， 钟子
期都在听着， 你的知音不会因时光的
流逝而消逝，他将永远与你同在！ ”徐
文说：“虽然‘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
伦送我情 ’，但是 ‘莫愁前路无知己 ’，
因为毕竟还可以‘落花时节又逢君’！ ”

第二天， 有孩子写了和这堂课相
关的日记。 崔璨说：“在课堂上，孙老师
说她很能理解伯牙的感受。 孙老师，您
为什么能理解伯牙的感受？ 您也寂寞
吗？ 我们这么多孩子在，您为什么还会
觉得寂寞呢？ 我能帮您分担吗？ 您孤单
时，让我来陪您好吗？ ”

霎时 ， 我的眼泪再次倾泻而出 。
前一天的情绪还郁结在心 ，此时又再
次被触及 ，但又已不同于昨天———我
感到无比惊喜与幸福 ，因为我并不寂
寞和孤独 。 在既悲又喜中 ，我不禁想
起伯牙绝弦的决绝 。 我觉得 ，我比他
幸运，也比他幸福 。 因为我从事的是
一项永远不会孤独的事业。 我也想对
伯牙说：“你并不孤独 。 你的心声 ，还
有我们在听。 ”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御营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