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老师，您好。 很久以来，一直在关
注您，感知着您对教育的思考。 今天很
冒昧地给您写来这段文字，是因为一些
萦绕在我心里的困惑实在无法排解，恳
请您能给我一些指点。

写到这里， 您可能已经知道我的职
业了。 从毕业起，我就做了一名教师。 虽
然，这并不是我最初的职业理想（但当初
的理想是什么， 我自己都已经模糊了）。
可 3 年后的今天， 我已然喜欢上了这份
工作。 我是个情感细腻的人，喜欢文字。
写作让我充实，让我感到存在的价值。

然而，我的朋友、家人却并不这么认
为。 他们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前
途的工作， 即使我写一辈子文字也不会
有出息，还不如搞点“实惠”来得实在。可
我只想安安静静地教书， 只想心平气和
地过教师的生活。我喜欢教语文，享受与
学生们在一起的时光。 那很美好。

从信中， 我读到了你的迷茫和困
惑， 也感受到了你对理想的向往和寻
找。 在这里，我仅就自己的经历，跟你交
流 3 点感受。

一是理想。 在我看来，你刚刚毕业
就做了一名教师，比起那些还在为一份
稳定的工作而疲于奔命的人来说，你无
疑是幸运的。 更幸运的是，3 年以后你
“已然喜欢上了这个工作”，比起那些终
其一生都在讨厌自己工作的人来说，这
份幸运太大，值得一生庆幸。

虽然， 教师岗位不是你最初的职业
理想，也未必是一份理想的职业，但是你
已经喜欢上了这份职业，这一点很重要。
对很多人来说，理想更接近懵懂，是因为
这些理想离现实过于遥远。而你不同，你
已经找到了自己喜欢的职业， 完全可以
在这个职业上重塑理想， 这或许就是你
需要的职业理想。这样的理想，一定更有
生活的味道，也一定会更持久；这样的理
想，更真实，也一定更值得坚守。

二是成功。 成功其实是一种感觉，
每个人对成功的看法都不尽相同。

成功最真实的定义，应该是逐步实
现有价值的理想， 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这至少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说，人要
想成功得先确定一个有价值的理想；二
是说，理想一旦确定，还要努力去实现。
也就是说， 成功不单是指一种结果，更
应该是一个过程，一种进步。 在达到预

期目标的过程中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比
如陋习的纠正，良好习惯的养成，困难
的克服， 甚至任何一点小的进步等，只
要是好的改变都算是成功。

但成功是有质量差异的。 因为成功
是“逐步实现有价值的理想”，这个理想
的价值就决定了成功的品质。 你看，你
追寻的价值就很有品位 ， “安静地教
书”、“心平气和地过教师的生活”、“享
受与学生在一起的时光”……这些有价
值的东西，一旦嵌入你的灵魂，便会给
你一个理想，纯洁而安静的理想。 我很
喜欢这样的理想，简单、朴素而又透着
一股清香。

三是坚守。 别人只能给你一个建
议，不能给你一个未来。 如果这个建议
是你所需要的，那么未来还是需要你自
己去争取； 如果这个建议不是你需要
的，那么很可能会成为你努力过程中的
一份纷扰。 也就是说，你还是要学会坚
守，坚守自己。

想好了这些， 你就有了坚守的方
向———做一个安静的老师，然后你就得
寻找坚守的理由———因为喜欢 。 最难
的，是获得坚守的信心。 这一点很难，一
不小心就会动摇，很多人就是因为被诱
惑、被说服、被打压而选择了放弃。

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教书 18 年，我
有 14 年的时间待在农村， 日子过得简
单而充实。 教教书，备备课，写点文字，
读点东西。 后 4 年，就过得有些浑浑噩
噩，想来就是因为有了那么一官半职的
缘故吧。 课教得不那么从容了，挤出的
时间多浪费在无聊的迎检材料上；书读
得没那么悠闲了，精力大都花费在了迎
来送往的真假热情上；文字写得没那么
接地气了，不仅因为少了很多与学生泡
在一起的时间，更多的是丢失了安静的
思考。 在博客上，自我介绍一栏里，我写
着“教书的人”，现在开始害怕，我还算
是一个教书的人吗？ 教书就得有教书人
的样子，就得有教书人的坚守，这一点
很重要。

很欣赏你的这句话“我很享受与学
生们在一起的时光，那很美好”。 当老师
的，最大的享受也许就是与学生在一起
的时光，既然你觉得很美好，那就让我
们一起坚守住心中的那份美好！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教体局）

坚守住心中的那份美好

□ 王维审

成长信箱 吐槽困惑，解决难题回音 寻找同路人

窦晓峰 男，大西北农
村的一名小学教师。 在讲台
上快乐地度过了 17 个春秋，
在这 17 年中，爱好广泛的我
喜欢和孩子们一起快乐玩
耍、轻松学习。

工作之余， 我以书报为
伴。 有时写点小诗、散文，还
有教学论文获奖并发表，辅
导孩子们写作， 其间有多篇
学生习作获奖、发表。

我衷心热爱着自己选择
的这个职业。 希望通过 《回
音》 栏目， 寻找同样热爱教
育、渴望成长的教师，一路有
伴同行， 路途也会更加轻松
快乐。

甘肃省西和县稍峪乡郭河
中心小学，QQ：1559087269

谢华 女，李镇西教育
思想研究所副所长， 中学语
文教师。 四川省泸州市名师
工作室成员， 泸州市讲师团
成员，第一届“语参杯”百佳
教师。

曾在多家报纸杂志发表
文章 40 余篇。手写亲子教育
10 余本。 我渴望以宗教信仰
般的热情奔赴教育的最前
线，在课堂推出以“语文课，
大世界，大视野”带动“阅读·
悦读·越读”等系列活动！

如果您同样热情满怀 ，
坚信教育微环境改变带给孩
子一生的改变， 期待教育路
上与您同行！

四川省泸县二中外国语
实验学校， QQ：780528405

孙淑林 男 ，1972 年
生于辽宁 ， 长于辽鲁 ，1995
年踏上讲台， 现就职于山东
省诸城市繁华初中。 新教育
全国实验先进个人、 诸城市
优秀志愿者、 诸城市首届孝
婿、新教育萤火虫义工，爱好
读书、写作，思考管理，师生
共写随笔 300 万字， 部分发
表， 愿结交有志于研究中国
教育的同仁为伍。

山东省诸城市繁华初
中，QQ：1742615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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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里到天堂：
和孩子一路同行

孩子们正流行玩一个改编自“积攒
温暖”的游戏———积攒七色花瓣。 他们
积攒相互间 7 个 “温暖人心 ”的美好事
件 （必须是亲眼所见）， 攒成一朵七色
花，然后帮助自己或他人实现一个小小
愿望。

经泽泽同意，我阅读了他积攒在笔
记本上的“红橙黄”三个“花瓣”，红色花
瓣是小俞帮低年级学生买小黄帽，橙色
花瓣是泽泽帮赶公交车回家的同学打
扫教室 。 噢 ！ 黄色花瓣的主角竟然是
我———“今天， 同桌小杰破天荒地举手
了，眼尖的吕老师马上请小杰发言。 小
杰有些紧张，说话断断续续。 在吕老师
的鼓励下，小杰说完了答案 ，最后吕老
师还点评小杰分析独到，小杰因此快乐
了一天。 ”没想到，我的一言一行，孩子
全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孩子是天生的艺术家，生活中的美
逃不过他们发现的眼睛。 “积攒七色花
瓣” 让行走在教育路上的我怦然心动。
我告诉孩子们，老师也想加入 “积攒七
色花瓣”的游戏，然后实现自己的一个
愿望。 泽泽问是什么愿望，我笑言等积
满了七色花瓣后再揭晓。

很快，我的第一枚红色花瓣就绽开
了：一天早上，我发现雪丽的脸上有一
条血痕，似乎没处理过。 询问家长才知，
昨天傍晚雪丽和朋友玩长绳，不小心甩
到了脸上。 大大咧咧的家长认为没事就
没有处理。 在我的一再要求下，家长马
上来校接雪丽处理伤口。 下午，雪丽回
来了 ， 走过我身边时说 ：“吕老师 ，谢
谢。 ”不等我回话，她已回到座位。

“哗啦啦！ ”正值放学时间却下起了
雨。 带伞的孩子不多，我让他们两三个
共撑一把。 因怕雪丽的伤口淋着雨，我
拿出自己的伞给她 ， 让她一个人撑伞
走。 突然，雪丽走出班级队伍，跑向家长
等待区。 很快， 她举着花伞向我奔来，
“吕老师，伞给你。 ”“谢谢……”不等我
说完，她已跑远了。

我把积攒的第一个美好事件写在
自制的红色花瓣上，贴在刚刚命名的愿
望墙上 。 贴上花瓣的那一刻我无比幸
福， 原来发现孩子的美竟是如此快乐。
第二天早上， 红色花瓣前围满了孩子，
泽泽正响亮地朗读着……

孩子们纷纷效仿，把积攒的美好事
件写在自制的花瓣上 ， 再贴到愿望墙
上。 很快愿望墙缀满了“红橙黄绿青蓝
紫”。 花儿越开越多，越开越美丽，我仿
佛闻到了一抹七色花香。 孩子们叙述美
好事件的语言也渐渐充满诗意与灵气。

每个孩子都期待着自己成为七色花
瓣中的主角， 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 很
快，我收获了橙色花瓣，那是李白给予我
的：李白不白，黑黝黝、胖墩墩的。 一天
到晚拖着两条鼻涕， 或许挂在脸上觉得
沉重了，时而用小脏手用力一抹。 于是，
脸更黑了，黑如炭火。 心底里，我叫他黑
孩儿。 可就是这黑孩儿，偏爱与我亲近：
改作业，挤在我身边；挨批评了，他泪汪
汪地粘在我身边，表示一定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今天更是如此！

“吕老师，这个字读什么？ ”坐在讲
台上批作业的我一转身，差点昏过去，就
差那么一丁点儿， 我的额头就要撞上两
条鼻涕了。 “你脸怎么这么黑？ ”面对我
的疑问， 黑孩子憨憨一笑：“遗传。 ”“问
题是今天奇黑无比。 ” 我夸张地说，“好
像有泥。 ”黑孩儿手一抹，再看手心，说，
“刚才抬水去了……”原来，黑孩儿在课
间自告奋勇和值日生抬矿泉水， 壮实的
他把水桶扛到肩上就走，扛至半路，手一
揩鼻涕，另一只手敌不过沉重的水桶，桶
摔在地上，粘上雨后的泥巴地，再扛，泥
巴粘脸上了。 “泥巴粘脸，你没感觉吗？ ”
黑孩儿憨憨一笑：“脸皮厚呗！ ”

写花瓣时， 我总会小心翼翼地、调
侃地写上那么几点孩子需要改进的地
方，相信孩子们会用积攒的“美好”打败
需要改进之处。 语文课上，平日不爱发
言的雪丽悄悄地举起了手；黑孩儿正向
“李白”迈进，小脸白净了许多。 花瓣的
魅力真大！

感谢孩子们的努力， 我只剩最后一
个花瓣了， 我要把它献给全体同学。 我
郑重地在紫色花瓣上写道：“六（2）班的
孩子们， 你们改变了老师教育行走的脚
步，以往我总是脚步匆匆，不曾停下哪怕
一分钟，驻足欣赏分数以外的你们，谢谢
你们‘积攒七色花瓣’的游戏。 这些天，
我放慢脚步，过滤教育的急躁与功利，欣
赏到了教育路上的美妙。 你们如同春天
里的花朵，千姿百态。 俏皮的，害羞的；
晨放的，暮开的；素净的，艳丽的……老
师听到了花开的声音，看到了花绽的美
丽。 尚未怒放的‘花朵’，你们也别急，老
师会慢慢守候正在积蓄能量的你们，等
待那个适宜你们开满方塘的夏日。 ”放
学后，静悄悄的教室里，我贴上最后一个
紫色花瓣，再在花瓣中心贴个花芯，许上
我的愿望： 拥抱六 （2） 班的每一朵花
儿———我的孩子们。 相信明天， 孩子们
会实现我的愿望的。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
富盛镇小）

□ 吕国飞
教育妙招 让工作轻松起来

积攒七色花瓣

由回乡被贬到龙溪改行

1989 年师范毕业， 我顺理成章地回到
家乡湖南省炎陵县。 自从考上师范的那天
起，对于今后的工作，我就没有多想。 8 月
底到教育局拿到分配单后， 才知道被分配
到了云里小学。

云里小学，听着多舒服的名字。 去了之
后，才知道，那是一所离家 60 多公里远的
村小。 我的同学，有的保送上湖南师大，进
了省城；有的分配到县城，差一点也分配到
了中学。我怎么连中心小学都进不了呢？不
管怎么说，我也是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呀。 那
时候，心里有点憋屈。 一到晚上，整个村子
黑咕隆咚，整个学校一片死寂，特别孤独。
怎么办呢？我就拿起毛笔练习书法。整夜整
夜地练字，作品挂满了我的卧室。 随后，又
挂满了教室。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要现场在
黑板上用毛笔蘸水向孩子们展示我的书法
功力， 哪里知道提笔在纸上写字和在黑板
上写字完全是两回事。 当我写完“大”字的
一捺时， 下面有胆大的孩子悄悄说：“好像
一只脚耶！ ”全班哄堂大笑。

那时候上课没有现在的电脑、课件，甚
至连图画都没有。 于是， 我就拿起笔自己
画。 记得上《望庐山瀑布》一课，有领导来听
课，一看我的教学挂图是亲手绘制的，就表
扬我做得好。其实，画得很烂。但我很认真，
很用心。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我依然愿意分配
到云里小学。 那是我教育人生的最初 3 年，
也是我一生中最纯粹的 3 年。 20 多年过去
了，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每年总会有一些
特别优秀的毕业生， 会自愿申请到偏远的
乡村去支教。 到偏远的乡村去，那里没有竞

争，没有嘲笑，没有喧嚣，有的只是大地般
最朴素的温情。

3 年后，因父亲去世，为了照顾母亲，我
请求调回离家近一点的学校。 有一个学校
缺少体育老师， 于是我以体育教师的编制
进了龙溪乡中心校。

在龙溪乡中心校的 3 年是我教育人生
中最灰暗的时期，几乎每天都在虚度光阴。
人的一生，难免会有灰暗的时期。 当年我心
里真感到憋屈， 觉得领导没眼光， 不赏识
我。 可是现在回头来看，那时的我真是傻。
为什么不能继续练字？ 那么空闲的时间，为
什么不趁机多读几本书呢？ 看看我身边的
那些优秀教师，郭初阳，干国祥，窦桂梅，张
学青，哪一个不是饱读诗书的才俊？ 他们不
都是比我多读了很多的书吗？

用阅读来抵挡孤独， 用阅读来驱散灰
暗，用阅读来提升自我。 年轻的时候，怎么
就想不到呢？ 如今虽然能尽一切机会阅读，
但是曾经的贫乏， 对自我的教育人生造成
了无法填补的断层。

从绍兴福地到杭州天堂

1995 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湖南炎
陵调入浙江绍兴。

记得我来绍兴后的第一天， 校长问我
有什么要求。 我提了两点：一要教语文；二
要有辣椒吃。

校长听了，问我能否先教一年数学。
我说不行。
校长看我如此顽固， 嘟囔了一句：“语

文数学都差不多，难不成你是语文天才？ ”
没办法，只好把已经安排好的课程，全部重
新安排。 事实证明，我的顽固是有道理的。

如果当年让我教数学一年， 我很有可能教
得一塌糊涂。

绍兴是我的福地。 在这里，我遇到了
自己的恩师周一贯先生。 周先生认定“一
个人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这个理儿 ，对我
影响甚大。 在绍兴 17 年，我一直教语文。
2000 年 1 月，从教 10 年之际，我的第一篇
语文教学论文刊发。 2009 年 2 月，在我从
教 20 年的时候，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
版了我的第一部语文教学专著 《亲近鲁
迅———落地麦儿童语文课堂》。 著名学者
钱理群老师给我写了万余字的序言，钱老
师“智慧在民间，智慧在实践”的话给我极
大的鼓舞和鞭策 。 在绍兴———鲁迅的故
乡， 我这个异乡的谋食客在坐了 20 年的
“冷板凳”后，我的生命终于和鲁迅的生命
相遇了。 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凭我的直
觉，我就觉得鲁迅教学出了问题。 鲁迅成
为语文教育的 “鸡肋 ”，不是鲁迅的问题 ，
而是我们语文教育的问题———缺乏儿童
的视角。

儿童视角哪里来？ 不会从教参里来，不
会从学者的口里来， 也不会从上级文件里
来。 儿童的视角， 一定是从我们的课堂里
来， 从我们俯下身子和孩子一起思考的那
一刻开始。

正是因为我的语文课堂坚守了 “儿童
立场”，自 2005 年至今，我先后有六个课堂
实录在《人民教育》刊发。 我没有特级教师
的名头，也没有优秀教师的光环。 我拥有的
是“儿童教育的情怀”。

名头看起来很重要。 但心里装着孩子，
比什么都重要。

2011 年，我举家来到杭州。 人到中年，
举家迁移，很不容易。 我当初选择杭州，是

因为看重安吉路实验学校是九年一贯制学
校， 可以有足够的条件让我把多年来研究
的 “汉字文化启蒙课程”“名家经典阅读课
程”和“经典引路：跟着名家学写作的写作
课程”初步建立起来。 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
的事情。 现在的语文教学不再是一堂课一
堂课的开发， 而在于能否在语文课程开发
上有所作为。

今年 3 月份，整整一个月，我带的班没
有学习语文课本。 那么，我们的语文课在干
什么呢？ 我们以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
险记》、高尔基的《童年》和曹文轩的《草房
子》三本名著做教材，开展“童年阅读月”。
三本名著分别代表了：美国的童年，俄罗斯
的童年和中国的童年。 美国童年的自由冒
险，俄罗斯童年的苦难坚强，中国童年的淳
朴含蓄，在这样的对比阅读中，极大地拓展
了孩子们的思维和视野， 丰富了孩子们的
语言积累。 而在这之前， 我们已经完成了
“鲁迅阅读周”、“老舍阅读周”、“莫言阅读
周”等 8 个名家阅读周。 每个学期，我基本
能够做到有三分之一的教学时间开展名家
阅读周活动。

这样的教学改革，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万一考砸了怎么办？ 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
教学改革是不需要担心考试的。

杭州俗称人间天堂。 我很喜欢“人间天
堂”的说法，人间可以是天堂，天堂也可以
降临人间。 人间，天堂，并非人生的两极。

从云里到天堂， 看似很近， 我走了 26
年。 我觉得和孩子们一路同行，很值得，很
有意义。 天下还有什么职业，比和孩子们生
活一辈子更幸福的呢。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安吉路实
验学校）

□ 刘发建

思·享 汇聚思想，分享成长

开栏语：教师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困惑与难题的产生，有时，问题很棘手，正如
下文中的青年教师一样，似乎自己已被拖慢了前进的步伐，那么不妨将这些问题
说出来，听听其他教师的意见。 又或者您是“过来人”，愿意像文中的王老师一样给
予年轻教师一些交流经验，都可一并投稿至本栏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