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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镜

放教育一马如何
□ 汪 俊

有时候，沿着同一个方向看文化看的多了，就需
要走到文化的背面去看一看。在文化的背面，也许我
们会发现，我们的良苦用心是否陷入了一种误区，我
们虚构的文化符号是否有意义，我们文化建设的路径
是否存在偏差。也许走到文化的背面，可以发现不一
样的文化视角。

看见文化的背面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独立观察（28）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本应低调的教育在 6 月

里变得风光、疯狂起来，就像着了符咒，让人感到陌
生而恐怖。 这魔力巨大的符咒就是高考。

且不说它如何绑架了社会让一切为之让路，也
不列举那些让人恐怖的考场或备考标语， 只说那
些离高考还有一段距离、还有几分内涵、略带几分
羞涩的口号吧 ： “读书改变命运 ”， “知识改变人
生”，“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教育必须为……
服务”……这些口号赋予了教育多重要的使命！ 还
有 “书中自有颜如玉 ，书中自有黄金屋 ”、“吃得苦
中苦 ，方为人上人 ”这些被代代传诵的励志经典 。
如此种种，让我们不得不坚信———教育，既是贫寒
之家晋身之阶，也是达官贵人的传家之宝，还是政
治家的权谋之术。

在传统和现实的裹挟下，教育被放进了各种披
着现代文明外衣的考核指标中，为了显示工作的努
力和水平，凡是看不见成效的都被教育抛弃，教育
简化成了读、写、背、考的机械训练，学校成了分数
的加工厂。 教育钻进了教科书、教辅书码成的纸堆
里 ，既远离了自然 、远离了人间烟火 ，也远离了儿
童，最终在功利主义的驱赶下走向了疯狂。 仿佛教
育就是培养人才，如果不能成为人才就不配接受教
育。 于是教育逐渐远离那些对功课不够勤奋、不够
聪明的儿童，远离那些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主体。 教
育不再有乐趣，不再有成长。

“用”的极度追求反而制造出了新的“读书无用
论”。 极端化的急功近利，彻底的实用主义，不仅危
害了教育自然功用的实现， 而且妖魔化了教育本
身。 欲速则不达。 大部分孩子在功利的教育面前，
尝尽的只有挫折和失败，甚至小小年纪就选择了跳

楼 ，教育带给孩子的不是喜悦 ，而是恐惧和厌恶 。
高考结束后，被撕成碎片的不光是教科书，还有他
们 12 年的教育生活！ 教育不是“诲人不倦”，而是
流行于网络间的“毁人不倦”。 不断恶化的功利主
义教育已经并在继续证明着它带给这个时代的巨
大伤害！

现实如此， 逼迫我们追问教育究竟有什么用？
其最根本的“用”是什么？ 什么是教育？ 教育有它无
能无用之地吗？ 教育可以只是教育吗？

庄子曾经在他的《人间世》中讲了一个石木匠
的故事：一天石木匠到齐国，经过一棵硕大无比的
祭土地神的栎树。 木匠却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对
追上来询问究竟的弟子竟然说：“算了吧！ 别提了，
它只是棵没有用的散木而已。 拿来做船，就要沉；用
做棺材，腐败得快；用做器具，又不结实；用做门窗，
会流汁液；用做屋柱又会生蛀虫，简直是毫无用处
可言。 ”到了夜里，栎树钻到梦里教训木匠说：“你
打算把我比作什么？ 有用的大树吗？ 你且看那桃、
梨 、橘 、柚 、瓜果之类的树 ，果实一成熟 ，不是被敲
就是被打，弄得大枝折，小枝扭，以致半途枯萎，这
就是为何它们不能长寿的原因。 说来说去，还是它
们自己招来的祸患。 一切有用的东西都是如此。 我
曾利用不少时间找寻一条对人没有用处的路，好几
次差点死于非命，现在总算找到了。 对我来说这条
路就是最有用的路。 假如我对人有用，怎能活到这
么大的岁数？ 再说，你我都是物，为什么彼此要互
相利用？ 你这快死的无用人啊！ 哪里知道无用树木
的本意？ ”

庄子因此警告世人：山木做成斧柄反倒转来砍伐
自己；油膏引燃了火，结果反将自己烧干；桂树可以

吃，所以遭人砍伐；漆树的汁液可以用，所以被人割取。
世人只晓得有用的用处，却不知道无用的用处。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不是“有用”的教育害
了教育本身？ 我们知道教育的“用”处，我们又是否
知道它的“无用”之处呢？ 教育固然可以为很多领域
所用，但是否还可以只是它自己，而不是成为工具
和手段呢？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先生在他的《求学
记》里说得好：“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
好是没有任何目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 读书本身
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
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 但对我
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
价值来衡量的。 ”当教育成为一种过程，一种具有自
身内涵和特征的生活，而不再只是为了不确定的明
天甚至后天，按照别人的理论框架来行走，教育才
能真正回到它自己的路上， 也才有它自身的魅力。
去掉功利主义，教育才可能回归生活，回归童年，回
归快乐，回归自然。 只有摆脱“用”的羁绊，教育也才
有可能实现其“大用”。

很多时候，我总会陷入一种玄想，我希望有这
样一种教育，它只遵从于孩子的心愿，只听命于孩
子的成长节律， 孩子们想去打打球就去打打球，想
去唱唱歌就去唱唱歌，想去找同龄伙伴玩玩游戏就
去玩玩游戏。 那里没有成人拟定的规矩，更没有别
有用心的政客给它套上的标准，在这里孩子也不用
考虑明天，他们可以像《论语》里所描绘的那样：“风
乎舞雩，咏而归”；也可以像陈继儒《清平乐·闲居书
付儿辈》里描绘的那样：“种竹，浇花，酿酒”，“读书
不为功名”。

为此我好想祈求一声：世人啊，放教育一马如何？

纵横谈

给“赛教”泼点冷水
□ 杨林柯

时不时看到全国有各种各样的“赛教”，搞得热
火朝天。 参与学校皆以在“赛教”中胜出为荣光、为
骄傲，因为这就是招生宣传的标签和资本；赛教者
个人也乐在其中，因为就此有了晋升的筹码；管理
部门也全力支持，因为只要赛出成绩，自己就有了
抓教育教学的行动证明。 在一个道德的泛表演时
代，这似乎是多方受益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然而，我听过不少此类的课，感觉就一个字：假！
教育是对一个人精神的影响，是心灵之间的互

动，它的价值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之中，不是一节课
就能够说明问题的。 “赛教”自然是比赛教学，比赛
教学的“技巧”和操作课堂的“技术”这些外在功夫，
诸如怎么导入，怎么衔接，怎么提问，怎么互动，怎
么使用多媒体课件，还有教师的体态、语言、情感，
等等。 其实，技巧、技术对于教师来说并不是最重要
的，背道而行的“术”对教育来说，甚至会成为一种
危害，因为失去了真、善和美。 这个逐利的时代根本
不缺技术，而是缺智慧、缺良心、缺是非观念。 教育
技术毕竟是枝节问题， 教育的常识应该是———“教
什么”永远比“怎么教”重要。

教育是踏踏实实的一种劳动， 它关涉人格、精
神和未来。 学生的成长是学校、家庭、社会多年如一
日熏陶的结果，是长期的合作共成。 如果把教育当
成一个产业，那么它的“产品”也只是期货，不是现
货，要从未来思考现在。 我们说“十年树木，百年树
人”就是强调教育的长期性，不能急功近利。 一节
“好课”可以成就一个教师的荣誉，但并不能让教师
真正长大， 最多对教师教学技术的提高有好处，更
遑论成就一批学生？ 难道吃一顿宴席就能胜过十几
年的家常饭？

事实是：一节课成就一位“名师”的同时，也会
把学生卷入一种集体造假的无意识狂欢里。 这种课
对教师是好事，因为课上成功了，就有了“能手”之
类的荣誉，就可以为学校的招生宣传和个人晋升提
供“硬件”。 但是，谁真正关注过学生的感受和实际
收获？

再说，这种课在比赛前往往要经过长时间的准
备 ，要经过许多教师的 “打造 ”、“研磨 ”，还要考虑
评委们的嗜好和标准 ，要精心制造 、精心包装 ，是
全组 “精英 ”教师群策群力的结果 ，最后由执教者
去表演。 但真正的课往往是“动态的生成”，因为情
境不同，就得有不同的方案，而预设的东西往往都
在教师的“彀”中，这就容易失去自然的本真。

“真课”虽然不是那么花哨，不是满汉全席，但
实实在在的家常菜，学生会更受益。

现在市场上的物质假货很多， 赛教何尝不是精
神文化的假货？ 助长造假之风在教育界的蔓延，受益
的可能是某些人或某些学校， 但受伤害的则是学生
和教育教学风气。 造出那么多假名师、伪能手，只会
使已经很浮躁的教育教学风气更加浮躁。

更可怕的是，这种“赛教”不仅在中小学蔓延，
而且也波及到了大学。 有些大学老师告诉我，为了
一节课 ，搞得他半学期睡不好觉 ，经常想这事 ，生
怕搞砸了影响声誉和前途。 记得某中学的一位“道

德标兵 ”在介绍经验时讲 ，为了迎接某次大赛 ，他
把一节课上了 60 多遍，光在自己班上就上了 10 多
次，这样的教学“训练”，不只是教育界应试训练思
维的投射，更是对学生一种潜移默化的伤害，让他
们从小知道 ，不管什么事情 ，只要对自己有利 ，就
可以采取多种多样的 “手段 ”去达成目的 ，哪怕造
假也天经地义。

几十年前听过“种田能手”、“机械能手”、“技术
能手”，现在又有了“教学能手”。 自从十几年前知道
这种教学评比的内幕后，我就暗暗发誓，必须和这
种扭曲教育本质的表演课保持足够的距离，所以我
不会主动去听这样的比赛课， 也不参加这种评比，
更不会追求这种荣誉。 因为一个事物的价值不仅由
外界定义，也由自己定义。 一个人，要能够认识到世
界有许多虚假的意义，并自觉屏蔽之，才能找到真
意义。

让愿意要这些所谓荣誉的人去争取什么 “能
手”和“标兵”吧，我只愿意当我的普通教师。

一样的暑假 不一样的成长

全国卓越教师 2014暑期成长营
叙说成长故事 谋划成长路径 定制成长方略

【成长套餐】人文积淀：名家讲座 / 名师分享 / 读写辅导
积极心理：情绪管理 / 幸福心理学 / 突破自我设限
危机生存：危情生存训练 / 拓展训练 / 定向运动
习惯养成：养成教育 / 课题研究 / 成长追踪
团队建设：卓越团队打造 / 团队合作与凝聚力

成长营详细方案，欢迎来电索取
【开营时间】第一期：2014.7.14—7.19（北京）

第二期：2014.7.20—7.25（秦皇岛）
【招生对象】全国中小学校长（幼儿园园长）、中层干部、骨干教师

（限额招生，务请提前报名，额满即止，欢迎单独开班）
【咨询电话】010-82296740� � 62200928
� � � � � � � � � 13810009700� � 13031003120
【在线报名】www.ie.org.cn

暑期教师培训系列（1）

2014暑期全国骨干教师高级研习班
学习不是福利，它是一种投资！
学习不是接受，它是一种分享！
学习不是谋生，它是一种信仰！

【课程内容】第三代课改解读 新课型实操培训
思维导图应用 班级管理智慧
高效课堂建设 高效读写培训

【研习特色】学员带着问题走向导师，走向学习；
学员即资源，分享即最好的学习；
引入电影课程和体验式学习；
纯干货分享！ 注重实操性，拒绝蜻蜓点水，做到讲明
白、讲透彻、讲实用、可复制！

【研习时间】首期开班时间：7 月 20 日—24 日（五天）
二期开班时间：7 月 26 日—28 日（三天）

【咨询电话】400-0820-977� � � � 18611016806

暑期教师培训系列（2）

教师团队精神成长工作坊
每个生命都是奇迹，都是宝藏，但我们对生命的认识

少得可怜。教师是心灵工作者，但对心灵缺乏应有的连接。
全新的开创性内容、好玩的体验式学习、跨界的工作

坊形式———

让教师看清困扰自己成长的固有模式
让教师发现限制自己发展的不当信念
让教师能发现自己欣赏自己活出自己
让校长摆脱教师内在动力不足的苦恼
让校长从根本上提升教师的幸福指数
让校长拥有真正卓越幸福的教师团队

本课程适用于区域骨干教师、 班主任的高端培训，学
校卓越教师团队的打造

【咨询电话】18610378011

暑期教师培训系列（3）

本报推出暑期教师培训套餐

不知从何时起， 越来越多的校长开始热衷于打
造学校文化。 于是，一校一品的主题文化成为一种现
象、一种趋势。

考察过不少学校的校园文化， 大多有一些 “档
次”的文化常常是被专家们刻意雕刻过的。 文化需要
策划，但是一旦学校里的文化被过度的策划裹挟时，
一些肤浅便可能被包装成了创意，一些“土豪式”装
饰则可能被理解为品位， 一些艰涩难懂的词汇可能
被解释为美好。

有时候，沿着同一个方向看文化看的多了，就需
要走到文化的背面去看一看。 在文化的背面，也许我
们会发现，我们的良苦用心是否陷入了一种误区，我
们虚构的文化符号是否有意义， 我们文化建设的路
径是否存在偏差。 也许走到文化的背面，可以发现不
一样的文化视角。

校园里一定要有标语吗？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这
是一个病态的提问， 但仔细想想它是否给了我们不
一样的启示。 标语是几乎每一所学校里都常见的文
化符号，标语的过度使用，甚至已经成为校园文化的
硬伤。 我们习惯性地思考着“标语写给谁，写什么，如
何写”，但是，标语真的那么重要吗？ 北京十一学校亦
庄实验小学的校园看不到宣导性的标语， 校长李振
村说， 要成为一所没有标语的学校。 对于小学生而
言， 成人一厢情愿设计的标语也许并不会引起他们
的兴趣。 在小学里多用图画语言，多用意象说话，这
种文化表达可能更好，更契合学生的年龄特点。

当然，千万不要误解我对好标语的排斥。 好的标
语可以触及心灵，让人难以忘怀。 深圳清林小学是一
所很生态的小学， 在这所学校校门口的绿化带里有
一行立体的大字：一所有童年记忆的小学。 相信每一
位来访者都会把这样的标语刻进记忆。

学校的校训一定要深刻吗？ 在初中、 高中和大
学，校训当然要深刻，但在小学，过于深刻的校训就
可能成了无法消化的装饰物。 在各地采访调研发现，
不少学校喜欢把能找到的指向美好的词语都写进校
训或办学目标， 喜欢用高大上的词语表达文化，所
以，学校文化里充满了大词。 且不说，孩子们能否理
解这样的文字， 关键是一些校训里指向的教育目标
是无法达成的，甚至是超越学生年龄阶段的。 江苏省
教科所原所长成尚荣一直主张，小学的办学定位、培
养目标、校训能够回到“小学教育的性质”和“小学教
育的任务”中去思考。 比如，“博学、慎思、笃行、乐群”
等等，这些距离学生生活很远的词语，在小学生身上
能实现吗？ 如果孩子们很难理解，如果这个阶段根本
无法达成，那么，真的不如使用一些距离学生生活更
近，孩子们看得懂、听得懂的词语。 我很喜欢河南洛
阳西下池小学的校训：读书、读书、读书。 如此简洁，
如此简单，但你是否发现，其实它很有力量。

只有好的作品才可以展示吗？ 不知道你否留意
过，在不少学校教室门口的展示栏里，常常展示有学
生的美术、书法作品或学生作文。 往往只有那些被老
师评为优秀的作品才有机会展示出来。 展示，是一种
重要的学习方式和成长方式。 展示，应该是每一个孩
子应有的权利，展示应该是无差别的展示，每个孩子
都有展示自己作品的机会。 教育者对孩子们的作品
往往只作结果性评价， 却忽略了每一幅作品背后都
有孩子情感的注入。 固然，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
他们之间的发展是有差异的， 但创作的过程和经历
对孩子们的影响则是同等重要的， 每一个孩子和自
己相比可能都是一种进步、一种超越。 所以，给每一
个孩子展示的机会，关注每一个孩子创作的过程，比
创作的结果更重要；所以，校园文化里的展示平台，
我主张无差别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