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荷入佳肴来
□ 郑华蓉

一方池塘正好对着我家的厨
房 ，近水楼台先得月 ，一年四季 ，
饭桌上的佳肴总少不了那池塘里
的荷。

开春 ，荷叶刚刚冒出水面 ，春
之涟漪刚刚被激活 ， 那些还未张
开的荷叶尖 ，既可以掐来炒鸡蛋 ，
也可以和上面粉来油炸 ， 荷叶之
清香 ，伴着蓬勃的春之愉悦 ，弥久
难忘。

仲夏 ，莲叶田田 ，荷花跃出水
面之时 ，清炒藕带 ，是这时节最爱
吃的一道菜。 挽起袖子，在荷的根
状茎处掏掏，一根根白如雪的藕带
便悄然出水来，脆与嫩是藕带的天
然优势。 荷叶蒸菜，取荷之清香沁
入食材，更是家家户户爱做的。 小
荷才露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不仅是池塘一景，椒盐荷花也是餐
桌上一味 ：将面粉 、生粉和鸡蛋混
合后加入荷花花瓣 ， 油炸成椭圆
形 ，再加入青红椒粒增香 ，荷花裹
在金黄的“蛋”里 ，暗红似胭脂美 ，
花香扑鼻来。

初秋 ，荷花凋谢后 ，翠绿的莲
蓬已长成。 划舟摘莲蓬， 左行，右
撑，莲舟上荡起歌声 ，歌声漾出池
塘 ，溅起一池秋光 ，旖旎成芳菲音
韵。 一个个莲蓬摘上来，饱满圆润，
扔给围观的孩童 ，抢到的人 ，迫不
及待地剥开来现吃，汁水四溢的莲
子，清甜无比。 老人们，喜欢用莲子
泡茶喝 ， 据说可以清热安神祛心
火。 主妇们， 有的喜欢把莲子、藕
带、菱角放在一起清炒 ，这便是荷
塘三宝 ；有的喜欢熬荷叶粥 ，素雅
温厚 ；有的喜欢炸藕夹 ，颜色焦黄
且味道鲜香 ，无论怎么做 ，都令人
食欲大动。

深冬 ，排骨炖藕 、蹄子炖藕就
拉开了序幕，简直是百吃不厌。 为
此，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第一集
就专门到湖北拍摄了宏大壮观的
挖藕场面，并特地介绍了武汉人最
爱的藕汤，那藕汤简直是遍布武汉
三镇的大街小巷， 寒冷萧瑟之中，
来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藕汤，温暖的
不仅是胃 ， 整个人也变得暖和柔
情。 我的老家百里洲，还有一个风
俗，就是过年的饭桌上必有一道腊
蹄子炖藕 ， 藕的软糯伴着蹄子的
香，满溢齿颊，垂涎欲滴，不知令多
少游子魂牵梦萦！ 除夕那天，家家
户户炖藕的炉子 ， 都在咕噜噜地
响 ，藕之清香 ，从村头一直延续到
村尾，祥和又温馨。 没有腊蹄子炖
藕，哪叫过年呢！ 还有些人家除了
炖藕外，还爱做一些藕丸，或红烧，
或汆汤，都是美味佳肴。

设若 ，荷入佳肴来 ，恰逢三两
知己 ，赊上一池莲香 ，加上酒香情
浓，把盏对酌，且喜气，且恬美。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枝江市问
安中学）

准教师的教育故事（二）

筅专栏

准教师们的课堂虽然“老道”、“传统”
一些， 但在学生管理上却展示了 90 后年
轻一代的独特风采，表现了民主、平等的
人本意识和执着、耐心、包容的个性。

师风茹给我讲了一个利用 QQ 平台
持久不懈地帮助“问题生”的故事。 她说：
“第一天上课，我就发现后排有一名男生
沉默寡言， 一言不发、 呆呆地坐在座位
上，我走过去看他，他却面无表情地瞅着
我。 我感觉有点儿不对劲，这个年龄段的
孩子，应该是活泼好动、很有朝气的啊！
这个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后来，经了
解才得知，这个孩子患有胃病，经常不来

上课。 班主任刘老师说他之前不是这样，
初一刚来时，很开朗，爱动，爱说话，还爱
打架，可到初二时变了，一度曾患有抑郁
症，想要自残。 自此，我就产生了要挽救
这个孩子的想法。 我觉得，要挽救他必须
先打开他的心门 。 为此 ， 我加了他的
QQ，每隔一段时间就发一些信息，想和
他沟通，可是他从不应答。 但是，我坚信
他一直在线看着呢 ！ 因而就不失时机
地 、从不同角度连续开导他 ，如 ：‘为什
么不喜欢和老师交流呢？ 按年龄说，我
还是你的姐姐呢！ 作为姐姐想和弟弟成
为好朋友，难道不可以吗？ ’对方不语。
我没有气馁 ，又以现身说法发信息 ‘我
也曾经迷茫过，这是青春期孩子特有的
心理特点， 其实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希望能与你一起度过这段美好的青
春，珍藏这段青春记忆。 ’他虽然没有回
话，但从其他学生那里得知他的情绪发
生了明显变化。 ”说到这里，师风茹脸上
显露出难得的满足。

接着，师风茹又介绍了在“五一”劳
动节和学校春季运动会期间， 曾 5 次和
这个孩子聊天， 得到的却是 3 个句号的
故事。 她说：“3 天的运动会他都没来学
校，我有些担心 。 晚上 ，登录 QQ，他在
线，我发信息‘今天怎么没来看比赛呢，
怎么了，又生病了吗？ ’对方不语，但意外
地回了一个逗号，一个句号。 我感到了他
的进步，第二天晚上又继续聊道‘今天心
情不错，同学们在比赛中表现得非常好，
尤其是在接力赛中，都是用尽全力在跑，
非常精彩！ ’一连 3 天，他都是如此回复。
一直到‘五一’节，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回
来后就给他发信息：‘今天我回家看了我
的父母， 很开心， 能跟我一起分享快乐
吗？ ’这次，他一连回复了 3 个句号。 ”

据师风茹介绍， 这个学生的真正转
变，还是从上体育课开始的。 为了鼓励他
上体育课，师风茹可谓绞尽脑汁，先是在
课堂上有意提问他，千方百计鼓励他，使
得他振作精神。 再就是拉着他先“观”体

育课， 然后再选择最适宜的活动让他参
与。 经过师风茹近一个学期的努力，才使
这个“问题生”真正恢复了正常，真正融
入到了师生们的中间。 至此，师风茹也像
打了胜仗一样，无比开心和快乐！

当我问及师风茹 “花费那么多的时
间和精力去帮助一个 ‘问题生’， 值得
吗？ ”，师风茹没有直接回答，而是以一
位大学生的浪漫给我朗读了美国作家谢
尔·希尔弗斯坦的一首诗：“总得有人去
擦擦星星， 它们看起来灰蒙蒙。 总得有
人去擦擦星星 ，因为那些八哥 、海鸥和
老鹰， 都抱怨星星又旧又生锈， 想要个
新的我们没有。 所以还是带上水桶和抹
布，总得有人去擦擦星星。 ”末了，她又
说：“总会有那么一些孩子看似‘又旧又
生锈’，不论他们出于何种原因，不是那
么融入， 那么省心， 其实他们心底却很
善良，他们原本也是一颗颗亮晶晶的星
星，只是蒙上了灰尘，我们做教师的，就
应该尽力去擦洗这些星星们。 ”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125）

绣“思”飞扬
绣，《说文解字》中的解释是：“绣，五

采备也。 ”我又翻阅资料得知，“五采，指
青、黄、赤、白、黑五种颜色。 ”可见，单一
个“绣”字，集合了古人华丽缤纷的寄托。
怪不得，《诗经》中用“黼衣绣裳”来形容
君子的锦丽华服；柳宗元又写下了“锦心
绣口”的溢美之词。 原来，在讲究用字推
敲的中国文化里，人们赋予了“绣”字那
么多美好的含义。

著名作家张洁曾说 ：“任何一种兴
趣都包含着天性中有倾向性的呼声，也
许还包含着一种处在原始状态中的天
才的闪光。 ”我对“丝带绣”的喜爱与坚
持，也许正是源于女子天性中对于这种
细腻而华丽的美的由衷呼唤， 又或许，
每个女子的原始状态中都有这种传统
女工的天分吧。

晨光熹微的早晨， 我静静地穿针引
线，针脚所到之处黑黑的、密密的，毫无美

感可言。 但，它是小鸟翅膀上的一片翎羽，
不久，那只漂亮的鸟儿将经由我的手诞生
在洁白的绣布上。 恰似我从事的工作、我
经营的生活，眼前的状态或许不是自己理
想的存在，但只要我用心付出，辛勤经营，
对当前的处境不抱怨，对未来的愿景不急
求，用心地做好每件事、过好每一天，总会
把时光演绎成一件独一无二的杰作。到了
那时，今天所有的灰暗都将变成其中不可
或缺的色彩。 这也许就是对“春起之苗,不
见其增，日有所长”的另一种解读吧！

明月高悬的夜晚， 我沉下性子梳理
丝线，手心里缠绕着一团团、一缕缕，看
似无绪可循。 然而，它们都是组成美好的
材料，从头到尾，将心萦系，穿过一条条
丝，就会变成一个个美好的存在。 其实，
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团如麻的丝带和棉
线，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理顺它们，试着
将自己的心思缠入其中， 再用细密的针

脚把它们缝制成一束花、一片叶子、一朵
云、一棵树……

我用心地理着、安静地绣着，虽然没
有“绣成安向春园里，引得黄莺下柳条”
的技巧，虽然没有斜阳浅照的帘栊，虽然
眼睛还有些近视， 虽然缺少古时绣房的
意境， 可我还是用一针一线绣出了自己
的期待。

身为世间平凡的女子，为人女、为人

妻、为人母、为人师的责任组成了琐碎而
忙碌的生活。 “丝带绣”让我在细碎的生
活间隙里沉静下来， 让我在这难得的散
淡时光里熨帖焦躁的心灵。 看着一团团
如麻的丝带、棉线，在自己的手中变成了
一幅幅“绣丝斑斓”的画儿，思绪竟也明
媚飞扬起来，故称“绣思飞扬”！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新泰市向阳实
验学校）

□ 张 慧

“阳光教师”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zgjsbjssh@vip.163.com

郭新志 河北省邯郸
市丛台区永安学校英语教师。 从教
13 年来，以虔诚之心投入到自己的
教育工作之中，认真严格要求自己，
先后获得区、市、省级优质课比赛一
等奖；业余时间喜欢读书写作，以求
心灵的洗涤和超越，曾出版专著《享
受着，如此美丽的教育》。从教以来，
一直担任班主任工作， 现兼任英语
组备课组组长及市级兼职教研员。

兴趣爱好：读书写字，观影写评。
教育理念： 坚持好的爱好，且

行且努力。
人生格言 ：Where there is a

will, there is a way.

筅 阳光教师

“真爱梦想”行动 70

誗若教师能思学生之所
想，解学生之心结，与学生打
成一片，把自己置身于课堂之
中， 整个课堂肯定是融洽、和
谐、高效的数学课堂！ 下期我
们将与你分享让孩子在充满
信任的环境中自我生长。

为数学课堂
注入生命的活力

□ 蒋彩霞

怎样才能让数学的课堂教
学真正触动学生的心灵？ 让厌
学的孩子重新燃起对数学知识
的渴望？ 让数学课堂真正达到
高效？ 孩子们在梦想课堂上的
那股热情劲儿为什么到数学课
堂上就没有了呢？ 作为一线的
数学老师， 这是值得思考的重
要问题。

如果我们把枯燥无味的数
学变成富有情趣的小故事或游
戏， 孩子们是不是就会爱上数
学课呢？ 于是，我决定试着用孩
子们感兴趣的梦想课程的教学
理念和方法上一节数学课。 课
前， 我引导孩子们学做手指操
游戏， 课上以孩子们最熟悉最
喜欢的 “唐僧师徒四人取经的
故事” 为情境， 在故事的诱导
下， 激发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
欲望 ， （效果确实比以往好多
了） 并让学生自己探索找到分
数四则混合运算的运算顺序。

在整节课堂上 ，各小组学
生都非常认真积极 ，有的还发
生了激烈的争论 ， 气氛活跃 ，
思维积极 ， 求知探索欲望强
烈 。 在发言的时候 ，很多学生
争先恐后地喊道 ：“老师 ， 我 ！
老师 ，我 ！ ”看到这一幕 ，我突
然觉得 ，只要数学老师将自己
置身于课堂之中 ，多为孩子们
创设一些感兴趣的情境 ，与学
生有着一样的情感体验 ，一样
的喜怒哀乐 ，一样的欢笑与泪
水 ，那么 ，学生就会在猜 、思 、
想 、议及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
中 ，产生思维的碰撞 、心灵的
沟通 、情感的激发 。 这样的数
学课堂 ， 才是学生心灵的港
湾、梦想起飞的舞台！

在数学教学中， 只要教师
学习并领悟梦想课程先进的科
学理念和教学方法， 梦想课程
就会为高效的数学课堂注入生
命的活力。 这样，学生学习的虽
然是数学知识， 但体验的却是
学习数学的乐趣， 提升的是数
学思想认识的境界。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会宁
县如东友好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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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里的书香

□ 贾书建

于永正先生的“名片”
———读《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我的为师之道》

筅 深度阅读

□ 孟祥菊

教教教育育育理理理论论论类类类

《儿童语言教育》，陈鹤琴著，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

《教育学原理》，胡德海著，人民教育
出版社

《教师职业道德新论》，黄蓉生等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理论自觉与实践建构———高等教
育的历史、现实与未来》，潘懋元著，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基于学生增值发展的教学质量评
价与保障研究》，章建石著，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教师流动问题研究》，周险峰、谭长
富等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徐红著，华中
科技大学出版社

《教育力与教育关系》，钱铁锋著，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卓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何
晓文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比较视野下的教育变革：比较教育
理论与世界教育发展》，陈时见著，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现代性的省思———后现代哲学思
潮与我国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于伟等
著，教育科学出版社

《高等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体制研
究》，吴高岭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艺术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王英
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教育信息化系统规划理论与实
践》，谢同祥著，科学出版社

《中国中学数学课程史论》，吕世虎
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史》，南
国农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文化变迁中的课程与教学》，吴亮
奎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研究》，周叶
中、程斯辉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

教教教师师师专专专业业业成成成长长长类类类

《小大由之———语文教学访谈录》，
李节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做有温度的教师———北京市海淀
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11 位教师的精神档
案》，刘畅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捕捉教育生命力》，李荣霞著，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小学数学互动式教学》，张春莉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怎样教好小学数学》，孙映柏著，天
津教育出版社

《教育经典导读》（中国卷），周洪宇
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教育的行走与沉思》，戴咏芳著，南
京大学出版社

《走向幸福生活的教育》，丁建红、陈
茜著，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给教师的 36 条建议》，李镇西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课改有道》，田保华著，山东文艺出
版社

《走向高效课堂》，黄昭明、戴礼章主
编，山东文艺出版社

《赢在课堂———唐山 68 中高效课
堂途径与方法》，刘俊海著，山东文艺出
版社

《教育即人学》，任永生著，山东文艺
出版社

《班级体验式心理拓展活动 100
例》，张付山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新教师：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雷振海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教教教育育育管管管理理理类类类

《学校管理的 N 个创意》，王红顺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做一个幸福的班主任———16 位知
名青年班主任讲演录》， 张万祥主编，教
育科学出版社

《班主任工作 100 问》，徐维著，山东
文艺出版社

《解码学校教育———王国平学校管
理文集》，王国平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班主任的第一课》，项时敏著，南京
大学出版社

《创造一间幸福教室》，李虹霞著，教
育科学出版社

《听，班主任这么说》，郭丽芳著，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班主任的班级管理：三为循环法》，
陈红、陈文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学学学前前前教教教育育育类类类

《游戏、儿童发展与早期教育》，[美 ]
约翰森等著，马柯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

《聚焦幼儿教师专业发展：从骨干到
名师》，刘占兰、杨丽欣主编，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幼儿园综合艺术活动指导》，徐慧
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幼儿科学活动设计与指导》，陈晓
芳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婴幼儿游戏指导：2-3 岁》，冯洪荣
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实
施问答》，李季湄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幼儿安全教育》（全 8 册），童心育苗
早教研究小组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幼儿园班级环境创设和一日生
活》，[美]科扎著，曹晓旸译，南京师范大
学出版社

《学前儿童美术教育》，孔起英著，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优秀幼儿教师必备的 50 项教育技
能》，邓宏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优秀幼儿教师 69 个成功的教育细
节》，王芳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教师与幼儿要玩的 88 个游戏》，吕
鹏宇主编，吉林大学出版社

《解码幼儿教育———王国平幼教文
集》，王国平著，山东文艺出版社

综综综合合合类类类

《教育大未来： 如何提升批判性思
考》，[美] 托尼·瓦格纳著，余燕译，南海
出版社

《中国教育问题调查》，程平源著，清
华大学出版社

《后状元时代的思考》，白延庆著，清
华大学出版社

《教师最喜欢的教育名言》，朱永新
编，福建教育科学出版社

《经典作家十五讲》，曹文轩著，中信
出版社

《书，儿童与成人》，[法]保罗·阿扎尔
著，梅思繁译，湖南少儿出版社

《朱永新教育小语》，朱永新著，福建
教育科学出版社

《接纳成就孩子的一生》，蔡真妮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批评才能培养出自觉主动的孩
子》，[日]奥田健次著，李友敏译，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

“五个好习惯”丛书，孙云晓等著，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让孩子幸福成长的七项原则》，柏
康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给孩子最佳的赏识教育》，张端然
著，青岛出版社

《教出孩子的生存力》，[美 ]约瑟夫·
柯内尔著，钱峰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一认真你就赢了》，李若辰著，北京
大学出版社

《家庭教育的十大误区》，郭香莉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跟着薛涌留学去》，薛涌著，北京大
学出版社

《走进伯克利———留美本科申请历

程》，汪雨菡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
《懂事之前 情动以后———十六岁生

态词典》，皮访贫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的革命———MOOC 时代的高

等教育》，吴剑平、赵可等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

《翻转课堂的可汗学院———互联时
代的教育革命》，[美] 萨尔曼·可汗著，刘
婧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教育文化禅》，赵新芳著，山东文艺
出版社

《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战略》，赵
建国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人人人文文文社社社科科科类类类

《教育照亮未来———民国八大教育
家经典文选》，杨斌著，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

《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周国平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蒋南翔传》（第 2 版），方惠坚等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诗情于此终结 》（中英对照双语
版），汪国真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大学之道》，[美 ]科尔著，冯国平等
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师爱乐丛书”，刘雪枫主编，北京
师范大学出版社

《幸福地活着》，田中和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

《平等思维———智慧和幸福的奥
秘》，唐曾磊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蓝色城堡》，莫言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莎士比亚传》，[英 ]阿克罗伊德著，

谭学岚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十几岁的外星人》，[韩 ]金英儿著，

秦晓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正义的底线》，李奋飞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
《伟大的欺瞒》，许身健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
《民国温度———1912—1949 书影流

年》，肖伊绯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百姓家书：王睿·一个优秀青年的

励志旅程》，王昌金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试验人生———我的人生策划故

事》，董瑞祥著，清华大学出版社
《永远在一起》，刘干民著，清华大学

出版社
《总统来信》，王瑞泽 译著，清华大

学出版社
《纪录片下的中国———文化外交视

角下中国题材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效果与
策略分析》，高峰、赵建国著，清华大学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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筅 私家厨房

于永正先生是蜚声教坛的全国著名
特级教师， 在小语界不知于先生之名的
恐怕没有几人。 我虽然久闻其名，但始终
未能得见其人。 而《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
师———我的为师之道》 一书， 让我有缘
“走近”继而“走进”于永正先生。

这本书是《于永正教育文集》中的一
本，从构思到定稿，历时 4 年，可谓是于
永正先生的心血之作 ，“写这本书的目
的，是想对自己 50 多年的教育生涯有个
交代， 为自己的教育人生画上一个较圆
满的句号”。

于永正先生在书中写道：“我对自己
的人生定位并不高， 就是想当一个学生
喜欢的老师，不做被学生鄙视的老师。 因
为被学生瞧不起的老师太可怜。 ”看到这
里， 你一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于先生究
竟怎样“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的呢？
那就先从于先生的“名片”说起吧。

于先生的“名片”有些特别，“特”在
哪儿呢？ 一是先生的“名片”既无形，又有
形。 它不是纸做的，而是先生毕生心血的
凝聚， 是先生全部智慧的结晶。 它虽无
形，但人们不仅可以用眼睛看到，用耳朵
听到，而且可以用心真切地感受到。 二是
先生的 “名片” 是专门为学生精心制作
的。 他会把这张“名片”郑重地交到他所
教的每一名学生手中。 三是先生的 “名
片” 无字却分明有字。 正面写着两个大
字：微笑；下面书写着 3 个关键词：尊重、
理解、宽容。 反面写着两个大字：负责；下
面书写着 3 个关键词：严格、顶真、耐心。

于永正先生通过这张“名片”告诉我
们，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就必须微笑

地面对所教的学生，“微笑” 里含着对学
生的尊重、理解与宽容。 做一个学生喜欢
的老师其实并不难， 我们只需换位思考
一下自己当学生的时候喜欢什么样的老
师， 然后模仿我们所喜欢的老师的样子
来做老师就行了。 于先生正是这样做的：
“我不断告诫自己：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
孩子。 一想到孩提时的我，我对学生就会
多一份尊重、理解和宽容。 ”他的做人准
则是：不论人非，但言人是；容人之过，谅
人之短；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 “至于
对待学生，我会更包容。 ”包容的前提是
理解，理解的前提是“不要忘记自己曾经
是孩子”（苏霍姆林斯基语），亦即学生的
人格必须得到尊重，“尊重是做人的第一
原则，也是教育的第一原则”。 没有对学
生人格的尊重， 根本谈不上对学生的理
解与包容，实则没有了教育。

在书中， 于先生反复提到曾经教过
他的 3 位老师的名字：张敬斋、李晓旭、
郭宁兆。 “微笑是他们共同的名片，宽厚
是他们共同的品格，第一眼看到他们，便
没有距离感，没有恐惧感；他们的高尚品
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并悄然融入我
的血脉；走上工作岗位后，我努力向他所
敬爱的 3 位老师学习，向他们看齐，每当
我要动肝火的时候，便想想这 3 位老师，
而且每当这时，3 位老师会立刻浮现在我
的眼前。 于是，刹那间，我便有了一份冷
静，有了一种别样的心境。 ”于是，“微笑”
被先生誊写在“名片”的正面；于是，先生
的“微笑”成了学生作文的题材、做人的
范本、记忆的永恒。

我突发奇想， 今后学校招聘教师时

要先看应聘对象会微笑否。 因为微笑应
该成为教师职业的招牌， 不会微笑的人
是不适合做教师的。

于永正先生通过这张“名片”告诉我
们，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就必须负责
地对待所教的学生，“负责” 的 3 根支柱
是对学生要严格、顶真、耐心。 教师对学
生不负责，是误人子弟，是渎职，是犯罪！

“微笑”与“责任”被分别写在于永正

先生的“名片”的正反两面，亦即于先生
“为师之道”的正反两面。 这两面不能偏
废，只强调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或者一
面强、一面弱，都是不足取的。 于先生在
书中引用了孔子弟子评价孔子的一句
话，“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
语·述而》）。 意即孔子温厚而又严肃，有
威严而不凶猛，恭谨而又安详。 他说：“作
为教师，要和蔼亲切 ，温文尔雅 ，但一味
地 ‘温 ’是不行的 ，还必须 ‘严 ’；但一味
地严厉也是不行的，它会让教育变得更
糟糕！ 同样的道理：‘威’与‘猛’、‘恭’与
‘安’都要有‘度’，切不可只执其一端。 ”
因此 ，在教育学生时把握好这个 “度 ”，
做到“无过而无不及”，对为师者而言是
至关重要的 。 比如学生挨了老师一顿
批，定会沮丧，甚至怨恨老师。 遇到这种
事 ， 老师们通常的做法就是由着他去
吧。 于先生又是如何处理的呢？ 他会在
最短的时间内找一个恰当的理由， 在班
里着重地表扬他， 一次还不行， 至少要
两次！ “这样才能使其心理得以平衡。 ”
于先生把这种做法形象地称为 “打了一
巴掌，别忘了及时给揉一揉”。 这已经超
出教育经验的一般范畴， 而升至教育艺
术的神圣殿堂。

于永正先生的“为师之道”，即“做一
个学生喜欢的老师” 的秘密， 就在这张
“名片”里。 让我们把它收藏好，不要弄丢
了，弄脏了，时不时拿出来瞧一瞧，或者
当镜子照一照， 它会告诉我们如何做老
师，如何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
坊区教师进修学校）

筅 书 事

下班后， 我照例打算从儿童公园的
北门步行穿过， 顺路去接正在读幼儿园
大班的女儿。

刚到公园门口， 我便发现大门左侧
的空地上， 多出了一个三米见方的旧书
摊，书摊的正中央还竖着一块小牌子，上
书四个好看的红色大字———一折书摊 。
居然会有这么便宜的图书？ 这不等于白
送吗？

由于距离女儿放学的时间还早，我
索性蹲在那里，漫无目的地翻看起来。 书
摊不大，书的种类却很多，有古诗词鉴赏
类、书法类和教育教学类，还有中学到大
学的教科书、 参考书以及一些课外读物
等。 在书摊正中央的醒目位置，则明晃晃
地摆放着几大摞过期刊物，多是《格言》、
《意林》、《读者》之类的励志杂志。 我首选
了一本《支玉衡课堂实录》，然后挪到旧

杂志前细翻起来， 打算挑选几本没看过
的，带回家去读。

正当我选书入迷的时候， 一位老伯
从旁边递过来一个墨绿色的小方凳，我
说了声谢谢， 头也不抬地坐在那里继续
选书。 书选好了，我抱着几本图书准备交
钱， 蓦然发现书摊主人正是那位递凳子
的老伯， 他正斜倚在一辆三轮车的后座
上看一本厚书。 见我过来付款，他指了指
立起的那块牌子，说了声“看着给！ ”，然
后继续低头看书。真是个奇怪的老头！我
也并不计算价钱， 随手将几张纸币放到
书摊旁那个固定的钱匣子里。

在我即将离开书摊的一刹那， 老伯
忽然合上厚书， 用温和的声音叫住我：
“姑娘，你是老师吧！ ”我有点奇怪，随口
追问：“老伯，您是怎么知道的？ ”

老人哈哈一笑，声如洪钟，随后又故

作神秘地悄声说道：“我一看你选书的类
别和付钱的不计较劲儿， 便猜到你定是
个文化人。 如今的年轻人， 除了做教师
的，还有谁会喜欢读书呢？ 早被电脑和电
视同化了啊！ ”

我忽然有种巧遇知音的感觉 ，便
和老伯攀谈起来 。 老伯已 72 岁了 ，退
休前曾是某高校的一名语文教师 。 老
人一生经历坎坷 ，从事过多种职业 ，唯
有教书这一行最如他所愿 ， 既文明又
高雅 ，且能终身与书为伴 。 他用手指了
指地上的书摊 ，继续对我说 ，这些都是
他的私藏之物 ，虽然没有一样宝贝 ，却
都是他的爱物 ，几次搬家 ，一直没舍得
丢弃 ， 如今堆得家里的书房卧室到处
都是 ，害得老伴总是和他唠叨 。 今年暑
期开始 ，老伯忽然意识到 ，这些旧书老
是放到家里有些不妥 ， 毕竟自己年岁

大了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没有人喜欢
照管它们 ，不如趁现在 ，将家里的 “图
书馆 ”分期分批地搬到市场上来 ，谁需
要就拿去 ，至于钱的事 ，象征性地给点
“地皮税 ”就可以了……

老伯的话既幽默又风趣， 让人听着
心里暖和。他哪里是在售书？这分明是在
赠书！ 老伯每天风吹日晒地站在这里，只
是为了帮助他的宝贝们另寻归宿， 进而
达到“物尽其用”的目的。

女儿放学的时间到了 ， 我与老伯
打了声招呼 ，然后匆忙离去 。 街角处 ，
我忍不住朝旧书摊回望一眼 ， 只见银
发老伯正弓着身子整理地上的一摞图
书 ， 一抹斜阳已将他的整个背影镀成
一片金黄……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凌海市双羊中
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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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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82296740 13810009700 冯永亮
010-82296732 13681266846 解成君
邮箱：zgjsbjssh@vip.163.com

（主题注明“阅读联盟”）

《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
师———我的为师之道 》
于永正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创意生活：打破枯燥的两点一线的教育生活，为课余生活添加靓丽的色彩。 谈谈你对
教师新生活的设想。

流行工坊：你对穿衣打扮的时尚理念，谈谈你对当下流行事物的理解与作用。
美食地图：美食吃的不仅是味道，也是一种文化。 分享当地的特色美食，阐释美食背后

文化内涵。
私家厨房：谈谈你的美食理念，美食印象，创意菜肴（具有教师特色的:简单、省时、美味、

保健，有自己的创意或理念）。
行走天下：以教师的眼光看天下，在旅行中，体悟生活，反观我们当前的教育。
健康密码：在繁忙的工作中，如何保持健康的活力。 分享你的健康理念，运动方式，养

生要诀。
修身养性：插花、剪纸、刺绣、钓鱼……各种爱好，不仅丰富了教师的课余生活，也能让

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保持好的心态，反哺教育。 分享你的特色生活。
科技达人：教师不仅要会教书，更要紧跟时代。 分享你的小创造，以及对教育生活的改变。

截稿日期：2014 年底
邮箱投稿：zgjsbjssh@vip.163.com，投稿时请注明“相关栏目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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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校园行：展示学校特色的教师、学生阅读模式，阅读课程，
阅读活动，激发师生阅读的困惑与创意小策略。

阅读现场：分享教师阅读课的设计理念，师生阅读中的感悟。
阅读之星：征集酷爱读书的教师，分享自己的阅读历程，展示

阅读对教师成长的影响。
深度阅读：深度解读图书背后的内涵，反观自我的教育人生。
另类阅读：人文社科的阅读也不可或缺，分享你读过的好书。
书虫手记：分享你与书的小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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