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被冠以“最霸气女教师出游，
小学生为其打伞遮阳” 的照片在网络
上火了。 许多评论充满“正义感”：“现
在的教师也真是牛了”，“霸气女教师，
你摆的什么谱”……还有的评论矛头直
指撑伞的小学生：“小小年纪就知道拍
马屁。 ”

得知此事，我的第一反应是，回忆从
教 30 多年中有没有让学生给自己撑过
伞。 想了很久，确定从来没有。 但我并未
因此而释然，反而更加“不安”起来，因为
我的许多行为，其“恶劣”程度远远超过
了让学生给我撑伞———

我曾经让学生帮我搬家， 而且不止
一次；我多次与学生摔跤，把学生紧紧地
压在下面；和学生一起吃饭，我让学生帮
忙洗碗； 有一年出差， 学生送我去火车
站， 他们帮我背包； 让他们帮我抱作业
本， 或去办公室帮我拿粉笔……我越想
越后怕，同时也很庆幸：幸好以前拍照摄
像没现在这么方便， 而且互联网也不发
达，否则我不知被“人肉”过多少次了。

所谓“后怕”、所谓“庆幸”,当然不过
是调侃而已。实际上，当我回想起与学生
在一起的这些事情， 涌上心头的是温馨
和幸福。以前我认为，只要师生之间互相
信任，嬉笑怒骂皆成教育。 现在，我还想
补充一句，只要师生之间彼此依恋，举手
投足都是真情———

我让学生帮我搬家， 是因为我把他
们当作我的哥们， 他们也为能够给我搬
家而开心；我摔跤把学生压在下面，是因
为他们也曾把我压在下面， 但这种感觉
真是“痛并快乐着”；我让学生帮我洗碗，
是因为周末我请他们到我家玩， 一起包
饺子，吃完饭有学生洗碗、有学生扫地，
俨然一家人了，哪还有什么师生之分？去
火车站， 学生帮我背包， 他们幸福我开
心，彼此都被感动着，哪有一丝所谓“霸
气”、所谓“拍马屁”的气息？

我写这些， 无意标榜自己多么爱学
生，而是想说，当师生关系到达一定的境
界，就很难说究竟是谁在为谁“付出”，或
者说是谁在“伺候”谁。我相信，每一位普
通教师都有许多这样温馨的故事， 这就
是师生之间再普通不过的生活。

这是我们共同的情感， 共同的
爱———朴素而又纯净。 同时，这种感情
还很自然。 就小学生为老师撑伞而言，
单看照片， 正如网上所描述：“这位女
教师手里拿着扇子，戴着墨镜，全程面
无表情……” 似乎这位教师很冷漠，很
摆谱。 当然，如果苛求一些，这样的行
为确有不妥。 比如教师应该拒绝孩子
为其撑伞， 或者撑着伞搂着孩子一起
走……如此“心安理得”地享受弱小的
孩子为自己撑伞， 看着确实不是那么

“为人师表”。
但这不是摆拍，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再高大上的教师也有随意的时候。 在拍
照之前或者之后，也许有过笑容，有过
亲昵，而恰好这个“瞬间”没有。 但这个
“瞬间”真实而不虚假，自然而不做作。
虽有不妥，略有遗憾，但没有犯错。 作为
一个极普通的生活常态， 不值得大惊小
怪，更不应上纲上线。

问题是， 这件事却引起了上级部门
的“高度重视”。据报道，上海市宝山区教
育局就此事回应称，经调查，学生为老师
撑伞一事属实， 撑伞学生称是自愿为老
师打伞。 但教育局责成学校对该老师进
行批评教育， 并要求各学校加强师德师
风教育，提醒广大教师严于律己，注意言
传身教、关爱学生，积极营造师生相互尊
重的和谐氛围。

既然是孩子“自愿为老师打伞”，让人
想不通的是，这位女教师何错之有，竟然
还被批评教育，这不免让人叹息。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女教师在接受
采访时说：“我错了”，同时流泪说道：“现在
舆论一边倒，说我的行为不好，这个我承
认，教育局和学校怎么处理，我都能接受，
因为这的确是我个人的问题。 但是，有些
言论却是攻击小朋友的，孩子只有十岁左
右，内心还很单纯，我不希望这件事影响
到孩子。 ”

如此回应， 让人读着很感动也很心
酸。 自己被舆论声讨，还担心着孩子，这
是一种怎样的爱心？

一位从教才三年的年轻教师，那么
爱孩子，却仅仅因为随性了一回，在没
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被领导批评，被
网络示众， 被舆论声讨……我为我们
的教师感到一种深深的锥心的痛。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实
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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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不再为办学经费发愁， 教育行
政部门不再为补充教师、 解决编制问题
烦恼……我们突然发现， 我国的基础教
育好像历经了千难万险来到了一望无际
的平原。 教育将迎来新的常态。

新常态之一 ： 理性办学将成为主
旨 。 教育工作的对象是人， 从生物人
成长为社会人，需要一个漫长、逐步蜕
变的过程。 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
律。 因此，教育应该是循序渐进、逐步
推开、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易到难
的一个过程，它需要回归理性，戒除一
切浮躁和功利 ， 其最大的特点就是
“慢”。 有时候，教育投入很多，但并不
意味着收获一定会很快、 产出一定会
很多。 遗憾而可悲的是， 我们常常一
边大讲特讲“百年大计”，一边却忽视

教育周期长、见效慢的规律，一味地拔
苗助长。其结果是，我们培育了一批又
一批过分早熟的儿童， 他们缺少了生
活的磨砺和洗礼， 丧失了自然生长的
每一个阶段的滋味和乐趣， 有可能成
为心智上的残疾人。 让我们记住著名
美学家朱光潜先生那句至理名言：“慢
慢走，欣赏啊！ ”

新常态之二 ： 培养德行将成为主
题。教育的本质属性和终极目标究竟是
什么？ 我认为，教育的本质功能就是让
人成为人，由一个生物人成长为一个社
会人。 教育的终极目标永远是培养德
行，而非灌输知识。 当今社会最欢迎什
么样的人才？ 毫无疑问是那些品学兼
优、德才兼备的人。 什么样的教育才能
让学生赢得社会的青睐？毫无疑问是那

种注重立德树人、育人为本的教育。 美
国教育家杜威曾强调，“教育主要是培
养儿童的德性”。 如果一个人的人品有
问题，那么，他的能力越大，可能给社会
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因此，教育要淡化
学业成绩评价，淡化考试目标，把孩子
的品行操守看得比一纸分数更重要，把
育人看得比育才更重要。 要从过去的
“只重教书，不要育人”到“既要教书，
也要育人”， 发展到今天的教育就是立
德树人。 这就要求我们，要通过教育教
学活动培养精神独立、人格完整、懂得
担当的合格公民。

新常态之三：个性培养将成为主流。
每个人的身心发展， 从表现形式到水平
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教育工作者
必须深入学生实际， 了解他们各自的发

展背景和水平，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
特长，从而因材施教。只有不被学生拒绝
的教育才是打动孩子心灵的教育， 只有
能够充分发现并挖掘学生个性和潜能、
保护并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想象力的教
育，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教育，才是适合
每个学生的教育。 让学生选择适合他们
的教育，就是让“鸭子练游泳，兔子练长
跑，老鹰学高飞”，使学生的个性发挥到
极致。

教育新常态的表现方式有许多，但
归根结底受制于教育的本质规律与属
性。只要我们自觉认识教育规律、敬畏教
育规律、遵循教育规律，就一定能够让教
育回归其本来面目。唯有如此，教育才会
充满希望。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襄阳市昭明小学）

基础教育呼唤新常态
□王保明

纵横谈

网上曾流传一个段子 : 一位教师倒在一堆打
印好的文件中，同事猛扑上去喊他，他虚弱地微
睁双眼，指了指散落一地的纸张说道：“这是我的
班主任工作总结、学科教学总结、教研组工作总
结、课题小结、个人三年规划、学生成绩汇总、家
访记录、 安全工作总结……请一定代我转交组
织。 ”说完就陷入了昏迷。 同事含泪晃着他的身
子：“同志，你醒醒，组织还有要求，还得上交一份
电子版的……”

这个故事虽然有些夸张， 但从一个侧面说
明，当下教师的工作量太大了。

有一天，与一位名师聊天。 她说，做教师太难，
经常感到身心疲惫，缺乏幸福感。按理说，这位名师
在省会城市任教，我们都羡慕得不得了，怎么也会
说出这样的话？

原因很简单，太多的琐事占用了她的时间，即
便使出浑身解数她都应付不过来， 更不要说有时
间专心钻研教学工作了。

忙也就忙了，关键是许多事情忙得缺乏实际
意义。 她说：“每次教研活动都要拿出方案，还要
制定活动的详细操作流程，最后还要总结。 每次
都是一大堆文字材料，搞得人筋疲力尽。 ”

我猜想，她们学校的教研活动在促进教师的专
业成长之外，可能更多的是“面子工程”。

其实，如果教育要做给别人看，教师怎么会感到
幸福？ 又怎么会成为真正的自己？

（河南省罗山县教育体育局 毕延威）

教师的生命谁做主
□王占伟

“教师支配不了自己的时间，一
会儿被指挥到东， 一会儿被指挥到
西，只能听令，不能自主，有时根本应
付不过来……”一位名师感慨。

现实中，许多教师不仅在专业上
难以自主，而且一些基本权利也屡被
侵犯。

前不久， 甘肃一名教师来信说：
有的农村寄宿制学校，作息表上规定
学生 6 点半起床， 学校却要求教师 5
点半到教室跟班，不到则按违反规定
处理。 一天 24 小时，学生在任何时间
出了问题，学校都会向班主任和相关
教师问责，法律规定的 8 小时工作制
似乎与教师没有关系……

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解决，我
认为，需要从主观、客观两个维度
来分析。

就主观维度而言，教师需要思考
的是：作为教师，你的生命是谁在做

主？ 是自己掌握还是被他人操控？
每一个生命都拿着一份成长说

明书来到了人间，这份成长说明书就
是“真我”。 对生命而言，真正有大用
的是看不见的那个真我、那个精神生
命。“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 ”教育家陶行知谆谆教导的
价值正在于此。

人的精神生命需要的是相信、解
放、发展，但其在现实中却往往被无
视、压制、扼杀。 所以，生活中随处都
能看到失去自我的成年人，他们就像
空壳一样活着。

这样的教师不可能有真正的成
功，不可能有真正的信仰，也不可能
有真正的幸福，因为他们根本不是自
己生命的主人。 这样的教师也不可能
给孩子真正的爱和自由，不可能让孩
子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 在这样的状
况之下，教育的品质能好吗？

其实，教育就是唤醒每个人内心
沉睡的巨人。 教师内在的巨人一旦被
唤醒，其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过
程就会随之改变。 所以，教师发展还
得靠自己。

就客观维度而言，教育行政部门
和学校管理者，要走出“教育品质提
升必须强化管理”的观念误区。

毫无疑问，提升教育品质需要强
有力的管理，尤其是在学校需要规范
的发展阶段。 但是，规范发展之后，强
有力的管理就可能会成为进一步发
展的枷锁。

在《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
核心》一书中，美国教育专家萨乔万
尼提出了两个概念：“领导的失败”和

“训练出的无能”。
所谓“领导的失败”是指，当学

校处于困境时，校长强硬而直接的
教学领导有助于学校情况的好转。

但问题是， 一旦学校走出困境，学
校需要怎样一种领导？ 如果历经几
年的努力之后，仍然需要校长强硬
的领导，教师仍然需要别人为其指
点方向，需要对其进行监督，需要
对其进行评价，需要对其进行奖励
或惩罚，这样才能使教学工作顺利
地开展，那就意味着校长已经是一
位失败的领导者。

“领导的失败”导致“训练出的
无能”： 教师极其狭隘地着眼于知
识、技能，以致变得越来越没有思考
的能力， 也没有超越其指定角色的
能力。

以此标准审视教师群体， 可以发
现，“训练出的无能” 者比比皆是。 究
其根源，错主要不在教师，而在管理。
从这个意义上讲， 教育落后的实质是
管理落后。 这正是教育管理者需要反
思的。

前些天，“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的教师辞职信火爆网络。 这位女
教师自我实现的勇气，让许多人深受
感染。

当前，社会各界对教师的要求正
在逐渐改变，而教师对自我实现的需
求程度亦在不断提高。 但是，教师的
自我实现面临诸多的困境：教学仍然
是谋生的手段，教学活动欠缺人性的
表达； 教师身份受社会现实所限制，
为社会舆论所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自我迷失， 被所谓的教学技巧所控
制；教学不良情绪左右着教师的自我
实现和发展；等等。

我认为，教师需要不断地突破自

己，用共同创造取代控制，进而成为更
好的自己。

勇敢突破自己。教师应该勇敢地秉
持自我，不因外界的各种纷扰而失去作
为一个教师应有的本性。 然而现实中，
教师却受自我认知、个人情绪、外界看
法等因素影响， 常常会为了工作方便、
省事、顺利，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一些教
师认为，只要学生考出好成绩，不介意
用填鸭式的应试教育法。 许多教师被

“磨平棱角”，成为被社会机器、技巧和
经验所控制的“演员”。

好的教育来源于教师的自身认
同。 教师首先要认识“我是谁”，了解
自己是谁之后，要保持心灵的开放，

坚持自己的风格，不要迷失。 其实在
学生看来， 最好的老师就是有自己
风格的老师。 教师要勇于抵制让自
己迷失的一切。 如果说教师是灵魂
的工程师， 那么教师保持灵魂的坚
定应该是帮助学生塑造优秀灵魂的
关键。 与此同时，教师要学会选择自
我造就和自我生成。 选择做一名教
师， 就意味着选择了一种可能的生
活，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应该
朝着成就自我的方向努力。 只有这
样， 教师才能在他助和自助中成为
真正的自己。

在共同体中成为更好的自己。 共
同体是教师自我实现的必然形式，教

师只有亲身处于共同体之中， 才能体
会和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教学。 一线
教学中， 可以看到师生为教学和学习
而组建各类团体，备课小组、学习小组
……在这些共同体中， 教师能更好地
完善自我。 在这些共同体中，教师和学
生都是参与者， 双方在不断地思考和
对话中互相成长。

教师的困境是时时存在并永远变
化的。 教师在自我实现的过程中，只
有不断地更新观念，勇于坚持自我，才
能在共同体中更好地实现自我认同，
从而成为更好的自己。

（作者单位系广西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

教师如何走出自我实现的困境
□罗 媛

学生给老师撑伞
何错之有
□李镇西

教育之怪现状

生命的根本动力是成为自己。然而，教师被选择、被决定、被成长的现象，在许多学校竟成为一种常态，教师很难有真正

的解放和发展。教师的生命谁在做主？如何让更多的教师真正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如何从管理体制机制上解放教师？

案例

禹天建/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