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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得最好

思享会

作者帕克·帕尔默在《教学勇气》
一书中谈到一个问题，是他在教师工
作坊时让教师们做的填空题：“当我
教得最好的时候，我就像……”答案
并不唯一，或许每个教师都会有不
同的教师形象隐喻，比如：天使、溪
水 、美丽的图画书……以一种 “纯
真而原始 ”的方式 ，帕尔默引出了
他的教学观点，即教师应自我认同
和自身完整。

帕尔默自己的隐喻是牧羊犬，他
意识到他的工作是将学生带到一个
可以得到食物的地方： 好的课本、计
划好的练习、启发性问题、纪律良好
的对话； 然后让学生自己喂饱自己：
学生主动学习；给学生转移到下一个
牧场：让学生学到别的知识；把学生
群集在一个地方， 拦住危险的掠夺
者，对迷路和逃走的个人给予特别的
注意： 能够很好地掌控课堂秩序，使
共同体中的学习者能够将注意力都
集中在学习上。

如果由我来做这道填空题，我
会这样回答 ：“当我教得最好的时
候，我就像树上的甜果。 ”我更强调
的是生长 ，从大地而来 ，向大地而
去，每一天都被赋予新的甜度。 我
所能为教育贡献的全部能量与美
好，都基于我自身生长与熟成的程
度。 所以，我的教育与我的自我教
育息息相关。

我希望自己站在讲台前，或走
在学生中间，是幸福而甜美的。 通
过这样的隐喻，我潜意识里的主体

目的性被显现出来， 我意
识到我可能的光亮在哪里，
而我的阴影又在哪里———我并
不像牧羊犬那样具有强制性质的
约束力，我只努力使自己更加完善
来吸引他者的靠近。 但是，这毕竟
也是一种可能性， 甜果般的红润、
芳香也可以吸引和召唤人。

于是，我看到自己的潜能在哪
里———这是任何一本教学论书籍、
任何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教师都不
能教给我的， 是我自己发现的，且
仅属于我一个人的心灵图景：我可
以不严厉，可以拿出更好的教学预
设和生成，可以更敞亮地与学生交
流对话……

当我认同了自己，也识见了自
己的心灵图景，仿佛抓握住许多我
教得最好的时光：

我曾经上过最好的课，点亮过教
室里的每一双眼睛和每一颗心灵。

我曾经开过最好的晨会，讲过
最动人的故事。

我曾经带过最好的班级，每一
个学生都让任课教师喜欢。

……
当我的行动与我的理念重叠

起来，我自己所呈现的教师形象与
我的心灵图景一致了，那样的生命
场景是我最好的教育时光。 这些原
本被忽略的散落的教育时光，因为
我意识到了它们，被串成闪亮的珠
串。 这珠串对我讲述着作为教师的
幸福，也使我更愿意做教师。

甜 果 的 隐
喻并不只是带来

自我安慰的心灵鸡
汤，甜果的形象也是我内在

的评判者 ，是我内心的导师 ，它提
醒我：

今天班级地面脏乱的时候，我
的表现不够优雅，甚至有些粗俗。

课堂上出现了节奏拖沓的问
题 ，是因为预设得不够精细 ，有些
细节没考虑到位。

这次交流没有切中关键点，某
某学生的心结始终没有打开。

……
所有不够甜美芬芳的时刻都

在提醒我，目前的我离甜果般的心
灵图景仍有差距，仍需努力使自己
完整。 所以，我仍然需要省思，思考
可以采用什么方法改善自己，避免
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会省思自
己如何才能复归到甜果般的状态，
并将这些思考转化为实际的教育
行动。

如果说一个教师拥有最好的
教育时光，那一定是与他最好的教
育理解相连接，他最好的教育行动
一定与他理念中最好的教师形象
相连接。 教师应该能够与自己的心
灵图景相遇， 看见理念中的自己，
知晓基于 “我 ”的天赋所能达到的
最理想的教师形象，并负着这个形
象努力向上攀升。

（作者单位系哈尔滨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研究院）

师专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厂矿
子弟校任教。 学校几经周折后，与临近
的一所初中合并。 尽管彼时我们“身份
不明”，但那段日子，我时常自得其乐，
至今仍萦绕心头……

刚进教室，学生还有些吵闹，我便
直接放了音乐，倚在门边，假装闭目享
受。 音乐声越来越大， 教室里越来越
静。 我偷眼环视， 一些孩子坐得很端
正，一些已经像我一样闭目。音乐间隙
里，我在黑板上书写这堂阅读课要阅
读的内容。 孩子们很配合，默不作声
地拿出书籍开始阅读。 临下课时，我

与孩子们一起交流刚刚读
过的内容， 请他们说

说自己的收获。 我
很享受这样的过
程， 喜欢这样与
孩子们一起共度
阅读的时光。

学校虽是泥
地操场 ， 但很宽

敞，那里是我与孩
子们课间游戏的场

所。 做游戏时，对那些刚
转来的孩子，我会偷偷地给予照

顾，比如故意把手绢丢在他们背后，或
者认定他们是胜利者， 我希望他们能
够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接纳与关爱。
在阳光下， 我与孩子们这般奔跑、欢
笑，感觉真好。

每个学期开学， 我都会提前打扫
干净教室，迎接孩子们的到来。 每次，
我都让刚毕业的孩子回来帮我打扫。
可是那个学期开学， 我与往常一样提
前去学校打扫卫生， 却惊讶地发现我
的班里窗明几净、桌椅整齐。我疑惑了
好一阵子， 后来才知道是班里的几位
家长自发带着孩子去学校做的。 那一
刻的感动，难以言表。

就这样， 我逐渐沉醉在与孩子们
相知相守的日子里———课堂上， 我们
学唱《火柴天堂》，为卖火柴的小女孩
流泪；我们扮演廉颇和蔺相如，为“将
相和 ”的友情感动 ；我们辩论是当猴
王好 ，还是众猴好 ，学会选择自己的
人生之路……课余时光，我们一起去
公园看菊展 ，一起去河边野炊 ，一起
去郊外踏青……

那真是一段单纯明亮的日子。我想，
那或许就是我教育路上最好的时光。

后来 ，学校集团化了 ，与名校融
合，知名度也越来越高。 这些看似值
得高兴的事情，我却愈发强烈地表现
出内心的焦躁与不安———又一个 6
年的轮回即将开始，在复杂的人际漩
涡中 ，在众目睽睽的审视中 ，我该如
何是好？ 往昔那些单纯与明亮仿佛已
经离我远去。

一次， 一位朋友简短的话语让我
瞬间找到了方向，“不管怎样， 只要勿
忘初心就好。 ”我慢慢地领悟到，教育
之路是自己选择的， 虽然每天都会有
许多意外发生， 但只要坚定自己的信
念，走好自己确定的道路，所有惧怕便
会烟消云散。

勿忘初心，继续上路。我相信，最美
的都在前方，而沿途芳香扑鼻———那一
定也会是我最好的时光。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成绵
路小学教育集团）

当我教得好的时候， 地里刚种
上开春的第一畦白菜。

那天，阳光正好。 我走进教导处
办公室， 开始备课三年级数学下册
《面积单位》。

那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二个春
天。 学校正在举行“教学能手”讲课
比赛，每个年级推选一名数学教师，
通过抽签方式进行讲课。

30 分钟过后， 我走进三年级教
室，开始将我设计的脚本付诸实践。
上课之前， 我先在黑板上横着画了
一根 4 节竹子， 每个竹节处都画了
一些竹叶。 我告诉孩子们，这节课共
有 4 道关口， 每闯过一道关就剪掉
一个竹节上的竹叶。 令人意外的是，
整节课都进行得非常顺利……

最终，我荣获“教学能手”，我感
到异常兴奋。 我以为，如此讲课的方
式便是最好的课堂。

然而 ，当我现在再来审视这堂
课时，会发现诸多不足。 比如，满堂
课都是“灌输式”教学 ，孩子们被迫
在教师设计好的脚本里学习 ；孩子
们并没有凭借自己的探究真正记
住面积单位这一概念……

当我教得较好的时候， 我已经
辗转了好几所学校， 也经历了课程
改革，视野开阔了许多。

一次数学课， 我拿着米尺准备
去上课。 当我走到教室门口时，忽然
想到有个“截竿进城”的故事。 于是，
我灵机一动，也来了一个“横尺进教

室”。 孩子们见状，
纷纷给我出主意 。
而我仍然站在教室
门外， 笑着说：“孩
子们， 你们仔细思
考一下，老师横着拿
米尺进不去 ，说明了什
么 ？ ”有的孩子说 ：“说明
我们教室的门不到 1 米宽。 ”也有
孩子说 ：“说明我们教室门的高度
比 1 米高。 ”

瞧 ，人在教室外 ，教学已经开
始了。

课堂上， 当我将自己定位于儿
童时，我才能体会到孩子们的感受。
我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 孩子们在
课堂上有足够的安全感和满足感 ，
这样的课堂才能够称为好的课堂。

随着经验的丰富， 我对课堂又
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认为，“课堂是
向着未知的方向挺进”。

那天 ，我执教 《欣赏与设计 》一
课， 在让孩子们欣赏了一些漂亮的
图案后， 我布置了让孩子们自由设
计、自由上色的“任务”。

课上，孩子们都很投入。看着一件
件作品的诞生， 我又有了一些新的想
法， 我不想让孩子们鲜活的思考仅仅
止于完成作品。 因此，一场“我是小小
设计师”的比赛在我心中酝酿。

第二节课。 我让孩子们 4 人一
组，每组推选出两幅作品参赛，其余
两人中再选出一个评委。 一切妥当，

展示开始。 孩子们选
择 了 当 堂 念 分 并 写
在黑板上 ，活动进行
得有条不紊 。 此时 ，
我真真切切当了一回

观众。
……

每一次公布分数， 孩子
们都紧张而兴奋。 一些胆小的孩子
也第一次如此大胆地上台展示。

我知道这样的方式比较冒险 ，
因为孩子的得分都清楚地写在黑板
上， 我不能及时保护每个孩子的自
尊心。

因此 ，比赛一结束 。 在孩子们
的惊呼声中 ，我迅速擦去了黑板上
的分数 ，并抛出了一个问题 ：老师
为什么要擦去分数 ？ 有的孩子说 ：
“老师是想告诉我们 ， 其实分数并
不重要。 ”有的孩子说 ：“参与的过
程很重要……”

听了孩子们的回答，我很欣慰。
我知道，我并不是想要比出分数，也
不是想让孩子们过早地体验残酷的
竞争， 我只是想让他们有这样深刻
的体验。

童年是一生的半径。 这节课，我
的退让点拨也好， 孩子们的精彩展
示也罢， 只要没有抹杀孩子们未来
发展的可能， 都应该算是教得最好
的时候！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成都市泡
桐树小学）

从师范毕业到现在的我， 教育生
涯经历了三段路程……

我的小学语文老师能歌善舞，受
她的影响，上师范时，我除了努力学习
专业知识，还学习音乐、美术、体育等
学科。 那时，我便暗下决心，日后在教
好学生基础课程后， 还要带领他们学
习音乐和舞蹈， 要让他们到县里登台
表演。

带着自己的梦想， 我迎来了第一
届学生。 当时，我接了一个班的数学课
和美术课，还有全校的音乐课。 为了让
学生们学会学懂，每一节课我都精心准
备，并将音乐、美术融入课堂教学中，歌
曲导课、简笔画板书、优美的舞蹈动作
等。 虽然孩子们的学习成绩不错，但我
依旧对他们严格要求。 所以，孩子们都
养成了细心谨慎的学习习惯。

为了排练好舞蹈， 每天早上天不
亮，我就领着孩子们去跑步，然后进行
舞蹈动作的练习。

5 年的时光过得很快，在这 5 年的
时间里，我也实现了最初的梦想……

当我带着这种良好的状态接手第
二个班级时，一次外出学习，
一位专家的话深深触
动了我： 我们的教
学难道仅仅是为
了 成 绩 吗 ？ 的
确，回想起学生
有时惧怕我的
眼神，我仿佛一
下子被惊醒，不
得不重新思考 ：
除 了 让 学 生 学 会
知识以外， 教师还要
交给他们什么？ 带着这种
思考，我开始了自己的第二轮教学。

随着教学思路的转变 ， 我的课
堂风格及内容发生了变化 ， 由那种
单纯提高学生兴趣的歌曲 、 游戏变
成了有韵味的课堂教学 。 数学课上 ，
我设计了学生感兴趣的各种活动 ，
注重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 。 除此之
外 ，课余时间 ，我会给学生读一些美
文或一些哲理性文章 ， 注重对他们
人文方面的培养 。

那时的我不再将分数看成努力的
方向，而是将培养学生的能力、拓展学
生的思维方式作为教学的目标。 5 年
后，孩子们在维持原有成绩的基础上，
更增添了一份灵气。

与上一个 5 年相比，我更多了一份
稳重，开始学会反思自己的教学……

10 年过去了，我接手的第三个班
级的孩子与往届相比有了明显的不
同， 他们更有主见。 看到孩子们的变
化，我也要尝试一些新的做法。

课堂上，我大胆放手，把学习的主
动权还给学生， 在教学中渗透数学思
想和数学方法的培养。

10 年的积淀，让我明白了课堂上
到底要怎样做。 在我的课堂上，知识和
能力并存，思想和快乐同在，智慧与生
命共成长。

静静回味十八年的教学生涯，每
一个阶段都收获了许多。 感谢“教得最
好的时光”，让我能够对自己走过的路
不断回味、不断反思，更好地步入我的
下一段路程！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滑县枣村乡
中心小学）

勿忘初心
□廖学军

负着教师的形象向上攀升
□严中慧

向着未知的方向挺进
□欧小丽

一段路程，一段收获
□邓 琳

从生命存在开始，教育始终是不可
替代的热议话题， 而且永远争论不休，
但无论怎样争辩不休，教育终要向前发
展。 作为一个奔波在教育领域二十五载
的一线教师，我对教育有这样三个“珍
贵”的解读：贵在尊重、贵在引导、贵在
完善。

贵在尊重。 何谓尊重？ 尊重就是默
认一切存在的现实。 念小学一年级时，
我进入虎洞沟小学。 至今想来仍觉敬
畏，从一个封闭的小屯子到了一个相对
开放的村落， 满世界都是斑斓的色彩。
可惜，我一站到讲台上就发蒙。 我的启
蒙恩师慈善无比，她和蔼地鼓励我读出
最简单的拼音字母，我无法读出 ，甚是
惭愧。 某日，我吃罢午饭，想到老师还有
可能询问拼音的读法， 索性离了校园，
自此天马行空，放牛、看鸟、撵蝴蝶……
可也怪了，一旦离开校园，那些拼音竟
然扎了根似的，天天响在我的嘴边。 因
那一段岁月，待我重返校园后，所有的
数字、字母于我都分外亲切。 今天想来，
恰是那段笨拙的岁月，那些“不完美”的
场景，才有了今天的懵懂。

贵在引导。 何谓引导？ 引导就是默
认一切存在并合理疏导。 儿子小时候，
家里生活困难，他虽懂，但并不知道我
们的日子究竟有多么困难。 上幼儿园
时，他似乎不带点吃的就不肯到幼儿园
去。 某次，他又耍赖，我一怒之下，抽了
一根条子，做出抽打状。 他一看我认真
起来，撒腿就跑。 我的条子抽得嗖嗖响，
眼泪哗哗地流在心里，一个孩子想带点
吃的，又有什么错呢？ 可是那个岁月不
允许有这种奢侈。 基于那样的经历，我
更透彻地理解了我所教的孩子。 今年，
学生常国立转入我所教的班级。 他高高
壮壮，一脸憨朴。 可不久，大家发现他经
常抄作业，一旦被别人发现，还振振有
词。 我没有作声，总觉得他身上有无数
优点，他善于表达，而且肯于担当。 平时
有什么任务，你到教室说一声，他立马
起身，满面阳光地奔赴“战场”，从不委
屈。男子汉，担当是最好的语言。我的鼓
励，让他扬眉吐气，自此谨言慎行，不再
抄袭。 所有的同学不再嘲笑他，因为他
以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存在。

贵在完善。 何谓完善？ 完善就是基
于现实的一种成长。 曾读过印度著名哲
学家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他以一个智者
的清醒告诉我们，生命就是一个不断完
善的过程。 当班主任时，班里有一个女
孩，自小生活在“蜜罐子”里，不曾受过
委屈，但出外住宿，岂能不独自料理生
活？ 遇到困难，她常常哭一通鼻子，似乎
可以化解一切。 作为班主任，我明白，总
有一天，她会长大。 某一日，我到八道沟
中学听课，看到了她。 她不再任性，而是
站在讲台上，神采飞扬。 原来，她也做了
班主任，带了一批孩子。 长大，就是一个
不断修正的过程。

世界是简单的， 教育是简单的，相
信岁月会创造一切奇迹，这就是最好的
教育，也是教育的真谛。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长白县金华中学）

简单的教育

□王永彪

且行且思

……
读书并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选得精，

读得彻底。 与其读十部无关轻重的书，
不如以读十部书的时间和精力去读一部
真正值得读的书； 与其十部书都只能泛
览一遍，不如取一部书精读十遍。 “好书
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这两句
诗值得每个读书人悬为座右铭。 读书原
为自己受用，多读不能算是荣誉，少读也
不能算是羞耻。 少读如果彻底， 必能养
成深思熟虑的习惯，涵泳优游，以至于变
化气质；多读而不求甚解，则如驰骋十里
洋场，虽珍奇满目，徒惹得心花意乱，空
手而归。世间许多人读书只为装点门面，
如暴发户炫耀家私， 以多为贵。 这在治
学方面是自欺欺人， 在做人方面是趣味
低劣。

读的书当分种类 ， 一种是为获得
现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识 ， 一种是为
做专门学问。 为获常识起见，目前一般
中学和大学初年级的课程 ， 如果认真
学习，也就很够用 。 所谓认真学习 ，熟
读讲义课本并不济事 ， 每科必须精选
要籍三五种来仔细玩索一番 。 常识课
程总共不过十数种 ， 每种选读要籍三
五种 ， 总计应读的书也不过五十部左
右。 这不能算是过奢的要求。 一般读书
人所读过的书大半不止此数 ， 他们不
能得实益，是因为他们没有选择 ，而阅
读时又只潦草滑过。

常识不但是现世界公民所必需，就

是专门学者也不能缺少它。 近代科学分
野严密，治一科学问者多固步自封，以专
门为籍口，对其他相关学问毫不过问。这
对于分工研究或许是必要， 而对于淹通
深造却是牺牲。宇宙本为有机体，其中事
理彼此息息相关，牵其一即动其余，所以
研究事理的种种学问在表面上虽可分
别， 在实际上却不能割开。 世间绝没有
一科孤立绝缘的学问。 比如政治学须牵
涉到历史、经济、法律、哲学、心理学以至
于外交、军事等等，如果一个人对于这些
相关学问未曾问津， 入手就要专门习政
治学， 愈前进必愈感困难， 如老鼠钻牛
角，愈钻愈窄，寻不着出路。 其他学问也
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专，不能博就不
能约。先博学而后守约，这是治任何学问
所必守的程序。我们只看学术史，凡是在
某一科学问上有大成就的人， 都必定于

许多它科学问有深广的基础。
……
有些人读书，全凭自己的兴趣。今天

遇到一部有趣的书就把预拟做的事丢
开，用全副精力去读它；明天遇到另一部
有趣的书，仍是如此办，虽然这两书在性
质上毫不相关。 一年之中可以时而习天
文，时而研究蜜蜂，时而读莎士比亚。 在
旁人认为重要而自己不感兴趣的书都一
概置之不理。这种读法有如打游击，亦如
蜜蜂采蜜。它的好处在使读书成为乐事，
对于一时兴到的著作可以深入， 久而久
之，可以养成一种不平凡的思路与胸襟。
它的坏处在使读者泛滥而无所归宿，缺
乏专门研究所必需的“经院式”的系统训
练，产生畸形的发展，对于某一方面知识
过于重视， 对于另一方面知识可以很蒙
昧。我的朋友中有专门读冷僻书籍，对于

正经正史从未过问的， 他在文学上虽有
造就，但不能算是专门学者。如果一个人
有时间与精力允许他过享乐主义的生
活，不把读书当做工作而只当做消遣，这
种蜜蜂采蜜式的读书法原亦未尝不可采
用。 但是一个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种学问
的志愿，他就不能不有预订计划与系统。
对于他，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尤其是一
种训练，一种准备。

……
读书必须有一 个 中 心 去 维 持 兴

趣，或是科目 ，或是问题 。 以科目为中
心时，就要精读那一科要籍 ，一部一部
地从头读到尾 ， 以求对于该科得到一
个赅括的了解 ， 作进一步作高深研究
的准备。 读文学作品以作家为中心，读
史学作品以时代为中心 ， 也属于这一
类。 以问题为中心时，心中先须有一个

待研究的问题 ， 然后采关于这问题的
书籍去读 ， 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诸家对
于这问题的意见 ，以供自己权衡去取 ，
推求结论。 重要的书仍须全看，其余的
这里看一章 ，那里看一节 ，得到所要搜
集的材料就可以丢手 。 这是一般做研
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 ， 对于初学不
相宜。 不过初学者以科目为中心时，仍
可约略采取以问题为中心的微意。

……
读书要有中心， 有中心才易有系统

组织。比如看史书，假定注意的中心是教
育与政治的关系， 则全书中所有关于这
问题的史实都被这中心联系起来， 自成
一个系统。 以后读其他书籍如经子专集
之类， 自然也常遇着关于政教关系的事
实与理论， 它们也自然归到从前看史书
时所形成的那个系统了。 一个人心里可
以同时有许多系统中心， 如一部字典有
许多“部首”，每得一条新知识，就会依物
以类聚的原则， 汇归到它的性质相近的
系统里去，就如拈新字贴进字典里去，是
人旁的字都归到人部， 是水旁的字都归
到水部。 大凡零星片段的知识， 不但易
忘，而且无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识必须与
旧有的知识联络贯串，这就是说，必须围
绕一个中心归聚到一个系统里去， 才会
生根，才会开花结果。

……
（选自 《朱光潜全集 》第一册 《谈修

养》，中华书局 2012 年 9 月第一版）

朱光潜（1897—1986），安徽桐城人；现代重要的美学家，著译丰赡。
本文写于1942年，收在翌年出版的《谈修养》一书中。1929年，朱光

潜先生曾写有同题文章，收在《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中。可见作者对这一话
题的兴趣。

读书，也确是一个值得反复谈论的话题；中外古今关于这一话题的论述，值得了解
和取法的，也很不少。朱光潜先生该文，是学者的读书谈：经验的，平实的，具体而微的，
循循善诱的。
限于篇幅，该文只录其半。可以读读全篇。可以读读先生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谈修养》等著述。 （任余）

随看
随想

10 年前，我离开东北师范大学，怀着满
腔的热忱，坐上了北往的列车，选择支教。 支
教的学校是县城角落里的一所高中，校园不
大，教学楼也是“红砖灰瓦”。

初到学校，正是开学之际。 校长为了锻
炼我，让我做了一个新班的班主任。 班级整
体情况还好， 但有个叫晓磊的孩子却总是
给我找麻烦，他经常不完成作业、不听讲甚
至在课堂上捣乱……我想尽办法却都无济
于事。

一次，一位老教师的话瞬间抚平了我的
心绪，他对我说：“只要你让他真正感受到老
师对他的关心，他便会用行动来回报你。 ”我
开始反思，我是否真正了解他的想法？ 还是
只是一味地批评他？

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我对他格外关注。
有时我早上会给他带一份早饭，有好东西也
会与他分享。 慢慢地，他有了明显的改变，课
堂上收敛了许多，对任课教师也更加尊重。

一次，在留完习作《天空》后，我惊奇地
发现，晓磊竟然交了作文。 从他的文字中，我
了解到晓磊的母亲早年因病去世，而他的父
亲一直很少回家， 也没有好好地教导他，与
其说他叛逆，不如说他是在用倔强守护自己
的那片天。 晓磊的文字打动了我，于是我便
有了发表这篇文章的念头。

在接下来的一周内，我在放学后找他一
起探讨文章的修改，并借此机会走进他的内
心世界。 有时，我会为他讲一些励志的故事，
或者讲述自己的经历，让他懂得自己的青春
该以一个怎样的状态度过。 在日复一日地
“感化”下，晓磊的进步很大。

一次，我去县里开会，会议刚散，就接到
编辑通知晓磊文章发表的短信。 欣喜片刻
后，校长打来电话说，晓磊与李虎大打出手，
情形恶劣。 当我匆忙赶回学校时，晓磊和李
虎都在校长室等待未知的处罚。 晓磊见到
我，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他说：“老师，请帮
帮我，我真的不想离开这里。 ”

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帮助晓磊，便与几个
老师一起向校领导求情。 最终，校方同意不
对晓磊作公开批评，并在第二天的大课间宣
布晓磊作文上报的喜讯。 这件事之后，晓磊
仿佛脱胎换骨，更加努力地学习。

很快，一个学期结束，晓磊终于不负众
望，月考比上一次进步了 60 名。

后来，因为家庭的变故，我中断了此次
支教，回到家乡。 许多年后的一天，我接到
一个陌生的电话， 电话中传来了熟悉的声
音：“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晓磊。 ”在一个
多小时的交谈中我得知， 他后来参加高考
落榜后，选择了复读，最终考上哈尔滨师范
大学。 现在，他边学习边做家教，而且连年
获得奖学金。 我能感觉到，他已不再是那个
叛逆的孩子， 而蜕变为一个有梦想有责任
心的青年。

在放下听筒的那一刻，我忽然想起诗人
泰戈尔的一句话：“不是锤的打击，而是水的
载歌载舞才形成了美丽的鹅卵石。 ”我相信，
一颗坚硬的石头得以形成富有内实和外韵
的鹅卵石，在于外界的呵护；而对于这些顽
皮的孩子们，也同样是这个道理。 如果你的
眼神肯为他们做片刻停留，如果你的话语能
多一些呵护与鼓励，那么你就能看到他们在
为你努力地改变……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秦皇岛市第一中学）

最美的鹅卵石

校园拍客

读书不仅是追求兴趣
每周推荐 朱光潜

这个开学典礼“有点乱”
9 月开学，湖北省宜昌市高新天问小学校区

合并。 孩子们对新校园不熟悉，对小伙伴们也不
熟悉。

开学典礼上，学校设置了两个游戏环节：
五色花瓣找朋友。 请孩子们提前制作一朵

五色花瓣， 在典礼中找到同年级 5 位不认识的
同学，向他（她）介绍自己，并请他（她）选择一种
颜色的花瓣签上名字。

寻找最美校园风景。 教师在开学初拍摄学校
的风景并制作成明信片。孩子们 4人一组寻找明信
片上的风景。 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的班级和小组，
不仅可以得到学习用具等物质奖励，还有免一次作
业、养一个小动物、当一次小老师等精神奖励。

两个环节开始后，满校园都是跑动的孩子。
有人认为这样的典礼仪式感不强，太乱了。 但天
问小学的教师们认为，在这种闯关游戏中，不仅
让孩子们认识了新同学，熟悉了校园环境，更对
新学期充满了期待。

（通讯员 姚双/文 向方杰/摄影）

三个小伙通过“五色花瓣”成为好朋友

一年级新生走上红地毯与大家见面

孩子们请新朋友在五色花瓣上签名

孩子们找到最美校园风景后，在老师那里盖章

一段路程，一段收获，每位教师在自己的教育之路上都会有所
得、有所失，都有自己“教得最好的时光”，而且都会是弥足珍贵的
回忆。当这些散落的“时光”连结成闪亮的珠串时，我们会更真切地
体会到做教师的幸福……

的 光时
教师应该能够

与自己的心灵图景
相遇，看见理念中的自
己，尽所能达到理想的
教师形象， 并负着这
个形象努力向上

攀升。

“课堂是向着未
知的方向挺进”。我的

课堂， 并不仅仅让学生
一味追求分数， 而是让
他们通过自主探究学
习知识， 获得深刻

的体验。

即 便 在 学 校
条件艰苦时， 我也

与孩子们度过了一段
最美好的教育时光。虽
然学校越来越好 ，但
请勿忘初心，继续

上路……

三段不同的教
育经历， 使我收获

了许多， 思考了许多，
让我在不断回味的过
程中， 更好地步入下
一段路程。

□郭文琛

师生之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