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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而又独特的语言

鲁迅的《高老夫子》中高尔础说：“女
学堂越来越不像话，我辈正经人确乎犯
不着和他们酱在一起。”（手边无鲁迅集，
所引或有出入。 ）“酱”字甚妙。 如果用北
京话说：“犯不着和他们一块掺和”，味道
就差多了。 沈从文的小说，写一个水手，
没有钱，不能参加赌博，就“镶”在一边看
别人打牌。 “镶”字甚妙。 如果说是“靠”
在一边，“挤”在一边，就失去原来的味
道。 “酱”字、“镶”字，大概本是口语，绍
兴人（鲁迅是绍兴人）、凤凰人（沈从文是
湘西凤凰人），大概平常就是这样说的，
但是在文学作品里没有人这样用过。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写伐木，有句云
“大树缓慢地， 庄重地倒下了”。 “庄重”
不仅写出了树的神态，而且引发了读者
对人生的深沉、广阔的感慨。

阿城的小说里写“老鹰在天上移来
移去”，这非常准确。 老鹰在高空，是看
不出翅膀搏动的 ，看不出鹰在 “飞 ”，只
是“移来移去”。 同时，这写出了被流放
在绝域的知青的寂寞的心情。

我曾在一个果园劳动，每天下午，天
已昏暗，总有一列火车从我们的果园的
“树墙子”外面驰过，车窗的灯光映在树
墙子上，我一直想写下这个印象。 有一
天，终于抓住了。

车窗蜜黄色的灯光连续地映在果树
东边的树墙子上，一方块，一方块，川流
不息地追赶着……

“追赶着”，我自以为写得很准。这是
我长期观察、思索，才捕捉到的印象。

好的语言，都不是奇里古怪的语言，
不是鲁迅所说的 “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
类”，都只是平常普通的语言，只是在平
常语中注入新意， 写出了 “人人心中所
有，而笔下所无”的“未经人道语”。

平常而又独到的语言， 来自于长期
的观察、思索、捉摸。

读诗不可抬杠

苏东坡《惠崇小景》诗云：“春江水暖
鸭先知”， 这是名句， 但当时就有人说：
“鸭先知，鹅不能先知耶？ ”这是抬杠。

林和靖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
暗香浮动月黄昏”，是千古名句。 宋代就
有人问苏东坡，这两句写桃、杏亦可，为
什么就一定写的是梅花？ 东坡笑曰：“此
写桃杏诚亦可，但恐桃杏不敢当耳！ ”

有人对“红杏枝头春意闹”有意见，

说：“杏花没有声音，‘闹’什么？”“满宫明
月梨花白”， 有人说：“梨花本来是白的，
说它干什么？ ”

跟这样的人没法谈诗。但是，他可以
当副部长。

想 象

闻宋代画院录取画师，常出一些画
题，以试画师的想象力。 有些画题是很
不好画的。 如“踏花归去马蹄香”，“香”
怎么画得出？ 画师都束手。 有一画师很
聪明，画出来了，他画了一个人骑了马，
两只蝴蝶追随着马蹄飞 。 “深山藏古
寺 ”，难的是一个 “藏 ”字 ，藏就看不见
了，看不见 ，又要让人知道有一座古寺
在深山里藏着。 许多画师的画都是在深
山密林中露一角檐牙，都未被录取。 有
一个画师不画寺，画了一个小和尚到山
下溪边挑水 ，和尚来挑水 ，则山中必有
寺矣。 有一幅画画昨夜宫人饮酒闲话。

这是“昨夜”的事，怎么画？ 这位画师画
了一角宫门 ，一大早 ，一个宫女端着笸
箩出来倒果壳 ，荔枝壳 、桂圆壳 、栗子
壳、鸭脚（银杏 ）壳……这样 ，宫人们昨
夜的豪华而闲适的生活可以想见。

老舍先生曾点题请齐白石画四幅
屏条，有一条求画苏曼殊的一句诗：“蛙
声十里出山泉”，这很难画。 “蛙声”，还
要从十里外的山泉中出来。齐老人在画
幅两侧用浓墨画了直立的石头，用淡墨
画了一道曲曲弯弯的山泉，在泉水下边
画了七八只摆尾游动的蝌蚪。真是亏他
想得出！

艺术，必须有想象，画画是这样，写
文章也是这样。

谈读杂书

我读书很杂， 毫无系统， 也没有目
的。 随手抓起一本书来就看。 觉得没意
思， 就丢开。 我看杂书所用的时间比看

文学作品和评论的要多得多。 常看的是
有关节令风物民俗的，如《荆楚岁时记》、
《东京梦华录》。其次是方志、游记，如《岭
表录异》、《岭外代答》。 讲草木虫鱼的书
我也爱看，如法布尔的《昆虫记》，吴其浚
的《植物名实图考》、《花镜》。讲正经学问
的书， 只要写得通达而不迂腐的也很好
看，《如癸巳类稿》。《十驾斋养新录》差一
点， 其中一部分也挺好玩。 我也爱读书
论、画论。有些书无法归类，如《宋提刑洗
冤录》，这是讲验尸的。 有些书本身内容
就很庞杂，如《梦溪笔谈》、《容斋随笔》之
类的书，只好笼统地称之为笔记了。

谈杂书至少有以下几种好处 ：第
一，这是很好的休息。 泡一杯茶懒懒地
靠在沙发里 ，看杂书一册 ，这比打扑克
要舒服得多。 第二，可以增长知识，认识
世界。 我从法布尔的书里知道知了原来
是个聋子，从吴其浚的书里知道古诗里
的葵就是湖南、四川人现在还吃的冬苋
菜 ，实在非常高兴 。 第三 ，可以学习语
言。 杂书的文字都写得比较随便，比较
自然，不是正襟危坐，刻意为文，但自有
情致，而且接近口语。 一个现代作家从
古人学语言，与其苦读《昭明文选》、“唐
宋八家”，不如多看杂书。 这样较易融入
自己的笔下。 这是我的一点经验之谈。
青年作家，不妨试试。 第四，从杂书里可
以悟出一些写小说、 写散文的道理，尤
其是书论和画论。

……
（选自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2年 7 月第 1版）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当代作家。以小说《受戒》、《大淖
记事》和散文《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葡萄月令》等驰誉文坛。作品结集有
《晚饭花集》、《蒲桥集》等。

散文《语文短简》和《谈读杂书》，创作于1992年12月26日和1986
年6月9日，分别发表于1993年3月23日《语文报》和1986年7月8

日《新民晚报》。所谈内容，显豁，亲切。
和谐，忧伤，却又欣悦。若论文字之美，汪曾祺先生在当代文学作家中当属首屈一指；论

精确和典范，也算屈指可数。因之，先生的文字，值得重视；先生论文字的文字，也值得重视。
（任余）

随看
随想

语文短简
每周推荐 汪曾祺

教育故事是教师在一日生活中对班级
幼儿的行为表现进行观察、 分析的基础上，
逐步提升自己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方法的一
种学习形式。 观察通常可以分为小组、集中
与个别三种方式，教师采用笔记、照片、视频
等工具进行观察和进一步收集、 整理与分
析。 为了让幼儿教师充分体验职业的幸福
感，我园将教育故事作为促进教师专业化成
长的课题，列入园所常态工作计划之中。

在教育故事开展的初级阶段，我选择班
中最淘气的小男孩作为我的观察对象，从对
他的个别观察与分析中，自己的教育理念有
了重新认识和思考。

可可是小班幼儿， 因为规则意识较弱，
经常与班级幼儿发生矛盾。在教师与家长的
眼中，他的种种表现似乎都有“问题”。 而我
作为班主任，有责任引导并帮助他养成良好
的行为与学习习惯。

在一次撕贴画游戏活动中，我观察到可
可表现出与平日不同的优点，如语言表达能
力强，动手撕贴及游戏有坚持性、专注力。这
让我反思，教师平日的观察可能更多关注的
是幼儿外在的行为表现，而没有认真觉察每
个幼儿的内心变化与需求。 其实，可可并不
是我们眼中的“问题”幼儿，他只是有一定的
“问题”行为而已。

我接纳了他，并通过他在活动中表现出
来的优缺点，初步找到了适合他成长的有效
指导策略，并通过日常生活教育的各个环节
帮助他逐渐建立和规范自己的行为，慢慢地
改变了可可在小朋友心中的形象。

我将可可的变化写进自己的教育故
事 ，随着记录的增加 ，我更深刻地感受到
教师一定要有一双发现的眼睛 ，才能准确
分析幼儿的特点 ，找到适宜的教育策略与
方法。

有了一定的思考 ，行动上也有了相应
的实践 ， 我更用心地记录与孩子们相处
的点点滴滴 ， 也感受到与孩子们在一起
的快乐 。

航航是我班一名新转来的小男孩 ，平
时的他比较任性。 一次阅读活动，小朋友们
两个一伙三个一堆读起来，时而讨论，时而
专注，我也被这样的情景所感染，便拿起一
本书读起来。 正当大家饶有兴趣地阅读时，
突然传来了航航的哭声。 我刚想问个明白，
却被他手中的书所吸引， 于是我停下来看
个究竟。 原来，这是一本记录艾玛奶奶身患
绝症去世的故事， 故事讲述了奶奶临终前
与亲人道别的场景。 我庆幸自己没有打扰
到他。

而那次以后，我发现航航有了很大的转
变，他更喜欢把东西与老师一起分享，喜欢
与同伴一起合作；他会帮老师把教室的椅子
摆放整齐，拿别人玩具时，也会先征求他人
的同意……

这段教育故事让我学会了从不同角度
观察、感受、理解幼儿的行为，赏识其不同的
表达方式。 如此，我的教育工作收获了更多
的惊喜与感动， 那种内心的充盈与满足，令
我的心灵更加澄澈！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新桥艺术幼儿园）

故事里的小男孩
□徐孝霞

校园拍客

不一样的重阳节
又是一年九月九，又是一家人

出游赏景、登高远眺的时节。 在这
样的日子里，你是否愿意与家人过
一个不一样的重阳节呢？

10 月 17 日，在北京市昌平区
雪雅小庄， 北京市李跃儿芭学园
重阳节游园会为在园幼儿及家长
们创造了这样的机会。

在这里，不仅有吃有喝，还有
淘金、自制糖葫芦；在这里，有史上
最火爆的跳蚤市场，更有芭学园教
师为家长及时解答各种育儿问题。

百米画廊围树而立、创意手工
精彩不断，满地积木随意搭建……
几乎所有的孩子、家长与教师聚在
一起，在这秋风黄叶中，度过了美
好的一天。

（文图/李跃儿芭学园）

首届全国名师工作室建设博览会召开———

名师工作室：教师成长的新支点

幼教
必读

喂小动物，
有小鹿
有小羊

跳蚤
市场

游艺

木工

飞了 4 个小时， 穿越了大半个
中国，经历了将近一天的奔波，10 月
23 日，贵阳 30 中校长李文黔终于从
大西南来到了大东北———吉林长
春。 尽管旅途劳累，但 10 月 24 日早
上 9 点，来到“首届全国名师工作室
建设博览会”会场的那一刻，他的心
瞬间被“点燃”……会场坐得满满当
当，过道也挤满了人，接下来的专家
报告、团队分享、成长案例更是让他
大呼过瘾，“真是受益太大了”。

说“受益”的不仅仅是参会者，
还有与会专家。 许多专家在不做报
告的间隙，手持录像机全程录像，推
掉其他活动全程听会， 用他们的话
说，“这是一场有关教师如何学习和
成长，能够让人深度思考的盛宴”。

名师意味着社会担当

“名师很热，但当前名师和名师
工作室建设却存在很大盲目性。 ”南
京大学教授桑新民一针见血， 道出
问题。 在他看来，官本位、钱本位这
两只看不见的手， 让名师面对着诸
多诱惑、风险和压力，所以必须首先
要弄清楚何谓名师，才能返璞归真，
回归教师之道。

何谓名师，在桑新民看来，他必
须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建立起自
己的教育信念和教育哲学， 而且在
创造性的教书育人实践中内化为教
育家特有的人格魅力， 同时还必须
在各种现实的挑战、 压力和诱惑面
前岿然不动。

“名师是铭刻在学生心灵深处，
影响其一生的教师。 名师是需要传
承的， 他善于在创造性学习中不断
超越自我，与时俱进。 ”讲到这里，这
位 66 岁的老教授特别举了自己中
学时代的蒋老师， 这位老师从学校
退休后，还自费到比利时去读硕士。
“这样的老师没有人不佩服，这才是
真正的名师。 ”桑新民由衷地说。

提起名师， 于伟首先想到的是
自己的老校长、 东北师大创始人陈
元晖， 这位早年毕业于师范的老教
师，不仅是教育家，也是著名的哲学
家、心理学家，而他特别重要的一句
名言是：“附中的老师不当教书匠，
要当教育家。 ”

在于伟看来， 名师是超越日常
的单调性、重复性、事务性，赋予平
常的教学以新意， 赋予司空见惯的
教学以学习、反思、研究、合作、创造
色彩的教师。

“名师是距教育家最 近 的 老
师 。 ”于伟认为 ，名师之名 ，不是
功名之名 ，而是从自在发展走向
自为发展 ，努力将个人经验提升
为教育教学思想，有思想、有情怀、
有功夫、有风格、有传承、有贡献、有
影响、有境界的名。

在于伟看来， 名师的成长离不
开“群落”。 作为培育名师的地方，学
校要创造有利于名师成长的生态环
境。 而作为名师的孵化器，名师工作
室要带领更多的教师成为名师。 “名

师‘出名’，是为了让更多的同行受
益、学生受益。 由此，名师意味着社
会责任的担当， 意味着从成就个人
走向共同体的发展， 进而成为有眼
界、有胸怀、有大爱的引领者。 ”

而与会的 70 岁高龄的著名语
文特级教师黄玉峰则现身说法，证
明名师之名，名师之责。

“教师应该是幸福的，而我们的
名师工作室就像一个大家庭， 我在
通过自己的努力， 让每一个人都能
跳得很高， 让我们每一个年轻教师
走向一种辉煌。 ”作为与会者中资格
最老的教师， 黄玉峰说，“如果老天
给我 10 年，我继续教书；如果给我
20 年，我还在教书，这是我最幸福的
事。 所以，年轻教师更不能‘中途而
废’，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教师
吧。 ”此时，全场掌声雷动。

信息时代的名师工作室“转型”

名师工作室承担着培育名师的
重责，但也有不堪重负之苦。

这一点，于伟感同身受，对于名
师工作室开展工作之难， 他总结出
六大问题：难参与，许多偏远地区的
教师来不了；不支持，有的学校不给
经费、不准请假、不给串课；活动难，
因为水平参差不齐， 难以在同一个
层面搞活动；交流难，难于有较为深
度的交流； 设计难， 工作室搞的活
动，有的时候内容雷同，效益不高；
协同难， 区域之间交流协调往往存
在各种障碍。

对此，桑新民深以为然，“许多名
师向我反映，活得太累，生活不是很
开心。 ”让他更为忧心的是，教育信息
化本应是为教师减负的， 但信息化
后，一些名师反映比以前更累。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信息化”、
“阅读”、“跨界” 成为本次博览会的
关键词。

“在‘互联网+’时代，碎片化学
习越来越重要， 我们要倡导基于互
联网的学习型组织、 研究共同体的
构建，倡导碎片化学习。 ”于伟同时
建议，教师要从小课题入手，做接地
气的研究者，做思考的行动者。

而桑新民更是给予了更为具体
的建议，在他看来，名师一定要融入
数字化生命环境， 而微课正是提升
与展现名师及其团队综合实力的生
长点与窗口。 他认为，作为网络课程
的“细胞”，“微课”以其短小、简捷、
便于驾驭，也便于共享的特点，成为
课程创新中最活跃的实验舞台和抓
手，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教师，微课的
目标是推动课堂学习方式和教育模
式的改变，而通过“微课”的创作，教
师正在从过去的单打独斗走向团队
合作， 创造着信息时代学校课程共
建共享的全新模式。

“名师必须爱学习、会学习，还
善于教别人学习。 信息时代的名师
必须成为数字化新时空中的高效学
习者，明白学习是如何发生的。 ”桑
新民建议， 不妨在信息化背景下尝

试名师团队培训网络化，开发优质、
动态的名师培训网络课程， 从而解
决名师工作室培训没时间、 没场地
的问题。

“名师工作室需要更深入，更专
业，需要丰富活动形式。 ”首个名师
工作室发展报告撰写者、 江苏省南
通市通州区教育局副局长郭志明在
会上特别表达了他对名师工作室的
期待与建议。 他认为，除了读书学习
和主题研修， 名师工作室不妨多开
展一些话题研讨和个别访谈， 前者
更细微，更与教师的教学密切相关，
比如 “教育细节与教育理念”“我心
目中的课堂教学关键词”“我说教师
的尊严”等，而后者是一对一的评价
和会诊，是即时性点评的指点，更能
解决培养对象的个性问题。

尽管名师工作室还面临这样 、
那样的问题，但与会者毫不讳言，名
师工作室正在为教师带来改变，“它
是一个共同体的概念， 而这个词所
传达出的所有含义都预示着快乐。 ”
郭志明说。

团队的力量

每一个名师工作室， 背后都有
无数有关教师成长的故事。

两天的会议 ， 与会者时而沉
思 ，时而开怀 ，与名师工作室的主
持人们共同分享每一个教师个体
的变化、拔节的生命旅程。

“从特级教师到工作室主持人，
不一样的体验带来不一样的感悟 ，
我们越来越体会到， 真正的教育，
注定要让学生获得自由，因为真正
的大师是不可能在强迫和束缚中
产生。 优秀的团队并非全部由优秀
的个人组成，但优秀的团队一定能
塑造出优秀的个人。 ”深圳市红岭
中学教师吴磊说。

“名师工作室是我们的梦工厂
和星工场 ， 它是现任名师的展示
台 ，后任名师的孵化器 ，我们带着
这个梦想一同前行，一同收获，共同
成长。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实验小
学教师宋君说。

“新的主张在提炼，一批新人在
成长。 我们的道路虽然走的平实，但
是我感受到工作室成员们行走的力
量，成长的力量。 ”江苏省镇江市丹
徒实验学校教师包昌升说。

“苏语五人行”、“成为学习者”
工作室、知行社、琴岛教师成长工作
室……除了名师工作室， 博览会还
特别推出一些草根团队的展示。

“一个人要走得快 ，靠读书充
实自己 ，一个人要走得远 ，就得靠
团队结伴激励，相互给力。 ”甘肃庆
阳第五中学校长张建军的话，显然
不仅仅是一个人的感言，作为高频
词汇，也同样出现在许多与会专家
的报告中。

从个人走向团队， 从自发走向
自觉，从单一走向跨界，教师成长的
新范式正在构建和形成中。

□本报记者 康 丽

10月 24日至 25日，由中国教师报和吉林省教育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名师工作室建设博览会在东北师大附中拉开帷幕，吉林省
教育学院院长张德利、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刘华蓉、吉林省教育厅有关处室负责人、南京大学教授桑新民、东北师大附小副校长于伟、北京师
范大学副教授吴国珍、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黄玉峰等专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近 700名与会校长、教师、名师工作室代表，共论“互联网+”时
代背景下，名师工作室如何直面自身困境，突破发展瓶颈。

师者之道
当主持人宣布特级教师黄玉峰

的年龄时，全场一片惊呼 ，而更让人
没有想到的是 ，这位 70 岁高龄的老
教师站着讲完全场 ， 且记忆力 “超
群”，诗词歌赋，随手拈来，令在座者
无不 “震服 ”在他的浙江普通话下 。
而在分会场评课时 ， 黄玉峰一针见
血、入木三分的评课 ，更是引起掌声
不断。

“这才是真正的师者之道。 ”一位
教师说。

最敬业的听讲者
本次会议邀请的专家桑新民教授

来自南京大学， 在东北师大有许多朋
友，他本想在 24 日做完报告后去和老
朋友叙叙旧， 但他一再改变主意———
“我今天上午把别的事情推掉了，去会
场学习，请帮我留一个座位。 ”25 日上
午，他发信息给本报记者。

没想到，下午本报记者又收到一
条信息：“下午，请给我在会场占个位
置，我还要去听。 ”

桑新民不仅是讲课的专家，也是
最敬业的听讲者。 报告厅在 4 楼，分
会场在 5 楼， 但这位 66 岁的教育人
从不需要搀扶，健步如飞，兴致勃勃，
全程、准时、一字不落地参加完会议。

“我愿意向大家学习 ，这次会议
收获不小。 ”桑新民说，不要把自己当
专家，而要定位在“学习者”。

花絮二

花絮三

"涨粉"的奥秘
报告做完了，东北师大附小校长

于伟做了一件让许多人都没想到的
事，他直接公布了自己的微信号。

这下子还了得 ， 不管是与会的
主办方———本报编辑 、记者们 ，还是
在场的 700 名教师 ， 都纷纷发出了
邀请。

“我的朋友圈，现在已经有 5000
位老师了。 ”于伟说，而他的用意很简
单———分享即成长。

事后，本报编辑记者收到了于伟
发来的笑脸 ，但我们想问的是 ，如果
给 700 名教师发信息，于伟校长得多
辛苦啊！

花絮一

学习者姿态

东北师大附中名师团队献上 3 节教研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