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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识人

名师在读

教师，别成就了他人却束缚了自己

■殷国雄

《教师职业生涯十大误区》 （茅卫东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一书没有宏大的体
系， 也没有精深的理论， 却有着敏锐的问题
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它短小平实， 是着
眼于教师认知常识的启蒙札记。

康德在 《何谓启蒙》 中说： “启蒙运动
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
态。” “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 教师缺乏
理智， 需要启蒙？ 这个问题看似太过荒诞。
教师可是以向人讲授知识、 教人探求真知作
为职业。 但包括笔者在内的教师群体， 在很

多时候对于基本的教育教学常识缺乏认知,
处在蒙昧状态， 没能力对自己进行理性的认
识和批判， 安之若素沿着惯性生存， 不觉得
需要改变什么。 这早已是不得不让人直面的
尴尬事实。

教师面临哪些尴尬现实

可是我们的教师并不缺乏理智， 那又是
什么使得我们的理智被捂盖？

茅卫东在书中所批判的很多教师“需
要旁人认同， 缺乏自我认同； 渴望被人关
注， 没有自我反省”， 是教师独立性和批判
性丧失的恶果。 中小学过度行政化的现实

使得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安全感严重丧失，
为了平复内心恐惧， 进而争取更多的生存
资源， 很多教师失去了应该具备的批判性
和独立性， 被迫甚至自觉迎合行政权力所
制订的标准。 一旦权力标准成为教师的工
作依据甚至内心法则， 教师个人往往失去
起码的道德自觉， 心安理得地完成权力上
级指派的各种任务， 并视为理所应当恪尽
职守。 丧失了批判性和独立性， 教师常常
认为自己无能为力， 把权力的要求看成是
工作的标准， 追求权力者对自我的认同和
肯定， 哪怕在很多时候， 很多教师觉得并
不妥当， 但迫于权力， 依然放弃教育者应
该具备的底线和良知。

但奇怪的是， 一边是教师独立性和批判
性的丧失， 一边又是名师铺天盖地、 教师成
功学盛行。 在成名成功的驱动下， 很多教师
如同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建博客、 写博
文， 作自己都不相信的小清新模样的反思文
章， 忙着和编辑建立联系， 急着和名师搭上
关系。 无心琐碎和繁杂的教育教学实践， 不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寻求突破、 做出改
变， 不去思考教育和教学的意义， 不去反思
教师成功学标准的谬误。

“成功学”并不能让教师走向成功

权力的粗暴与蛮横多少能触动教师内心
的痛感， 对于教师的成长， 那些披着成功外
衣、 打着立志旗帜的大众流行准则， 往往有
更大的欺骗性和杀伤力。 不迎合权力， 但追
求个人成功； 不在乎握有权力者的看法， 看
重大多数人的评价。 但是谄媚掌权者， 迎合
大多数， 在很多时候， 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
面。 审视和思考任何准则， 不讨好掌权者，
更不讨好大多数，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教师应
该具备的立场。

在大多数普通人眼里， 教师是读书人，
有文化； 但在很多读书人心里， 教师要么不
读书没文化， 要么伪阅读装文化。 事实上，
教师的理智长期被捂盖， 很重要的原因是教
师缺乏自我学习、 自我研修的欲望。 处在一
个封闭且过度行政化的体系， 丧失独立性和
批判性的教师更多时候是在迎合权力的标
准。 而过度膨胀的权力追求的是稳定和控
制， 这和教师应该具备的个性与创造格格不

入， 所以大多数教师失去读书和思考的热情与
欲望也就顺理成章。 而很多喜欢读书的教师在
长期的驯化之下， 要么愉悦于“心灵鸡汤”， 要
么满足于狭隘的教育教学， 缺乏开阔的视野和
健全的常识。

如何实现自我启蒙走出蒙昧

理智长期被捂盖， 教师如何完成自我启蒙，
走出蒙昧状态， 成为一个常识健全的老师？ 茅
卫东在书中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出了答案。

他在书中提到自己的过往经历， 过往的忧
伤和痛苦。 正是这种历史感， 使得他没有迷失
自己， 始终以常识来关注和反思自己的教育教
学。 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教师， 首要的是要保留
自己的成长记忆， 我们过往的那些经历， 那些
忧伤和泪水。 只有在我们的记忆里， 关于成长
的痛与乐、 喜和哀开始苏醒， 我们才能知晓成
长的真正含义， 否则就有可能走上教育教学的
反面。

书中他用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呈现了一个
在不完善的环境中追求真正的教育教学的教师
形象。 无论在重点中学还是在职业学校， 他一
直在努力改变一些东西。 现实的困境、 地位的
相对弱势， 不意味着我们无所作为， 任何文化
和制度的缺陷归根到底都是人的问题， 教师要
尽可能把这些问题在自身化解。 如果我们厌恶
恐惧， 就不要成为恐惧的传播者和制造者； 如
果我们渴望爱和创造， 我们就要努力在自己的
课堂上播撒爱与创造……任何大的改变都是小
的改变聚合而成， 首先不要想着自己能做成什
么， 而是想想自己能做什么。 没有做， 就无所
谓成， 哪怕不能改变结果， 也不要沮丧和抱怨。
用罗永浩的话说， 这个世界依然得到了改变，
因为这个世界多了一个想去修复和改变， 让世
界变得更美好的教师。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 制度的变革不意味
着观念的变革。 任何环境之下， 人都有自我完
善、 自我坚守的责任与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
与其说是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师， 不如说想成
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 《教师职业生涯十大误
区》 里， 茅卫东把批判指向了普通的一线教师，
这不是一本让人愉悦的书。 但我相信， 这是因
为他懂得， 教育变革的真正希望是那些摆脱蒙
昧状态走向觉醒的教师。

（作者单位： 江苏省张家港市第八中学）

经典就像
“朝鲜蓟”

近期在重读意大利伊塔洛·卡尔维
诺的两本书：《为什么读经典》和《如果在
冬夜，一个旅人》。

为什么要推荐卡尔维诺的书？ 可用
卡尔维诺本人的一句话来概括：“经典读
了总比不读好。” 卡尔维诺自己创作经
典，还教人怎样见识经典。他说，经典就
像一颗剥不完的朝鲜蓟， 不断地在我们
面前展现新的层面。 这十分形象的有趣
比喻，正是经典作品的重要特征，也是卡
尔维诺认可的经典作品。

阅读《为什么读经典》，一方面可以
窥见这位大师的秘密书橱， 另一方面可
以领略他是如何阅读其他大师的， 这种
受教实在难得。 最令人难忘的是卡尔维
诺关于经典的十四个定义， 再也没有人
比卡尔维诺更懂得经典的意义， 他几乎
穷尽了人们从经典作品中可能获取的所
有东西。多少人曾经试想过经典的“第十
五个定义”，但无论你用何等精炼、神妙
的词汇，也不论你使用的是何种语系，你
都会发现， 你想给经典的定义早已经被
卡尔维诺说过了、概括了。他关于经典的
定义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可资评判的标
准， 让我们面对一本书时可以找到它是
否值得阅读的理由， 而这几乎成为我这
些年阅读方面的一把标尺。 对照他的定
义，回忆这些年自己读过的那些作品，我
比较轻易地就将它们做了一次筛选。我
发现如果把卡尔维诺的十四个定义比作
一枚枚印章， 有些书就被打上了至少一
个烙印，于是我知道它们是经典。

卡尔维诺的这两本书， 让我们确认
了所谓经典是这样一些作品： 也许它与
我们处在不同的时空， 但它就是有这样
的能力，可以拨云见日，让我们眼前的整
个世界变得透明； 每一部经典作品都是
一个宇宙，广阔无边，自给自足，每一个
读者在阅读这部经典作品的过程中，就
在这个宇宙中确立了自己的坐标； 它在
表现个体的同时展现的是某种普遍的意
义，只不过它把这普遍的意义具象化了，
流动化了， 因而它可以把光芒折射到每
一位读者身上， 并且穿过这个读者到达
另一个读者身上。 在感受这光芒的过程
中，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时光的流逝，以
及这背后深藏的当时未能知晓的意义。
它照亮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让我
们感喟万分地回望着自己的过往， 充满
惊异地打量着自己的现在， 并在平静与
释然中遥望自己的将来。

卡尔维诺著名的《如果在冬夜，一个
旅人》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不得不说，这
部令人惊叹的迷宫似的神秘之作， 也穷
尽了我的想象， 他用自己的作品在读者
面前诠释了关于经典的那些定义， 就像
他所认可的经典作品一样， 是一颗永远
剥不完的朝鲜蓟。

陈海燕：生活在别处

■高万祥

19世纪末法国象征派诗人兰波有一句诗：
生活在别处。 什么叫“生活在别处”？ 生活可
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还有其他的可能； 生
活是一种心灵流浪， 心灵的自我放逐； 不要
让生命成为刻板、 僵化、 一成不变的固定模

式， 读陈海燕老师的 《右手粉笔左手书》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便会想到这句话。

生活在别处。 我努力读懂陈海燕老师光
鲜和幸福背后的真谛。

她是书痴， 父亲是高校中文系教师，
母亲是小学语文教师。 “父亲的整面书墙
是我的精神超市， 回想起来， 整个中学及
读师范期间， 我都处于一种阅读状态。 我
翻找、 阅读、 抄录、 朗诵， 甚至默写……
我冥想过柳永， 叹息过李煜， 对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 拍案叫绝……我有六本手抄诗
集， 本本都是我的命根。” 对于一个教师而
言， 学历只代表昨天， 实力代表今天， 而
只有学习力才代表明天。 凭借不满足、 能
反省、 不断追求进取， 她从湖北十堰来到
浙江杭州， 从普通教师成长为特级教师，
再到教师的教师。

她是“学而不厌” 的学生， 也是位工作
狂， 是个想当“好教师” 的教师。

开学了， “头发做了一下， 衣服也挑好
了， 课间喝水用的茶杯， 改作业用的红笔，

写字用的黑笔， 以及刻着‘你真棒’ 和各式
‘笑脸’ 的图章全都准备好了。” “我开心。 孩
子们又要像小鸟一般叽叽喳喳地涌进校园， 到
处是欢声笑语， 每个老师都会被自己的学生拥
来抱去， 众星捧月。 此后便是耳鬓厮磨， 朝夕
不离。 被天使热爱着， 你说爽不爽？” “我真
的很幸福， 幸福得没有时间烦恼。”

她是个有诗意、 有真性情的人。 她信奉一
个古老的真理： 活得简单。 她认定了一辈子就
做小学语文教育这一件事， 但要与众不同。 时
光走了， 年龄长了， 但童心没走， 心更没有变
老。 好奇、 热情、 想象、 憧憬， 生命中这些最
珍贵的东西并没有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得锈迹斑
斑。 持久的热情演绎为信仰， 而信仰提升了她
的人生高度。

生活在别处。 她用生活写诗， 也生活在如
歌的岁月中。

做教师， 她是优秀的孩子王。 “做教育的
人， 该有一颗能静能动的心， 静时如莲， 暗自
芬芳； 动时如火， 暖彻心房。” 读她的 《右手
粉笔左手书》， 师生交往故事， 爱与智慧是不

变的主题。 因为真诚， 日常琐碎的一切都变得
那么诗意， 那么享受。

追求教育的生活化和生活化的教育， 她响
亮地喊出： “爱生活， 爱语文。” “用生活的眼
睛看语文， 用语文的眼睛看生活， 相信处处有
风景。” “培训是什么？ 培训不仅是我们专业成
长的加油站， 更应该是我们一线教师舒缓身心
的调养站”。 她自己编创 《最新教师健身操》 作
为培训课程， 还有课间小唱、 才艺比拼、 文化
之旅……如此别出心裁， 她自有理论底气 ：
“教师是最生动的教材， 只有会生活的老师， 才
能慧眼发现生活教育的契机， 让学生直观地感
受生活并向生活学习， 久而久之才会形成自己
鲜明的教育特色和能力。”

年轻是一种精神状态， 不是生命的时间。
变老不是因为活了许多年， 而是因为放弃了热
情， 放弃了理想， 放弃了梦想。 读她的文字，
我读懂了一个道理， 年轻的程度取决于心态，
取决于对于生活的态度， 取决于能否采取行动
去掌握自己的生活， 改变自己的人生。

（作者单位： 江苏省苏派教育研究中心）

书里书外

一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小百科

■石中英

近年来， 我国学术界有关促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的理论研究成果显著增多， 但仍存
在着理论供给难以满足实践需求的状况， 尤
其是较为宏观、 系统的和具有实证性、 可操
作性的专门性论著不多。 近读司晓宏教授新
著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论纲———以西部农村
为研究对象》 （以下简称 《论纲》， 人民教
育出版社出版）， 深感此书是同类研究中的
一部力作， 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理论贡献

该书研究格局宏大， 首先对从清末民初
义务教育概念滥觞到本世纪初义务教育完全
普及的基本历程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和总
结， 将一个多世纪以来我国义务教育发展阶
段划分为理念引入、 政策出笼、 实施普及、
追求均衡四个阶段。 其次， 该书具有强烈的

实践取向， 对现阶段我国义务教育实现均衡
发展的内涵和重点做了深入剖析， 指出我国
义务教育非均衡发展的矛盾虽表现在区域之
间、 城乡之间、 校际之间、 群体之间， 但
东、 中、 西三大区域之间的不均衡是一种全
局性的、 战略性的不均衡。 面积约占国土
71%、 人口约占全国28%的西部12个省市区
的农村义务教育一直是亟待弥补的“短板”。
再其次，该书研究视域广阔，对国际范围内流
行的教育公平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归纳，
探讨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以及巴西、韩
国、 俄罗斯等国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
面的基本经验和做法， 同时对我国各地区在
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中所涌现的成功经验
和做法， 进行了系统推介与评价， 堪称一部
有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小百科全书。

政策建议

《论纲》 不仅在有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方面做出了独特的知识贡献， 同时， 对于如何
加强和推进西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还提出了操
作性较强的政策建议。 在面向中央政府的建议
中， 该书指出应牢固确立“促进公平” 理念，
把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摆在优先发展位置； 继续
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 弥补西部农村义务教
育经费投入不足； 制定均衡发展系数， 尽快建
立全国统一的义务教育基本办学标准； 完善教
师人事制度， 切实加强和改进西部农村教师队
伍建设。 在面向西部地方政府的建议中， 指出
应建立省市县级政府的合理分担机制， 明确农
村义务教育发展的责权关系； 坚持城乡教育一
体化原则， 统筹区域内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 大胆进行区域内制度创新， 努力解决农村
中小学师资水平落后的问题等。 在面向西部农
村中小学的建议中， 指出西部农村中小学要自
立自强， 奋力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 要深化
教学改革， 强化竞争激励机制， 增强教师专业
发展的内在动力； 要提高西部农村中小学校长
的领导素质等。 这些政策建议， 反映了目前我

国西部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实际， 值得各级政
府积极吸收和采纳。

严谨学风

《论纲》 是司晓宏教授在其所承担的全国教
育科学“十一五规划” 课题“西北五省区农村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研究” 结题报告的基础
上形成的。 该课题研究历时三年， 先后对西部
五省区十个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样本县的状况进
行了深入调研， 访谈了二十多位省、 市、 县的
教育官员， 发放校长和教师问卷三百余份， 召
开座谈会十余场。 通过上述工作， 作者获得了
大量客观真实的一手资料， 了解、 洞悉了西部
农村义务教育在均衡发展方面所面临的现实状
况与真实困境。 该书的作者是个地道的西北人，
近十多年来， 先后承担了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方
面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该 《论纲》 也正
是他系列研究成果的总结、 深化和延续。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

理论高地

闫学 浙江省杭州市建新小学校
长。1991年毕业于济南大学中文系， 任
小学语文教师， 2002年被评为特级教
师， 曾在全国各地执教公开课， 2006年
入选“中国教育报推动读书十大人物”。

禹天建 绘

对于教师的成长，那些披
着成功外衣、打着立志旗帜的
大众流行准则，往往有更大的
欺骗性和杀伤力。不讨好掌权
者，更不讨好大多数，这才是
一个真正的教师应该具备的
立场。

《如果在冬夜， 一个旅人》
[意大利]卡尔维诺 著
萧天佑 译 译林出版社

《为什么读经典》
[意大利]卡尔维诺 著
黄灿然 李桂蜜 译 译林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