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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视角

新书速递

教授涉水高考作文打捞“真经”
■贾艳卓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徐江的新作
《一位大学教授的高考“下水文”》
（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为我们中学
语文教师和学生如何写好高考作文提
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大学教授写高
考“下水文” 的书， 这在全国恐怕是
独一份。 是什么情感、 心思促使他涉
足这里？

对抗高考伪劣“满分作文”

高考作文指导园地里是比较荒芜
的， 可谓是“杂草园”， 缺少真正可
供我们借鉴的好“花”。 市面公开发
行的 《满分作文快递》《真卷作文》
有相当多的文章是粗制滥造的， 并不
能给中学老师和学生多少有用的东
西。 正是出于对“杂草” 的愤怒， 南
开大学文学院徐江老师以七旬“高龄
考生” 的身份写下 《一位大学教授的
高考“下水文”》。 正如徐江老师在书
中前言自述“就是与此风对抗而作”。
教育兴衰， 匹夫有责。 在这里我感受
到一位老教师对当下语文教育的忧
虑， 他在做“匹夫” 撼“大树” 的事
情啊。

唐山有俗语说“没有金刚钻， 不
揽瓷器活。” 徐江老师既然放言对抗
高考伪劣“满分作文”， 当然就得写
出真正的好作文。 《一位大学教授的
高考“下水文”》， 堪称是中学老师教
学生写高考作文以及学生学习写高考
作文的学步车。

“学步车” 的概念出自康德 《纯
粹理性批判》 一书。 康德说， 知识可

以被教导， 但能力只能被锻炼。 但
是， 这并不意味着教师可以不作为。
教者要为学习者按其所教亲自“下
水” 写作， 制造出“学步车例文”。
在老师讲是“下水文”， 在学生讲是

“学步车”。 顾名思义， 老师要为学生
打造写高考作文的“学步车”。

读徐江老师 《一位大学教授的高
考“下水文”》， 可学什么“步” 呢？

可学“逻辑思维应试步”

以2014年湖北省高考作文试题
为例分析。 其题大意是说有某些人作
登山游， 凡信山腰有美景者， 皆登至
山腰见到了参天古木、 山幽林静之
美； 而不信者留在山脚。 在山腰， 凡
信山顶有美景者， 会当凌绝顶， 看云
海茫茫， 一览众山小； 而不信者流连
山腰。

面对这类试题， 徐江老师教你先
按照一定的方法， 从试题中归纳一个
具有一般性的道理———在人生的旅途
中，每个人有所前进，大都缘于美好期
盼的激励；没有它，往往止步于当下。

之后， 他又示范如何以上述归纳
的一般道理为纲， 写出内含这一道理
的精美散文———《山上有一片红叶》。
文中叙述一群学生爬山， 有几个胖子
在半山想打退堂鼓， 恰在这时腿快的
同学已从山上下来， 并对他们说“山
上有一片红叶”。 结果， 为看红叶，
几个胖子居然爬上山顶。 在山顶， 大
失所望， 只有几株小树长出些褐红的
嫩叶。 当他们向骗人者问罪时， 人家
说： “我们说的是一片儿红叶， 没说
一片红叶。” 还有调皮者说： “要不

是一片红叶的诱惑， 你们上得去吗？”
是啊！ 人生的旅途需要有“一片红
叶” 的期盼， 没有它， 就没有动力，
就会止步于当下。

写作文要有哲学视角

再以2014年全国卷“给动物喂
食” 材料作文试题为例分析。 这道试
题是———“不少人因喜欢动物而给它
们喂食， 某自然保护区的公路边却有
如下警示： 给野生动物喂食， 易使它

们丧失觅食能力。 不听警告执意喂食
者， 将依法惩处。”

面对这样的试题， 徐江老师认
为， 我们是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的统
一论者。 他写出了 《用“惩罚” 制止

“爱” 的行为引发的思考》 示范文，
他说： “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须统
一， 不但要有善的愿望， 而且还要看
其行为有善的结果， 这时才能评判他
的行为是好的。 所以， 我们不仅要有
善良的意愿， 还要有足够的智慧， 把
好事做好。”

从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统一的角
度写此题的应试文显然就能大大超越
他人。

康德说： “实例是判断力的学步
车， 缺乏判断力的自然才能的人绝不
能缺少它们。” (《纯粹理性批判》 )

实话实说， 我们中学老师和学生
大部分人在写作方面缺乏自然的判断
力， 徐江老师的“下水文” 具有宝贵
的教育价值， 我们“绝不能缺少它”。

（作者单位： 河北省丰润车轴山
中学）

理论高地

以城镇化思维破解农村教育难题
———《农村教育城镇化研究》 评介

■牛昉

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时
期， 城镇化浪潮正在猛烈冲刷着农村
教育的大堤， 农村教育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生存危机。 应当怎样看待这种变
化？ 农村教育的变化与中国社会变迁
之间、 农村城镇化与教育城镇化之间
到底存在怎样一种关联？ 农村教育城
镇化是否切实可行？ 社会学者胡俊生
教授的新著 《农村教育城镇化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则旗帜
鲜明地提出农村教育城镇化主张， 并
就其概念内涵、 适应范围、 指导原
则、 国外经验、 国内样本、 理论依据
等一一论述， 分析有理有据,读来令
人耳目一新。

以社会学视角观察社会变
迁中的农村教育

作者以社会学者的身份,运用社
会学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方法,� 通过
对陕北农村学校的实地调查访谈， 将
农村教育的变化置于整个社会变迁的
大背景下观察考量， 比较清晰地勾勒
出了当下农村教育的真实状貌。 作者
指出,当下乡村学校普遍遭遇学生外
流、 教师不稳、 阵地失守三大尴尬。

主动外流人数已逐渐超过被动外流
人数比例,且学生外流呈现出低龄
化、 主动化、 逐层向上流动等倾向。
县城学校是大部分农村学生的主要
流入目的地， 小部分学生则流向地
（市） 或省城学校。 学生外流引带教
师外流、 学校撤并， 乡村学校的颓
势已不可逆转。 在此同时， 城区
（县城镇、 市区） 学校持续火爆，
“超大班” 现象十分普遍， 与乡村学
校的衰落形成巨大反差。 城区教育
资源的紧缺与农村教育资源的闲置，
对比明显。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一手
抓农村学校的撤并， 一手抓城区教
育资源的扩充， 后者已逐步成为工
作的重点。 尽管如此， 因为农村学
生流速快、 增量大， 刚性需求坚挺，
城区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
供需矛盾突出。 基础教育的重心事
实上正在由乡下转向城镇。 农村教
育的主阵地在向城里挪， 农村教育
的经费更多地得往城里花， 农村教
育的文章得在城里做。 从根本上说，
是城镇化提速引发城乡教育格局的
调整， 空心村、 空壳校、 入城潮之
间存在着内在因果关系。 只有站在
城镇化迅猛推进的大背景下考量农
村社会所发生的一切， 我们才不会

因农村学校的迅速瓦解而惊慌失
措。

教育城镇化有助于促进
“人的城镇化”

“农村教育城镇化” 是城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认为， 中国的
城镇化大致在经历“土地城镇化”、

“劳动力城镇化” 和以举家迁移为标
志的“人的城镇化 ” 三个阶段 。

“民工流” 之后必然会出现“学生
流”， 没有“学生流”， 则农村“留
守儿童” 与城市“流动儿童” 问题
仍将难以合理解决， “人的城镇化”
就是一句空话， 农村孩子也将无法
正常分享城市优质教育资源。 “教
育城镇化” 作为“人的城镇化” 的
一部分， 是民众的选择， 也是社会
运行的规律。 作者对此做了深入的
学理探究， 他将“农村教育城镇化”
界定为农村初中以上教育的县城化。
认为目前实际上存在着“半城镇
化”、 “城镇化” 和“本土化” 三种
样态， 它们向城镇化的目标分别迈
出了半步、 一步和原地踏步。 立足
农村办学， 城区名校下乡帮教， 这
种“本土化” 样态或“非城镇化”
样态虽然比较多见， 却往往效果不

佳； 以城带乡、 以强带弱、 捆绑式发
展的“半城镇化” 样态， 表现为一个
法人代表， 两个办学场所； 名份在城，
实体在乡； 主管在城， 配合在乡； 权
限上移， 资源共享。 这一做法较前进
了一步， 但“半” 的特质十分明显。

“城镇化” 样态， 即指村校撤并， 学生
转移， 由乡入城 （镇）， 农转非农。 在
作者看来， “城镇化” 样态， 正在由
山区向平原扩展， 由局部向全局扩展。
外推力是城镇化， 内驱力则是人们对
于城区学校优质教育资源的追求。 政
府的责任应当是顺乎民愿， 乘势而为。
本着“校随人走， 需求导向” 原则，
着力做大做好做强县城学校， 努力扩
大城区教育资源， 以“大县城、 小乡
村” 学校格局化解入城学生流压力。
唯其如此， “人的城镇化” 战略才能
落地生根， 入城求读的农村学生才能
真正受益。

农村教育城镇化应当有条件
地推进

基于自然条件、 地理环境等客观
实际， 农村教育城镇化在西部山区更
为适宜。 当下目标指向是农村初中及
以上教育的县城化， 长远目标则是城
乡教育一体化、 无差别化。 但我国的

东、 中、 西部三大区域差异巨大， 无
论经济、 社会、 文化发展战略或政策，
很难一概而论。 因此， 分类指导， 东
西有别； 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 解决
反对一风吹、 一刀切， 是推进农村教
育城镇化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当初
农村学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过程中的
某些偏差行为， 教训深刻， 务必牢牢
汲取。 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既要与城镇
化进程相合拍,与新型农村社区规划建
设相同步； 又要特殊区域特别对待，
该保留的保留， 不该撤的坚决不撤。
一切都应基于农村生活实际， 充分顾
及当地民众的切身利益。 务必处理好
农村孩子“好上学” 与“上好学”、 方
便眼前与着眼长远的关系； 务必处理
好农村教育阵地失守与乡村文化存续
的关系。 应该说， 作者对上述重要问
题的辨析和把握是客观理性的， 实事
求是的， 理论阐释深入浅出有理有据；
案例研判兼顾不同区域类型不同层次
学校， 避免了片面和极端， 颇具示范
性、 说服力。 因此， 该书的理论价值
及资政意义显而易见， 尤其对地方政
府及一线教育工作者的行政决策、 行
政行为等， 更具启发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社
会学研究所）

在作文中唤醒学生“自我”
■殷国雄

做了十一年普通中学语文教师，
我深知作文教学现状的尴尬与艰难：
媒体指责学生作文假大空， 而我们的
语文教育却束手无策， 教什么怎么教
都缺乏严密的体系和明确的目标， 不
少语文教师更是放话“作文不可教，
作文好不是教出来的”。

和那种束手无策的放任与麻木不
同， 无论是当年任教农村初中还是现
今身为语文教研员， 蔡明老师一直致
力于改变作文教学的状况， 他的新书
《蔡明老师教你写作文》 （江苏凤凰
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某种意义上印
证和总结了他在作文教学上三十多年
的努力和探索。

长久以来， 作文教学缺乏严密的
体系导致作文教学的随意与无序、 放

任与混乱， 清楚怎么教、 教什么对
于作文教学来说， 似乎真成了一种
奢望。 不同的是， 从基本的读题、
选材到思考作文对于生命成长的价
值与意义， 由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到具体的操作方法和技巧， 《蔡明
老师教你写作文》 呈现了重建作文
教学目标与体系的愿望和努力。 对
于蔡明老师的教学观点和教学思想
大可提出商榷， 但教学目标的明确、
作文教学体系的重建， 是作文教学
现状改进的方向。

和真正意义上个人化的自由写
作不同：从文体到篇幅，从时间到主
题， 作文教学都必须应对种种约束。
不承认这一点，作文教学现状的改进
和突破也就无从谈起。蔡明老师是一
个现实主义者，书中有不少篇幅提到
了作文甚至是作文应试的技巧，但任

何理想主义者首先是现实主义者，作
文的应试和技巧在任何标准化的测
试体系中都不可回避。

不回避现实， 但也不屈从于现
实，立足现实解决问题是《蔡明老师
教你写作文》清醒的目标。在作文教
学领域，学生的自我意识似乎很少被
真正关注和提及。学生为了迎合成年
人的口味写作文，为了考试分数写作
文，为了技巧和套路写作文……但他
们很少为了自己写作文。在各种各样
的要求和标准之下，作文的现实教学
不断催生出类似“作文分为八大题
材，分类进行强化训练”的怪诞，学生
的主体性被无视甚至摧残。

把作文当成感受和思考的载体，
以作文激发学生的成长是 《蔡明老
师教你写作文》 的价值追求。 书中
明确提出“写作要有激情参与， 这

种激情就是对生命的不断诉求”， “不
要一提写作就以为有什么技巧， 其实
真正的技巧就是没有技巧， 就是从留
住自己的岁月开始写作， 其实是为了
自己， 为了自己的成长， 为自己的人
生”。 蔡明老师的清醒在于他始终拒绝
作文异化为应试标准化的产物， 坚持
作文关乎学生的生命成长， 重新唤醒
学生的自我意识， 坚持学生找回作文
里的“我”， 是蔡明老师坚守的作文教
学的原则。

更为难得的是， 蔡明老师有非常
清醒的生命意识。 他不仅鼓励学生在
作文里写出“自我”， 更激励学生发扬
自己的个性和天赋 ， 进而成全自
我———“一个人的文章也是自己个性的
体现， 所有精妙的文字大厦都在这里
建造； 要写出有特色的文章， 就得做
有特色的人”， 这才是一个教师真正的

尊严和意义所在， 也是 《蔡明老师教
你写作文》 最为动人之处。

唤醒学生的自我意识， 鼓励学生
成为自己。 但找自己、 做自己往往从
“自我” 变成“唯我”。 所以蔡明老师
更提出作文不能只有作者自己的身心
要求， 还要关注自然界的花草虫鱼、
着眼身边的普通人和事。 和不少人感
叹中学生生活单调， 所以学生作文缺
乏素材、 没有思考和感悟不同， 蔡明
老师认为中学生的生活也是真实的生
活， 学生要具备感受和思考日常琐事
的能力， 这非常切近福柯的“从习以
为常中发现其荒诞”。

《蔡明老师教你写作文》 致力于打
破作文标准化之下的种种束缚， 成为
他们真诚抒发感受、 独立思考的载体，
更力图让学生感知自我、 成就自我。

(作者单位:江苏张家港第八中学)

书里书外

奔跑吧，少年
90后成长故事带来的启示

■王桂香

一篇篇回忆性的文字， 记录自己的童
年、 青春期的点点滴滴。 童年的孩子王， 青
春期的叛逆与堕落， 高三的发奋， 创造考上
本科的奇迹…… 《像狗一样奔跑》 （里则林
著 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作者用晓畅
明白、 有点幽默又带点淡淡忧伤的文字， 向
读者呈现了一个个成长的故事。

作为一名教师， 在读这本书时， 我很多
次想到班里的学生， 他们正值青春期， 一身
能量无处释放的年龄， 读里则林， 也让我更
理解自己的学生了。

小学时期那么乖的里则林， 为何青春期
如此叛逆？青春期的孩子，心里到底都在想什
么？ 初中留过级， 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只考
190分的里则林，为何会在高三一下子判若两
人，能够创造考上本科的奇迹，甚至在今天成
为了畅销书作者，这里面，有教育学的秘密。

上课偷看《七龙珠》的老狗，认真练书法
的同桌， 那个可爱孤独的种花老人……青春
期的友谊，青春期的萌动，没有掺杂任何功利
色彩，因而永远那么美丽。作者的笔下，都是
很普通的人物， 有的人甚至是人们眼中的小
混混，但很真实，有“人之初性本善”的那种
善。就是小区门口的保安，村里疯疯癫癫的陈
伯，都有一份较真儿和执拗，让人觉得温暖。
作者就这样将生活中的点滴感动和温暖，自
然与人性的美丽， 通过娓娓道来的方式传递
给读者，读来觉得稳妥而舒服。

逃学玩游戏， 甚至向同学要钱， 作者的
青春期如此颓废胡闹， 但毕竟没有堕落成流
氓或罪犯。 除了因为他有无条件支持他的父
母， 还因为他喜欢阅读， 常年坚持阅读的孩
子， 无论如何也不会变坏的。

高三偶尔读到一篇关于马云永不放弃的
文章， 使他有了考大学当作家的愿望。 马云
高考失利蹬三轮车， 后来参加高考， 这个故
事很励志， 马云成了高三时里则林的榜样，
于是不再玩游戏， 开始了疯狂的苦读， 最终
考上了本科。 而在大学里他不断写作， 成了
非常受欢迎的青年作家。

正如 《想要的生活是否一定适合自己》
这篇文字的最后一句： 我们无法改变的是生
活的轨迹， 也许不可避免地趋于平淡和平
凡； 但还好我们可以选择给生命留下不一样
的痕迹， 避免变得平庸和麻木。

作为一名九年级语文老师， 读到一本好
书， 当然先与学生分享了。 选择了其中的
《像狗一样奔跑》 和 《想要的生活是否一定
适合自己》 两篇文章， 同学们边听边笑， 最
后脸上若有所思。

像狗一样奔跑， 因为狗在奔跑的时候，
眼前只有那个扔出去的球， 全力以赴， 专注
奔跑。 对我们来说， 那个球， 就是我们的一
个愿望， 或者一个不敢轻易说出的梦想。

(作者系河南省商水县化河乡第一初级
中学语文教师)

教师荐书

《聚焦与反思： 近距离观察职业学校课
堂》

刘景忠著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本写给职业学校教师的书。 作者

积35年职业教育之经验， 从课堂出发， 就职
业学校教师如何备好课、 上好课， 如何激发
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动力， 如何改善职业学
校课堂教学生态等， 提供了一份说真事、 讲
真话、 动真情、 接地气、 很走心的职业学校
课堂教学观察报告。

本书寻求《爱弥儿》所呈现的教育品性与
思想深度， 分析教育应当如何守护人的精神
家园。《爱弥儿》是对教育理想的思考，本书又
是对《爱弥儿》传递的教育理想的重新审思。
揭示《爱弥儿》的精神面相，诠释它对教育以
及这个时代的启蒙，是本书的理性之热忱、精
神之使命。

《爱弥儿与教育理想》
曹永国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禹天建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