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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温度
■江志勇

最近阅读了杨林柯老师的新书
《推动自己， 就是推动教育》， 书的
封面是浅浅的绿色， 白色蒲公英点
缀其上。 这幅图画让我联想到杨老
师的为人， 质朴、 真诚， 同时充满
了生命的张力与温暖。

钱理群先生说，做老师真难，真
好！杨林柯老师深知做老师的难。上
课难，应试难，评职称难……杨老师
在“难”中求变，最终找到了做老师
的“好”， 那就是读书与写作。 书
籍是人类文明的永久代码， 读书和
写作才是通往自由的路。 物质世界
的自由， 是短暂而逼仄的， 只有在
精神世界里， 才能发现最广阔的原
野。

教育者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
教室不是生产车间。 教育是有温度
的， 教育者的温度， 即代表了教育
的温度。

真正的语文课

读杨老师的书让我想起一件
事。 记得一次上课后， 我在办公室
遇到杨老师， 向他诉苦说本节课预
设的内容又没讲完， 学生的一个课
前三分钟竟然占去了20分钟， 还
意犹未尽。 不料杨老师却高兴地
说， 你那才是真正的语文课。

我不禁愕然： 真正的语文课！
那什么样的语文课是假的语文课？

杨老师书中的文章《认识你自
己》，打开了我的心结。在他的课上，
他以班上的“每日赠言”开篇，既旁
征博引，又层层剥茧，既引导学生思
考，又能给予学生思想，还能让学生

充分享受思维的乐趣。
语文课应该是开放的、 包容

的， 是启迪智慧、 滋润心灵的。 他
的课涉及同性恋， 涉及早恋， 甚至
涉及学生不愿启齿的家庭矛盾。 他
的课让人默然流泪， 让人会心一
笑， 让人终生铭记。 他的课， 充满
爱， 充满尊重， 充满自由。

这是真正的语文课。 他逃离了
应试教育的围追堵截， 带着学生在
思想的原野上一路狂奔，越急流，跨
险滩，不断走向思想与智慧的海洋。

“成绩只是学习的副产品”， 杨
老师如是说。 而回归爱、 回到生命
本身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 让每个
生命得以成全， 像花一样自由开
放， 冲破篱笆， 砸碎精神枷锁， 让
生命在爱与自由中尽情呼吸， 那才
是真的教育。

信仰的力量

人之大患， 在吾有身。 灵与肉
的矛盾， 几千年来困扰了多少中国
文人。 “三十功名尘与土， 八千里
路云和月， 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
一边是滔滔官场， 一边是寂寂林
泉， 文人的内心在不断摇摆。 教师
作为文人中的大类， 曾被赋予无尚
光环， 但光环散尽， 还是要奏响锅
碗瓢盆交响曲。 曲中酸涩， 如人饮
水， 其中冷暖， 也只有自己知道。

韩退之有云， 师者， 传道授业
解惑也。 但他忽视了一个前提， 为
师之人， 首先自己要明了所传之
道、 所授之业、 所解之惑。 “中国
传统价值体系往往以人的社会身份
来评价人的一切， 而忽视人的自然
身份和人格身份”。 现实生活中，

教师往往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不是
所谓的成功人士。 在利欲熏心中，

“名” 与“利” 仿佛两个深藏欺骗魔
法的幽灵， 于每个人的心灵之门悠悠
徘徊。 除职称与社会荣誉外， 教师的
身份认同在哪里， 教师的灵魂到底该
在何处安放？

如果教师的心是不“安” 的， 又
如何能教会学生心“安”？ 如果教师
的精神是匮乏、 孱弱的， 又如何能引
领和强大一群鲜活的生命？ 教育的真
谛在于唤醒， 但是， 一个昏睡者， 如
何能唤醒他人？

杨林柯老师的成功， 在于他的觉

醒， 他觉醒的标志， 在于他的个体突
围， 他把读书作为自我救赎与反抗荒
诞的工具。 他拒绝教案检查， 反对表
演式赛教， 清醒地看待考试分数， 看
重人性的养育， 着眼学生的长远， 在
现实的大环境中， 杨老师无疑是个

“另类”。 但是， “盗火者” 的眼睛是
被火点燃的， 火的陪伴让他本身也成
了一团火。 这团火， 就是高居于天宇
同时深植于内心的一种信仰； 这团
火， 是他在苍凉的旷野中战斗的唯一
武器， 也是他的力量根源。

思想的天空

我们的教育在不断强化智育，但
心灵的萎缩比大脑的退化更为可怕。
思想润泽心灵，一个心灵润泽的人，其
色也恭，其礼也至。但功利化的呼声淹
没了泉水叮咚，夺走了朝阳晚霞。

杨林柯老师常常在自己班级的黑
板一角抄写他的读书心得， 后来学生
也跟着他写。 师生相互应和， 把班后
黑板占去一半， 这竟然也成了班级一
景。 有一次放学， 我发现其他班的几
个同学拿着小本子过去誊抄。 我想，
这个关于文字仪式的最终指向， 无疑
是思想的浸润和心灵的需要。

人是一根思想的苇草， 脆弱， 又
何其坚韧。 苇草柔韧， 它紧抱着自己
的原点， 风雨如晦， 也心怀鸣琴， 以
能思想， 有思想自得其乐， 而思想成
就了人的伟大。

但思想者又往往被人误解。 梁启
超说， 世间之人，惟其庸者无谤无誉。
教师很平凡，但教师绝对不能平庸。三
尺讲台有限，但思想的天空没有边界。
知我罪我，只有时间可以公断。

杨林柯老师被钱理群先生称为

“一个自觉自愿的改革者”。 我想， 这
“自觉自愿”， 是不是也夹杂着些许无
奈。 虽说沉睡者可悲， 但某种程度上
讲， 觉醒者的悲壮也值得同情。 救赎
和突围之中， 演绎了一位一线教师面
对令人担忧的教育生态的悲壮与决
绝。杨老师大声地喊出了自己的拒绝，
他不应付，不苟且，虽然身处在体制之
内，却已经拥有了“大隐于市”而毫不
妥协的逍遥、洒脱与决绝。

孟子有云，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
而诚,乐莫大焉。 只有当我们真正地、
勇敢地直面自己时， 才能在教育工作
中找寻到自身的认同和完整。 教育和
生活不应该被剥离， 教育和生活的最
后一步距离， 就如古之良工铸剑， 需
要个人的躯体浴火， 才能达到真正的
人剑合一。

无疑， 在这一点上， 杨老师做到
了。他在文字里求索教育之道，在阅读
中探寻人格的高标。所谓抱道不屈，拥
书自雄，也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看到了杨老
师当年刚刚参加工作时的照片———清
瘦、 帅气， 目光炯炯。 将近三十年过
去了， 他的容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那炯炯的眼神， 似乎从来没有改
变。 今天， 他拿出了十年积累的文
字， 精选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
结为一部随笔集。 这是一种总结， 是
对自己半个世纪人生的一种告慰， 也
是一种精神的开拓与分享。 他的文
章， 教师可读， 家长可读， 学生亦可
读。 其实， 举目四望， 又有谁不是教
师， 不是家长， 不是学生呢？

在淡淡的书香里， 我再次领略教
育之“大”， 教师之“大”， 也再次感
受教育的温度。

（作者系陕西师大附中语文教师）

温暖的故事会说话

■田山谷

近几年， 阅读教育教学专著数量不少， 论收
获肯定有， 但总体感觉读得挺累。 一个偶然的机
会， 读到唐金龙老师的 《品味教育———启示·境
界·引领·思考》， 改变了我的看法。 原来， 教育
教学专著也可以这样写。

一个个温暖而智慧的故事， 从生活中来， 从
自然中来， 嵌入在教育语境中， 生动形象地告诉
我们教育能够如此这般。

温情而深刻的启示

小时候最喜欢帮母亲检查从河边捡回来的河
蚌有没有坏的。 检查的方法， 用左手先拿住一个
河蚌， 再用右手捡起其他的河蚌， 一个一个地敲
敲看， 如果河蚌发出的声音是结实的， 就是新鲜
的河蚌， 如果敲的声音是虚的， 有点沙哑， 不管
它闭得多紧， 也是坏的河蚌。

有一天， 母亲在河边洗衣时又拾回了一大桶
河蚌， 我熟练地拿出一个洗菜盆， 开始我的鉴定
工作。 出乎意料的是， 居然大部分的河蚌都是坏
掉的。 这怎么可能呢？

于是， 母亲亲自动手检验， 结果都是好的。
原来我抓在左手里的那个河蚌是坏的， 难怪敲起
来的声音全都不对劲。

在这个故事里， “我” 之所以没能检查出河
蚌的好坏， 是因为“我” 用“坏河蚌” 做了标
准， 从而出了问题。 由此认识到， 要正确衡量一
个事物的好坏， 标准是很重要的； 如果标准本身
就有问题， 那么用此检验出来的结果肯定就会出
问题。

通过这个故事， 我们一下子就明白了， 如果
标准出了问题， 那么结论的荒谬就可想而知了。
这给我们的启示既温情又深刻。

在当下， 衡量一个学生好不好， 衡量一个学
校好不好， 基本的标准就是看成绩、 看升学率，
很显然这个单一的标准是有问题的， 我们教育存
在这样那样的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也就不可避
免了。 解决之道似乎在这个故事中已经显而易
见， 那就是用多重标准来衡量学生、 衡量教育。

等待是一种境界

现在我们谈教育， 经常是意气用事， 甚至充
满火药味。 许多时候， 破坏容易建设难。 再尖刻
的语言如果不能切实关注到教育本身， 也是于事
无补。 所以， 我们还要心平气和地来研究教育、
说教育、 干教育。

看作者引用的一个故事：
1961年，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物理学家约

翰·梅因斯通在他上班的第二天就接手了一个古
怪的小实验， 当时这个实验在一个橱柜里已经悄
悄进行了34年。 50年后的今天，他仍然在观察着
这个实验，并等待着见证它最引人注目的下一滴。

这个沥青滴漏实验， 是该大学第一位物理学
家托马斯·帕内尔发起的一项长期性物理实验，
他想以此实验向他的学生证明， 在冷却状态下，
脆得可以用锤子敲碎的沥青， 也能够像液体一样
从一个漏斗底部滴出， 尽管是以极慢的速度， 他
的这个小实验成为了世界上最慢的沙漏实验。 沥
青的滴漏速度大约为每6～12年1滴， 迄今为止
已滴下8滴沥青。

这就是等待的成果与魅力所在。 这种等待也
是教育的一种境界。

想想看， 我们现在的教育还有等待吗？ 在超
常规、 跨跃式发展的社会大背景下， 一切都要
快， 这一思维模式导致教育出现从未有过的新问
题。 甚至有人干脆喊出来， 教育是慢的艺术， 是
农业不是工业。

要有自己的思考

教育永远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
作者书中提到这样一个故事。 在2010年，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安德烈·盖姆， 因为得到
了单层的石墨 （石墨烯） 而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
物理学奖。 那是一种科学家曾经认为不会存在的
二维物体， 它不但是人们获得的最薄的物质， 也
是最坚固的物质。

盖姆成功的方法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 他没
有使用高精尖的技术， 只是用了最便宜的透明胶
带。 他用透明胶带粘在石墨的顶层， 再撕下来。
这样就会有碎片脱落， 粘在胶带上。 这时碎片仍
然相对很厚， 盖姆就对折胶带， 再粘一次， 得到
更薄一些的碎片。 重复这个过程10到20次， 就
得到了10层薄的石墨薄片。 最后， 在此基础上，
他就顺利得到了石墨烯。

常规的方法你只能想到借助高端技术来磨，
要是那样， 路径就不对了， 可见思考要成为习惯
才会随时产生灵感的火花。

教育是需要思考的， 这思考就是看能否有突
破的空间， 能否有更优化的路径。 作为学生， 每
个鲜活的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 按照一个模式是
不能代替自己的课堂的。 这需要我们有自己的思
考， 进而有自己的行动纲领与行为准则， 否则教
育就是流水线， 培养出来的学生也只能是机器。

（作者单位： 安徽巢湖市柘皋中学）

书里书外

你真的了解美国学校吗

■徐松

这几年， 身边有孩子的朋友
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怎么把孩子早
点儿送到美国读书。 目前我国的
留学生年龄日益向低龄化趋势发
展， 从原来去美国读大学、 中
学， 已经下降到读小学、 幼儿
园。 于是， 一个愈加突出的问题
摆在了我们面前———让孩子这么
小出国读书， 你真的了解美国学
校吗？ 美国教育比中国教育好在
哪？

带着这个疑问， 我读完了
《走进美国私立学校———一切为
了孩子》 （【美】 黛比·考翰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一
书， 并在书中找到了答案， 我惊
喜地发现这是一本非常实用的
书， 通过它我真正了解了美国的
“蓝带学校”。 “蓝带学校” 是美
国中小学获得的最高荣誉， 每年
由美国教育部评定授予。 “蓝绶
带” 就像是一面锦旗， 一个荣誉
称号。 和普通学校相比， “蓝带
学校” 教学质量高， 超前教育普
遍， 学习风气浓厚。 平均而言，
美国只有3.9%的学校可以进入
“蓝带学校” 之列。

为了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

解真正的美国私立学校， A+A
国际青少年文化交流中心引进了
这本书的中文版 。 就在这本书
上市之前， 为了亲自见证美国
学校的教育， 我带着几位妈妈
和她们的孩子到“蓝带学校” 独
立走读———科比特预备私立学校
体验了典型的美国学校“插班生”
的游学生活。 在此期间的学习和
生活， 让学生们收获了满满的自
信与快乐， 他们只要付出就会被
老师表扬， 没有谁比谁更好， 因
为每个人都是最好的。 不仅如此，
收获最多的还是中国的妈妈们，
她们被学校老师和校长对学生付
出的每一份爱所感动； 同时， 她
们看到了美国父母对学生们的拥
抱与鼓励， 看到了美国父母对于
培养孩子热爱生活和认识世界的
重视， 她们意识到家庭教育与学
校教育同样重要。

其实无论是“经历” 也好，
“期待” 也罢， 家长们不要盲目地
随波逐流， 可以在深入了解和学
习中美教育的相同与不同后， 再
去客观选择适合孩子的未来教育
方向， 我认为， 最适合自己孩子
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

（作者系A+A国际青少年文化
交流中心创始人）

破解好教师的密码

■刘畅

做校长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
在思考， 一所优质学校成功的最
关键要素是什么。 是良好的社区
资源环境、 优质的学生来源、 高
质量的教师队伍、 合理的课程设
置， 还是推动人不断前行的文化
自觉？ 在学校的发展过程中， 我
们深刻认识到教师的发展是学校
发展最核心的动力。 一所学校成
功的保障， 就是要不断地激发教
师不断前行的内在动力。

我清晰地记得2007年中关
村一小第九届教师论坛， 张铁道
院长围绕“认识和回应学生的需
求” 的主题带领我校师生开展研
讨。 随后，我们又围绕“研究学生
是教师专业发展的起点” 进行了
跟进。 老师们诉说自己的教学故
事， 让学生们不断地用散文、诗
歌、作文、图画等形式描绘出他们
心目中的好老师， 一直到现在不
断延续的“讲述‘葵园’故事，提炼
优秀基因”。 我们一直在想，破解
好老师的密码是什么？ 就是让老
师们不断形成属于自己的教学知
识， 提炼出基于课堂教学实践的
教育智慧。看了张铁道的新书《教
师研修：国际视野下的本土实践》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我觉得他
的教师研修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 他善于借助研修过程
把知识转化成实践智慧。 中小学
教师都不缺乏自己本学科专业的、
扎实的学科知识背景和教学功底，
但是如何把知识转变成智慧， 如
何在研修中使老师们面对无奈，
可以策略地思考、 有效地改进，
并借助实践智慧来解决教学中的
问题和学生学习中的困惑， 则往
往比较困难。

第二，把经验上升为学术。 中
小学教师每天面对着重复的、大量
的、简单的工作，不免会产生职业
倦怠。如何使老师们在日常的工作
中既感到教学工作有意思，又有意
义呢？我想就是引领教师从研究的
视角，从儿童立场去进行课堂教学
改革，去看待自己的教育使命和每
天的每一节课。

第三， 张铁道院长在和老师
们进行研修中，特别注意把过程梳
理为成果。他这样一种基于教育问
题的实践研究，基于从儿童需求发
展出发的实践研究和基于国际视
野本土化的实践研究，对中小学教
师研修会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
第一小学校长）

唤醒教师的职业尊严与幸福
■汤勇

在我的眼里， 朱永新老师不仅
是一位教育的智者与思者， 更是一
位教育的行者与歌者。为了他的“教
育理想”，借助新教育这块充满希望
与活力的沃土， 他一直在不知疲倦
地思考着、行动着。

教育发展，教师为本。朱永新老
师深知，尽量关注到每一个生命，每
一个日子、每一个课程，而教师的状
态，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新教育
实验最终的成效在教师， 教育成败
得失的关键在于教师的专业素养。

十年教育局长的历程， 教师的
成长也是我一直倾情和努力的方
向。日常与老师们的交流中，总是听
到教师成长中各种专业的疑虑与思

想的困惑： 怎样才能真正走进孩子
的内心？ 课堂教学怎样才能体现出
学生生命的成长？ 教师的成长有没
有可循的路径？ 如何克服教师成长
过程中的职业倦怠？ 优秀的教师是
否有迅速拔节的诀窍？ 教师应该如
何坚持自己的职业理想……这些问
题， 老师们希望能找到答案， 我也
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点拨与启发。
于是， 从拿到 《致教师》 （朱永新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的那一
刻起， 先前的期待， 急于对一些问
题的释怀， 还有对朱永新老师的敬
仰， 多种情愫的交融便化作了阅读
的淋漓与酣畅。

《致教师》 围绕教师所关心的
重要问题和教师成长的关键问题，
结合作者的人生阅历与对教育的深

度思考，以给教师回信的方式，做出了
整体而非局部的、长远而非眼前的、根
本而非表面的系统回答。其实，在朱永
新老师的博客里，在《教师月刊》为朱
永新老师开辟的专栏中， 对一些问题
的阐释解答已经有过零星的阅读， 如
今结集成书， 便有了对教师成长更加
全面的阅读和深入的思考。

作为新教师， 既能从“重返童心
的世界———如何了解学生” 中找到初
为人师的育人技巧， 也能从“让语文
回归生活———如何做好听说读写”中
学到学科教学的专业技能， 更能从
“在时光中创造那个更好的自己———
如何寻找生命原型” 中感受到专业成
长的精神动力； 作为中年教师， 可能
正处于专业发展的瓶颈期， 也可能正
承受着职业倦怠的折磨， “以信念为

基石———如何让自己越来越坚定” 也
许能帮你走出职业的困惑， “根都应
该扎入泥土里———如何做科研型的老
师” 也许会助你走上教师职业新的高
峰， “健康是教师的第一财富———如
何走出亚健康状态” 也许会让中年的
你减轻来自家庭、工作、社会的重重压
力；作为老教师，你能从“因为魅力所
以美丽———如何寻找教师生活的美
丽”中挖掘出“教师职业的内在美”，从
“教师的幸福从哪里来———如何享受
你的教育生涯” 中回味教育人生的甘
甜幸福，从“在教育中诗意栖居———如
何保持教育热情” 中焕发出“重新出
发”的职业青春与热情。

让师生过上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一直是朱永新老师的教育梦想，给
教师带来职业的尊严与幸福感， 点燃

教师的激情，成为教育的追梦人，是朱
永新老师写这本书的初衷。 这些充满
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教育梦想， 无时
不在《致教师》的字里行间流淌。

教育是理想的事业， 更是人的事
业。教师思想的深度，决定了教育实践
的高度；教师人生的厚度，决定了教学
活动的温度。面对当下的教育，教育本
质需要回归，教育生态需要修复，教育
理想需要坚持。每个教师，无论有无成
长的自觉， 都被赋予了职业的担当与
成长的责任。教师的成长，绝不仅仅是
教育技巧、教育观念的复制与传播；教
育人生的修炼， 更是一个凤凰涅槃的
过程，需要有“日日新，又日新”的告别
昨天的勇气。

（作者单位：四川省阆中市教育和
科学技术局）

灯下漫笔

管理视界

教师荐书

《品味教育———
启示·境界·引领·思
考》

唐金龙 著
东北师范大学

出版社

《推动自己，就是推动
教育》

杨林柯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书速递

《教育的意蕴与教育学的想象》

王建华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什么是教育？ 教育何以可能？ 这是
教育学的两个基本问题。 本书基于本体
论的视角， 从人性的立场， 对于教育的
意蕴及其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其目
的在于丰富我们对于教育以及教育学的
认识。

教育作为人类最根本的实践， 是人
类自我完善的阶梯。 教育学作为关于人
类教育的学问， 既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
要， 更要关注人性本身的升华。 无论何
时， 人的自然都是教育的基础， 教育学
的想象必须植根于人的教育的可能世界
的追寻之中。 本书从多角度对于“教育
的意蕴” 进行了阐释， 对于“教育学的
想象” 进行了呈现， 力求将“教育的意
蕴” 与“教育学的想象” 相统一， 以为
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提供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