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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本钱理群的书放在我的案
头。一本《我的教师梦》，一本《做
教师真难，真好》，都是华师大出
版社大夏书系十年前出版的“旧
书”。钱先生的著作众多，为何我
选读这两本？钱先生2008年9月
曾来苏州，是被他的高中同学顾
敦荣先生邀请而来的。钱先生是
北京大学著名的教授，研究鲁迅
的知名专家，退休后，关注中小学
教育、教师，时有“石破天惊”的观
点。钱先生来我们学校，给我们
的学生讲了鲁迅，跟老师座谈了

“什么是幸福的教师”。那两天，
我陪伴在钱先生、顾先生左右，朝
夕相处。

坐在瑞云楼玻璃房内，三个
人聊天，那时他俩也已年近七旬，
可谈笑风生，一如年轻人。听他
们回忆当年在南师附中的学习生
活，有趣而引人入胜。现在，翻阅
钱先生的《我的教师梦》，那些书
中的故事曾亲耳听他说过，《我的
教师梦》是钱先生 2002 年退休之

后，在全国各地关于教师话题的
演讲集。开篇的一段话，让我惊
心：

“我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一
生的教师生涯，真是想想要哭，很
多次让你要哭，想想又要笑，很多
事让你笑，这就是生活的真实，教
师生活的真实。”

为何要哭？钱先生是一个很
亲和的人，与人说话都是乐呵呵
的。坐在他对面与他闲聊，就如
同与和蔼的祖父或外公在闲聊，
不知道“严肃”二字为何物。乐呵
呵地与你说东道西，别人不笑，他
倒先笑了起来。当年他在南师附
中做学生的时候，叫“大头”，六十
多岁回到母校，他的八十多岁的
老师，还是“大头、大头”地叫他，

《我的教师梦》中有此记载。钱先
生大学毕业后去了贵州，在安康
的一所卫生学校当了十八年的中
专老师。他说，那个时候，有两个
梦想，一是回南京他的中学母校
南师附中教书，另一个是去北京

大学研究鲁迅当教授。在贵州期
间，教书之余不忘阅读鲁迅，十八
年中竟然写了一百万字的读书笔
记。后来，机会来了，我国恢复高
考、也恢复高校研究生招生，1981
年 ，他 考 上 了 北 大 的 硕 士 研 究
生。然后留校，然后被学生称为
北 大 最 受 欢 迎 的 教 授 ，然 后 退
休。退休时，学生依依不舍。那
一天，是 2002 年 6 月 27 日，钱先
生在北大上完最后一节课。学生
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钱先生一
路走好。”很快就有无数的跟帖，
一群学生陪着钱先生在未名湖畔
散步，走了一圈大家还不忍告别、
离去。

这个细节钱先生还记得，那
是他生命的重要节点。钱先生第
二个梦想实现了，在北大当老师，
但是第一个回南师附中教书的愿
望却没有实现。于是，退休后，他
回母校为高中生上课。《我的教师
梦》中的许多演讲我都是喜欢的，
但最喜欢的，还是 2004 年 4 月 14
日，在南师附中的演讲《我的教师
梦》，我以为钱先生也一定最喜欢
此篇，因为他把这篇演讲的题目
做了书名。也是在这次演讲中，
他说，他现在退休了，回顾自己的
教师生涯，真的想想要哭。钱先
生在南师附中为高中生开设了鲁
迅课程。开始有许多学生，后来
越来越少。南师附中的老师对学
生说，钱教授是北大最受学生欢
迎的老师，他的课在北大是很难
抢到听上的。孩子们明白，但是
他们很现实，回答说，钱教授讲的
这些，高考是不会考的。等我们
考上了北大，我们再去听钱先生

的课。对此，钱先生似乎有些悲
哀，他坐在那里讲这段经历，似乎
是对他高中同学顾先生说的，也
似乎是对我说的，那时听他讲这
番话的时候，并不感觉到什么，此
刻从书中读到，心情却有些悲凉。

钱先生对“教师”的解读，有
许多精妙之处，充满着童真，完全
是诗意的表达。他说，教师要有

“黎明的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
生活的开始，用孩子的初醒的好
奇的眼光和心态，去观察，倾听，
阅读，思考，从而不断有新发现的
冲动和渴望。”他为南师附中的学
生上课，提早几天就来到了南师
附中，精心备课，他说，给大学生
讲课，都没有这样用功。他想再
一次体验中学生活，体验“黎明的
感觉”。

钱先生是鲁迅研究专家，鲁
迅的两句名言形容他也很适合：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
牛。”这两句如可以改动一下或更
好：“慈眉热对小人指，俯首甘为
师生牛。”我面对钱理群先生那一
副乐呵呵的样子，怎么也不能把
他和那个文字深刻、犀利的钱理
群联想在一起。乐呵呵的背后有
双睿智的、洞察力极强的眼睛。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他创新的
一个概念，那是对社会、对教育不
同寻常的把握，对某一类异化了
的人的典型性刻画。为什么会产
生这类人？这是当下教育的悲
哀。与教师有关吗？是的，教师
有责任，教师也无可奈何。钱理
群在《做教师真难，真好》提出了
很多的教育问题、教师问题之后，
于《后记》中写道：

“这就是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第一线教师主体地位与作用的丧
失。在我看来，这是暴露了中国
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的：它是一
个自上而下的，依靠行政命令强
行推动的改革运动。”

寻找教师的主体地位，现在
其意义仍在。于该书中我看到这
样的句子：传统艺人有“老老实实
演戏，清清白白做人”的说法，我
们也可以说，教师应当老老实实
教书，堂堂正正做人。说得何其
好，主体地位的获得因素很多，关
系也很复杂，不过与自身能不能

“老老实实、清清白白”有很大的
关系。虚浮，是当下一些以教改、
课改名义图私利的老师的品行。

《做教师真难，真好》中有一
部分是钱先生为中学教师出版物
写的序。比如，陈日亮，福州一中
的语文特级教师，看了钱先生对
日亮老师的评价，让我领略了日
亮老师的精彩。钱先生说：

“日亮老师说了一句话，很耐
人寻味：语文教师应该自己感觉
是一个学者，而他人则感觉他是
一个诗人。前半句好理解，语文
教师不仅要熟悉语言学知识，而
且要对汉语有自己的独特理解与
感悟；后一句我理解就是语文教
师对汉语，不仅要懂，更要像诗人
那样，沉迷于其间，陶醉于其间，
在把玩吟诵之中，感到极大的乐
趣。”

什么是好的语文教师？从钱
理群先生对陈日亮老师的评价
中，可以看出。他赞赏什么？钱
先生重视“现代教师”这个概念，
什么是“现代教师”？就看有没有

“主体地位”！对比日亮老师，我
们可以发现当下许多老师已经缺
失了，怎么缺失的？钱先生在书
中对王栋生老师的《不跪着教书》
大为赞赏。他肯定的是王栋生老
师的“平常心、正常情”，有人的意
识、健全的情感。他肯定的是王
栋生老师经常喜欢用的“我喜欢”
这个词，教育的快乐能自然地流
露在每天接触到的细节之中。我
认为，钱先生所肯定的陈日亮、王
栋生老师的特点，即是他所强调
的“现代教师”的内涵之一。

乐呵呵的钱先生，既是我们
陌生的，又是我们熟悉的。他对
教育的见解，既是现实的，又是理
想的。他的说话方式：亲和，与中
小学老师对话呈现了这个特点，
与学生通信是这个特点，十年前
我与他的短短两天的交流，给我
的印象，也是这个特点。

钱先生没有子女，他把天下
的小孩都当作自己的孩子，如父
亲般与他们说话、写信，有一种感
人的大爱精神。如今，近八十高
龄的老人，与他的夫人，年老体
弱，在哪里呢？

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这
件事做成了就是大事、奇事。钱
先 生 一 辈 子 只 做 了 一 件 事 ：教
书。他应该说是做成了一件大
事、奇事。此刻，我捧着钱先生的

《我的教师梦》《做教师真难，真
好》两本书，似乎又回到了十年
前，坐在西花园，静静地与这一对
老同学谈天说地，海阔天空地闲
聊，那是一份宝贵的经历。

（作者系江苏省苏州第十中
学校长）

“俯首甘为师生牛”
——读钱理群《我的教师梦》《做教师真难，真好》

柳袁照

贾志敏老师曾说：我是一名
小学老师，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学
语文教师。在讲台上，贾老师已
经坚守了 60 年。2009 年，他被
诊断出罹患癌症。8 年里，做了
11次手术，如今，他依旧坚守讲
台。今年 4 月份，医生警告他，

癌细胞跑到骨髓里去了⋯⋯他一
面接受化疗，一面拄着拐杖为年
轻 老 师 上 示 范 课 。 贾 老 师 说 ：

“当年，我为了生活走上这三尺
讲台；今天，我离开这三尺讲台
则一刻也无法生活。”对此，潘新
和教授在《与讲台同在》序言中写
道：“这话我信。⋯⋯上手术台与
上讲台，成为他生活之常态。他
以信念逾越、战胜病痛，将师道之
弘毅、壮美演绎到极致。”《与讲台
同在》这部书主要收录了近些年
贾老师关于小学语文教学的教育
随笔、课堂实录等，讲述了贾老师
与讲台的人生故事，抒发了一生

“与讲台同在”的热爱和自豪。
感情质朴、深挚，见解独到、深
刻。这是一部让人醍醐灌顶、催
人奋进的生命之作。

教育是有根的事业，每一代
教师都是在传承教学优秀传统、
悉心关爱学生的过程中逐渐成长
起来的。贾老师在这本书的第一

篇就深情地追忆 65 年前的课堂，
“一个孩子终于磕磕绊绊地读完
了 10 个生字。真糟糕，还读错
了 3 个！他惶惶不安，等待老师
指责。然而，老师没有批评他，
却说：‘真了不起，10 个生字居
然读对了 7 个。为他鼓掌!’⋯⋯
那个男孩第一次得到大家认可，
他终于抬起头，露出笑容⋯⋯”

“这个男孩，长大以后也当了教
师，而且当了一辈子教师。他，
就是读小学时候的我。”作者一贯
主张语文教师心地要善，“我们必
须发自内心地热爱孩子。教师要
视学生为子女。这一点，来不得
半点含糊与虚假。”语文教师嘴巴
要“甜”，“这里的‘嘴巴要甜’，
指的是要懂得赏识，要不吝啬表
扬孩子，要不间断地夸奖学生。
表扬学生还要讲究艺术，要让被
表扬者听得心花怒放，刻骨铭
心，产生动力，扬帆起航。”

教师对学生的关爱、激励

不仅是发自内心的，而且要融
入生活、落到细节，要讲究艺
术。作者认为，教育的最高境
界是“无痕的教育”，如春风化
雨滋润学生心田，“全在不经意
之 中 ”。“ 教 师 不 经 意 的 一 句
话，会创造奇迹；教师不经意
的一个眼神，会扼杀人才。”所
以教师需要经常反思，优化细
节，用完整而优雅的生命去培
育学生。总之，透过 《与讲台
同在》，我们可以看到一条师道
传承的流动风景。

《与讲台同在》“教海拾贝”部
分选录了贾老师关于阅读教学、
写作教学、观课评课、教师成长
等精华文章；“课堂记忆”部分
还精选他的阅读教学实录、写作
教学实录，可谓既传授心法，又
示范展示，意在针砭时弊，传授
语文教学真义。作者认为“当
下，‘教学碎片化’的语文课比
比皆是”，大声疾呼“谨防‘教

学碎片化’”；“‘讲肿了的课
文’比比皆是”，“不少学生读书
多年，最终仍‘张口不会说话，
提 笔 不 能 作 文 ’， 学 的 岂 不 是

‘哑巴汉语’？”语文课“还是读
得太少！”，作者呼吁课堂上要

“书声琅琅，议论纷纷”，“除了
加强基本技能训练之外，还得要
求学生多读多背”。作者主张，
语文教学不要搞得太烦琐，要简
简单单教语文。语文老师就做四
件事：培养兴趣，传授知识，养
成习惯，提高素养。

《与讲台同在》 在“教海拾
贝”“亦师亦友”部分由语文课
谈到语文老师，谈到老师之间的
砥砺、成长。作者认为：“何谓
好老师？能培养出一拨又一拨好
学生的才是好老师。怎样的课叫
好课？教师积极引导，学生主动
探索，教有成效，学有提高，这才
叫好课。教师的一切努力，应该
体现在学生的长进与提高上。”要

做好老师，上好课，离不开坚持
不懈地学习提高和人格修炼。贾
老师常以袁隆平院士和于漪老师
为人格楷模，他在 《袁隆平院士
和于漪老师》一文中说：“袁隆平
院士和于漪老师是两股道上跑的
车⋯⋯有一点，他们俩极为相似：
在事业上都干得风生水起，成绩
骄人；在做人方面却极其低调，不
求回报。”贾老师时时提醒自己

“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能终
善者为师”。他悉心向年长者学
习，也虚心向年轻人学习，还特别
注意向理论研究者学习，践行着

“一辈子学做教师”。在《我们要感
谢谁》一文中，作者强调，“大夫感
谢病员⋯⋯我们做教师的，要由衷
地感谢不同的学生”“与其说是我
在教育孩子，倒不如说是孩子在

‘教育’我。我要感谢学生，他们
让我知道，什么才是真的教育”。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教育
学院副教授）

用生命追寻永恒师道
——读贾志敏新作《与讲台同在》

李重

教师荐书

好书荐读

教育神经科学是一门新兴交
叉学科，它将神经科学、心理
学、教育学整合起来，探究人类
教育与学习现象背后的脑神经机
制，立足于科学实证，思索人类
文化及其发展的深刻问题。在中
国，教育神经科学起步不久，还
是一个“小婴儿”；即便放眼全
球，这门学科也显得稚嫩。但随
着专业学术组织的成立、专业期
刊的创建、越来越多理论专著的
出版，以及相关学术交流活动的
频繁开展，教育神经科学已成为
一个不同凡响的“小婴儿”，备
受瞩目也备受期待。

经合组织的高级研究员布鲁
诺·德拉奇萨博士用“哥伦布方
法”形容这门学科的创建史——
就像哥伦布起航时还不清楚目的
地在哪里一样，当初站在“千禧
年”门槛上的科学家们，也只隐约
感觉神经科学与教育可以建立紧

密的联结，于是就摸着石头过河、
边走边看地出发了。他们果然发
现了新大陆，一门新的学习科学
就此诞生。十多年后的今天，教
育神经科学这片广袤肥沃、风土
怡人的田野，不断吸引着生物学
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工程师
辛勤耕耘于其上。面对一门新兴
学科，我们首先需要廓清它的问
题阈、理论基础、研究范式，继而
掌握其研究方法、研究工具，了解
热点、难点和前沿问题，从而为跨
学科的合作研究奠定基础。这是
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幸而

《教育神经科学的使命与未来》
（教育科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使
命》）为 我 们 借 来 了“ 巨 人 的 肩
膀”。这本书汇编了编著者周加
仙与 12 位国际顶尖专家的深度
专业对话，其中包括目前活跃在
国际教育神经科学领域中的四位
杰出院士以及国际心智、脑与教

育学会的四位会长。
信息技术加快了科学研究在

大众中的传播速度，然而，媒体和
大众很容易过度渲染科学研究对
日常生活实践的指导意义。在教
育神经科学领域，就因此生出了
不少所谓“基于脑”的学习方案和
商业化的学习产品。研究者把大
众话语体系对于教育神经科学研
究结论的过度阐释称为“神经神
话”，如“左右脑教育”“男性脑和
女性脑”“大脑 10%潜能”等，都是
典型的“神经神话”。

在《使命》一书中，库尔特·
费希尔和丹尼尔·安萨里重点讨
论了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清除
神经神话是树立学科伦理道德的
重要问题，由于教育对于儿童有
不可逆转的重要影响，因此“教
育神经科学研究领域的伦理道德
问题应该与医学领域的伦理道德
问题同样重要”，“神经科学家需

要接受培训，学习如何交流研究
结果以及如何对公众进行伦理管
理 ，以 此 来 避 免 产 生 错 误 的 想
法”。

关于教育神经科学研究规范
的确立，他们还提出了更多见解。
例如，费希尔提出，应该在神经科
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中融入对学校
生态环境和其他学习环境的考虑，
引导学习者和教师参与研究，以及
比照教学医院的模式，建设研究型
学校的需要。安萨里则详细地阐
述了他关于循证教育文化的理解，
并规划了基于教育神经科学的人
员培训。此外，德拉奇萨博士分享
了经合组织“脑科学与学习科学研
究”的研究范式和经验教训，为教
育神经科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直
接的经验借鉴。

《使命》 分两个层面讨论了
神经科学研究对教育的启示：一
是综合神经科学的观点，重新认

识教育的本质；二是从对某个神
经网络的研究出发，尝试性地提
出对教育教学的改进建议。

公众一般认为，教育神经科
学研究人类学习的脑认知规律，
从而为制定教育决策、改进教育
效果提供证据。其实，这仅仅是
教育神经科学研究问题的一个方
面，还有很多科学家正在从事

“教学脑”的研究，安东尼奥·
巴特罗和西德尼·斯特劳斯便是
其中的代表。

巴特罗提出，动物能够学
习，但是传授知识的能力是人类
独有的。目前人类对于学习脑的
研究突飞猛进，而对于教学脑的
研究还不够。“教与学两者之间
存在着交互作用，所以作为一个
称职的教育者，不应当仅仅关注
学习的过程⋯⋯教育者要在各种
可能的情况下努力提升教学在全
社 会 的 地 位 。” 斯 特 劳 斯 提 出

“ 人 类 教 学 是 一 种 自 然 认 知 能
力”的假说。他花了很大的篇幅
分享关于儿童教学能力发展的实
证研究，归纳出教学作为一种自
然认知能力的七个属性，以及儿
童教学能力发展的典型轨迹。

教学脑的研究使得教育神经
科学实现了问题阈的扩展、研究
范式的转换和研究者的视域融
合，同时也为人类思考教育的本
质和规律提供了新的角度。

教育神经科学是人类关于教
育与文化传递的研究新世界，它
如此年轻又如此强大，如此严谨
又如此美妙，如此复杂又如此纯
粹。《使命》 让我们得以登上巨
人的肩膀，享受思想智慧的盛
宴，也让我们看到了这门新兴学
科的重要使命和远大未来，从而
萌发向其深处探寻的愿望。教育
神经科学还有太多未解之谜，对
于它的未来，我们拭目以待。

巨人的肩膀
翁绮睿

读书那些事

长大后奔忙于俗务，一旦身体
停驻时，总情不自禁忆起年少时的
阅读时光，尤其是读某些书的情
景，心瓣瞬间舒展、明朗。

路遥的 《平凡的世界》，是我
正式读完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这份
经历，宛如初恋。初次读长篇，就
爱上小说，爱上作家给我们编织的
梦，也爱上读书的行为。

父亲藏了不少文学书籍，其中
就有 《平凡的世界》，很厚也很
旧，但不影响阅读。小说工笔地展
现纯朴且浑厚的乡土气息，无疑丰
富了我的人生经验；还有那质朴且
羞涩的爱恋，堪称恋爱启蒙书，久
久不能释怀。当时笃定：少平就是
我的偶像，这就是我向往的青春。
虽然结尾不乏悲剧色彩，但不会折
损其过程的美好。我将自己幻化成
小说的主人公，体验纸上的爱恨情
仇。

第 一 次 听 说 《穆 斯 林 的 葬
礼》，缘于一位女同学。有人说她
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感动得泪流
不止。这立马引起我的好奇。周末
就去校外的书店买来阅读，几个章
节之后，就爱不释手。

后来才知，这部小说获得了茅
盾文学奖，市面很流行。因我是男
生，不宜泪奔，可眼圈分明发热。
小说不仅描述了回族的风情，更有
唯美的师生恋，以及数次提到的

《梁祝》 音乐，这是我最喜欢的乐
曲之一。还有那可望而不可即的燕
京大学 （现北大），传说中的燕园
和未名湖，都令我遐想。这些浸透
了文艺、怀旧的元素，对年轻人来
说，极富有吸引力。要是也能在北
大读书该多好啊，那里不仅是学术
的圣殿，也是爱情的伊甸园。

我还未步入爱情的城堡，就先
“抵达”钱钟书的 《围城》。后来才
知它非一般的出名，至今仍是书店
的宠儿。但购买此书之前从未听
过，就连“钱钟书”也不曾闻。现
在想来，还为当初买书的眼光沾沾
自喜呢！这是凭感觉买下的。由于
财力有限，只买了这本，竟让我淘
到了宝。

钱钟书真是太有才了！他怎么
能将工作和生活、爱情和婚姻剖析
得那么细致入微、诙谐幽默又合情
合理呢！在阅读过程中，时而发
笑、沉思，令人拍案叫绝！当初固
执认为，读过此书无他书。即便隔
了十年，我仍可将其中的经典句段
脱口而出。

都说中国人中庸含蓄，那么日
本人就是敏感细腻。村上春树的

《挪威的森林》，绝对描绘了别具一
格的情感形式与心灵世界。我是偷
偷读完的，因当时觉得它描写得

“露”，看得人脸红心跳。每读完几
个章节之后，都会将书藏好。一
遍，没弄懂。隔了两年又读一遍，
才渐感明朗。故事情节就该如此发
展，人物心理就该如此纠结，也再
没有曾经的羞怯，只沉浸于文学氛
围。

春树不愧为一位特立独行的作
家，更有平常日本人的多愁善感。
如此，方能把心灵触角伸到常人难
以抵达的角落，发现情感的隐秘和
人性的真谛。

四部小说，平均每部至少读了
两遍，某些章节读了五六遍；《围
城》 中幽默的句子，我还专门用笔
记本摘抄了下来；看了 《穆斯林的
葬礼》《挪威的森林》 改编的电
影。阅读好书如赴心灵的盛宴，会
不经意间建构你的性情，让一生都
拥有几股暖流在心间。

（作者单位：江西省上饶市余
干县第六小学）

那些年
这些书

江锦灵

《与讲台同在》
贾志敏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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