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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坦白承认，作为人生中不可逆
的未来，我们的生命彻底被你改变了。
如果说，在此前我们还能理直气壮地声
称：这个世界和我无关。现在，这已经
不再可能。因为你的存在，我们将对这
世界的一切事情负有责任。

你出生之后，我曾跟朋友说，孩子
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唯一
性，不管平凡或优秀，漂亮还是普通，每
一个都具有无可替代的唯一性。这唯
一的意思是：就是你，只能是你，必须是
你，既不能多也不能少，甚至连你的缺
点也是必备的，否则，怎么能是我的小
女儿呢？在此，唯一就是整体。

我常常看着熟睡的你，嘴里自言自
语：你呀你。情感就在胸口、喉头、眼眶
里，但是不会溢出来，过于浓烈是不必
要的。你呀你，只有这三个字对着你微
笑。这是我在自己这个年纪，在你这个
年纪，所能想到的最好的一句话，所能
发出的最恰切的感慨了。

等你长大，我将要告诉你一些秘
密，比如：偶尔，我会偷吃你的饼
干、酸奶，以及其他小零食。除了这
种方式，我没有其他办法去假装体会
一下你的感觉、你的快乐、你的情
感。另一种私心是，我小时候吃不到
这些东西，只有借助你的童年，我才
能重新拥有童年，重新生长一次。

聪明如你，随着慢慢长大，一定

会发现我作为父亲越来越多的弱点。
比如你还不会说话时，偶尔想看电
视，就自己跑过去开，我总是阻止
你，甚至把你惹哭。可现在你已经慢
慢掌握了语言，就会笑着说：爸爸，
我想看视视⋯⋯坦白说，我无力抵抗
这来自美好的人的请求。我必须同意。

为什么所谓的原则，会如此轻易
地放弃？因为你瞬间的暂时的快乐，
和长久的永远的快乐，对我来说同样

重要。当然，我不会让这个理由成为
借口，我只是觉得，在许多微妙的时
刻，一些坚硬的姿态变得柔软和灵
活，整个世界都会笼罩一种甜美的温
柔。这并不多得，必须刻意珍惜。

养 育 一 个 女 儿 ， 陪 着 你 长 大 成
人，自然会有无数事情值得写下，以
给我和妈妈的余生不断咀嚼，但我一
直克制自己去记录。朋友圈里，经常
能看到很多熟人记下了孩子生长的点
点滴滴，这是有意义的事，但我的克
制是因为希望写下和你相配的文字。

或者说，我更希望所有的东西主要
的意义产生于你将来的阅读中，而不是
我或妈妈，我们应该只是天然的附属品。

以至于到现在，我也没能给你写
出一首像样的诗，我写出来的，都配
不上你的存在本身，至多表达了我的
感觉。我希望自己能为你写的是那样
一首诗，你默默地背下来，每当心中
念起，就有一种单纯的爱荡漾全身，
或者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力量，导引你
找到来处，指引你走该去的路。如果
我写不出这样的诗，那所有关于你的
诗，都只能是一个父亲的自我宽慰。

你开始学习更多的话，并用独属
于你的方式说出来，于是很多我习以
为常的词语，重新获得了意义。这也
不是多么特别的事，每一个孩子大概
都是这样的，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

些以文字为生的人，如何找到激活那
些枯槁词语的方式。我正在向你学
习，希望你耐心教我。

你开始自己上楼梯，而且不愿意
让大人扶着。我知道，你从小就喜欢
自己做事情，拒绝额外的帮助。有一
天上楼梯，我要拉着你的手，你甩
开，我再次拉住，你还是挣扎，而且
一定要我在前面，你在后面。我就
说，暖暖在前面走，拉着爸爸，因为
爸爸害怕。我不知道你是否听懂了，
但是你不再坚持让我上前面，也不再
放开我的手，我们开始上楼梯，你嘴
里说：爸爸不要怕，爸爸不要怕。

事实上，活了快 40 岁了，我从未
听过任何人告诉我不要怕。在我经历
很多困难抉择，在我迷惘到绝望的时
候，获得过许多安慰，但没有人告诉
我不要怕。我珍惜这句话，大一点的
时候，你就会明白，爸爸之所以怕是
为了让你安全。你会知道这是一个小
小的谎言，可是它是美的。

然而，我确实从这里听到了来自
你的某种神秘的鼓励。我必须勇气倍
增，无所畏惧地去跟你一起登上一层
又一层的楼梯。

你呀你。
那些我要写给你的诗，如果最终

都没有写出来，或写出来而不好，就
请你长大之后，来写给我吧。

等你长大等你长大，，我将告诉你一些秘密我将告诉你一些秘密
——一位父亲写给女儿的呢喃之语

刘汀
写作令人孤独，似乎没人能理

解你，全世界都抛弃了你。所以这
个工作在初期，对写作者自我认知
的摧毁其实是很强烈的。

我小时候就有各种奇思妙想，
在 19 岁左右开始写第一部小说：

《安魂曲 B 小调》。凤凰台主持人何
东曾经评价我的小说，质感有了，
剩下的就是技术了。

而这份技术，我一磨，就是 11
年。《黑白边境》（《晨光暮色》《流星
幻痛》 两卷，任彧著，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出版的时候，我终于可以说，
我的写作技巧和风格开始走向成熟，
可以用优秀的编排能力打造出一个
充满我对社会理解的故事了。

《黑白边境》 创作之初，我 26
岁，至今已过去了将近 4 年，所以
回过头来看，这并不是一部令我十
分满意的作品，但我依旧记得，那
个 5 万字的开头，我足足磨了 3 个
月，反复修改。

可见在水平不够的时候，就算
你反复打磨也未必能制造令人满意
的东西。所以重要的还是继续磨
炼，继续提高，没有尽头。

接下来，我讲一讲我这部终于
可以“给人看”的小说。

一个大富之家，一个被关进疯
人院的母亲，一个残忍暴戾的父
亲，一个被强暴的可怜女仆，一个
继母刚刚生下的婴儿。每一个都是
连环绑架案的道具而已。

两个兄弟赤手空拳，用智慧与
疯狂展开他们的罪恶之旅。

城市飞地，繁华与破败的交
融，灰色的地带，灰色的人物，善
与恶、正与邪的碰撞就发生在每个
人的心里。

走错第一步，就代表着，你再
也无法回头，用犯罪来代替言语，
用伤害来抵消背叛，用欺骗来掩盖
犯罪，用绑架来挣脱追杀，用暴力
来对抗邪恶，用欲望来泯灭正义，
浴火已不能重生，只能燃尽整个生
命，化为灰烬，消散无踪。

这是 《黑白边境》 的梗概。

年纪越来越大之后，我总觉得人
类对自己的认知有一定的偏差，人类
觉得自己太特殊了，将人类自带的很
多东西，慢慢无视掉了。而想要理解
这个社会，你就不能无视这些东西，
某些隐藏在人类基因中的本能。

前几天，我去看了电影 《阿尔
法：狼伴归途》。电影借用原始社
会中人类茹毛饮血的求生方式，来
映射现代社会，揭示人类想要在现
代社会生存，需要的东西并没有太
多不同。而我这部书所表达的也正
是这种原始性在现代社会中展示出
来的东西，用一个悬疑犯罪故事将
人性中的本能与欲望表达出来。

所 以 我 的 开 篇 语 是 这 样 的 ：
“我们都是野兽，活在这世上就看
谁装得更像人一点。”

“如果上帝让我们熟视无睹，又
为何要给我们分辨善恶与黑白的能
力。”“或许只是为了让我们感受无
能为力时的痛苦。”在整部小说中，
这样的问答很多，这样的台词设计，
代表了我在写的时候会先去质疑这
个世界，接着又会肯定这个世界。

我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喜欢
客观地讲述每一段故事，把每一句
台词都写得很中性，因为这是我观
察到的真实的世界，可我又不甘于
认同这个世界的冰冷与残忍，所以
这样的一问一答很多，故事里的每
个人物也都具备强烈的矛盾性。

我承认，《黑白边境》 是一部
充满理想主义气息的作品，但其中
充满了人性的真实。我想，只有用
真实去拨开幻境，人们才能真正认
识到社会的问题与时代的缺憾。

在晨光暮色中体验流星幻痛
——《黑白边境》创作谈

任彧

滋味坊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山
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

“教研相长七书”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这套书包括《中国近代社会史》《区域社会
史研究导论》《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
向田野与社会》等7册，是山西大学中国
社会史研究中心科研、教学团队20余年
孜孜不倦、辛勤耕耘的成果。

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

任行龙介绍，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
社会史》，自 1992 年出版后，迄今已有
26年，是国内从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必
备入门教材，能再次出版也是学界的愿
望。《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
与社会》一书中所开辟的人口资源环境
史尤其是水利社会史研究、灾荒史研
究、山西义和团时期的民教冲突研究等
已成为学术热点，在教研相长、人才培

养、学术创新方面具有很好的示范意
义。《集体化时代的山西农村社会研究》
集中发表该中心在集体化时代山西农
村社会史研究方面的成果，反映了山西
大学在集体化时代中国社会史研究方
面所做的新探索。《区域社会史研究导
论》是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
区域社会史学科建设方面的最新成
果。《在田野中发现历史——学生田野

调查报告（永济篇）》《区域社会史研究
读本》分别体现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方
法论及其实践成果和国内学界同行在
区域社会史研究方面的经典研究，具有
一定的参考性和示范性。《山西区域社
会史十五讲》是从作者近年来发表的有
关山西区域社会史的论文中辑出的，这
些论文都是作者在教学过程中初次亮
相，吸收各方面意见成稿的。

“教研相长七书”：展示社会史研究最新成果
本报记者 却咏梅

纸现场

任彧，80
后 作 家 。 20
岁开始尝试创
作 小 说 及 剧
本，《黑白边
境》 系列系其
出版的第三部
作品。

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得主刘汀
著《暖暖——父与女的故事》北京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7月

一部充满呢喃与对话的亲子之

书

，一首关于天真和幻想的赞美诗

。

追求一种优质的教育状态
——邯郸市峰峰矿区全面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综述

优布局重投入：夯实基础

笔者了解到，仅统筹规划的峰峰
北部城乡一体化示范教育园区，资金
的总投入就达到 39 亿元。翻开近几年
的投入台账，一笔笔资金、一项项工
程，使得峰峰矿区在改善农村学校办
学条件和缩小城乡、区域教育差距方
面取得了不小的成绩。

据统计，近几年来，峰峰矿区用
于支持教育发展的资金就达 3.99 亿
元。仅 2018 年，投入 2108 万元，完成
羊渠河学校教学楼等 6 所学校校舍改
造，新建校舍 16586 平方米；改善体
育活动条件，投资 1052 万元，完成峰
峰中学、特教学校等 10 所学校操场硬
化 塑 胶 工 程 ， 硬 化 面 积 60161 平 方
米；投资 277 万元，新建和西学校教
师周转宿舍，建筑面积 1817 平方米，
解决长期在农村任教教师的住宿问
题；投资 3000 万元，新建峰峰矿区区
直幼儿园，建筑面积 10642 平方米；
加强农村中心小学示范性学校建设，
实现农村学校绿化、亮化、美化；农

村学校基本实现单人单桌单椅，所有
教室实现多媒体全覆盖。

目前，峰峰全区“全面改薄”项
目累计投入资金 3805.49 万元，今年 9
月提前完成“全面改薄”5 年任务。
2017 年底，在 56 所全区各级各类学校
全部实现水冲式厕所的基础上，今年
又启动了 9 所农村学校厕所提档升级
改造，大力营造厕所文化，提升学校
的软实力和育人环境。

高耸的楼房、宽敞的教室、标准
化的操场、丰富多样的专业教室、阅
览室种类繁多的图书⋯⋯标准化的学
校建设使得城市与乡村、优质学校与
薄弱学校在硬件上的差距越来越小。

抓管理强队伍：提升内涵

峰峰区制定了“人才振兴计划”，
每年有计划地招录补充一批新教师，
逐步解决部分学校教师数量短缺及专
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建立健全了中小
学教师编制动态管理机制，做到“有
编即补”“退一补一”。截至目前，峰
峰矿区采取多形式、多批次招聘方

式，及时补充高素质、高学历教师
406 人，为峰峰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提
供了良好的师资保障。

据了解，峰峰矿区以“名师名校
长培养工程”为重点，先后组织各校
校长在 20 所学校召开“精细化管理”
系列现场会，点面结合，在全区各校
全面实施精细化管理；加大“走出
去、请进来”力度，分学段选派校长
到衡水中学、精英中学等知名学校进
行学习考察和交流，并进行“影子培
训”，邀请知名校长、专家到峰峰作专
题讲座，有效提升了校长队伍的业务
能力和管理水平。

在教师业务提升上，坚持举行教
师技能大赛、教学能手和学科名师评
选、学科名师课堂教学系列展示等活
动，有效激发了广大教师钻研业务、
提升素质的积极性；在全区组织评选
最美教师活动，截至目前已组织评选
了 5 届最美教师；今年 5 月，从全区省
市特级教师、名师、骨干教师中遴选
认定了 30 名教师作为峰峰矿区首批中
小学“学科带头人”；举办了峰峰矿区
首届“教坛新秀”青年教师优质课大
赛，获奖者在全区青年教师大会上进
行了通报表彰。

牵乡村扶弱校：共同进步

彭城镇新华小学内，拥有漂亮的
教学楼、塑胶跑道，教室里配有齐全
的多媒体设备，俨然是一所硬件完善
的标准化校园。但其吸引人的地方不
仅仅是美丽的校园，更是教师们日益
见长的教学水平。

据了解，2015 年 9 月，新华小学
成为峰峰第一小学的基地校。当年，
第一小学派出各学科的教师到新华小
学支教一年；新华小学的 8 名教师则
到第一小学任教一年。两校教师还会
定期进行课件展示、教研交流、教学
汇报等活动。

新华小学党支部书记汪学海说，
几年下来，新华小学至少在两个方面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教师的授课
水平得到改善，教学质量和课堂效果
明显提升；一是学校的社团、课外活
动内容丰富，学生参与广泛。

剖析新华小学这个例子，恰能体
现峰峰矿区在扶持提升薄弱学校方面
的思路和举措：

推进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任务便
是向薄弱学校输入新的理念和技术，
全面提高薄弱学校的管理水平、教育
教学水平，全面打造现代管理体系和
高品质校园文化。

区教育部门积极申报农村小学全
科教师免费培养计划，强化培养小学
教师主体责任。自 2020 年起，实施小
学全科教师免费培养工作，畅通农村
小学教师培养渠道。

在今年支教和教师交流基础上，
切实推进教师校长交流改革，到 2020
年，实现区域内教师校长交流的制度
化、常态化；积极探索“大学区”管
理体制，推行学区走教制度，促进优
质教师资源特别是英语、音乐、体
育、美术等紧缺薄弱学科教师在学校
之间、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在试点基
础上推进“区管校聘”管理改革，为
教师交流轮岗提供制度保障。

与此同时，实施乡村教师骨干工
程，到 2020 年，接受市级以上骨干教
师培训的教师达到 10%以上，具备市
级及以上骨干教师称号的教师达到 5%
以上；实施乡村教师名师工程，到
2020 年，全区建立 6—12 个区级名师
工作室，实现主要学科全覆盖；积极
开展“国培计划”和“省培计划”工
作，培训计划向乡村学校倾斜；大力
开展送教下乡 （镇） 活动，通过送教
到校、送课到校，增强培训的实效
性。积极实施乡村教师帮扶计划，鼓
励企业和社会力量积极为学校捐助资
金，用于教师帮扶⋯⋯

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的实施，让
峰峰矿区的许多薄弱学校和新华小学
一样，通过相关政策的实施、教师业
务水平的提高，在“软实力”方面都
或多或更多地增强起来，高效、优质
增衡发展的效果凸显。

教学研校网通：资源顺流

在教科研工作上，严格落实“一
课一研”制度，扎实开展教科研工
作，鼓励教师全员参与教研教改活
动，靠集体研训实现自我提升。

峰峰矿区教体部门相关负责人表
示，对于班级多、教师多的大学校，
更要充分利用好各类教研活动，集思
广益、研出成果，发挥集体的力量促
进教学质量整体提升。峰峰矿区在北
部新区建设实验中学，整合分散在农
村的教育资源，一个年级十几轨，也
是出于“有利于集体教研、有利于良
性竞争”的考虑。

通过校际间的协作研讨、教师交
流、网络互动，形成了研训结合、上
下联动的“三级校本教研网络”。

据统计，峰峰矿区教育系统立项
省、市规划课题总数多年位居邯郸市
首位，在全市率先开展教师个人小课
题研究，全区先后涌现出十四中学

“三环四步”新课堂教学模式、第一小
学“2+5”模式、羊渠河学校“双向

五环”模式、义井中心小学“三环五
步教学法”等适合峰峰实际的课堂教
学新模式。

早在 2017 年，区教体部门积极推
进教育信息化工作，全力做好了峰峰
矿区信息化“6 个覆盖”。中心校及以
上学校 43 所，已全部接入教育内网并
延伸至班级，其中规模极小的学校接
通 IPTV，其他学校均完成教育内网的
接入；师训室建设全部到位并投入使
用；视频会议室在师训室基础上配备
了高清摄像机和无线麦克，全区已实
现视频会议全覆盖；12 个教学点全部
完成了 IPTV 电视的接入。

该区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建立
全区网络教研体系，开设直播课堂，
开展网络教研，每周二下午 4 点，平
台对区优质课进行展播。IPTV 电视在
教学点全覆盖以后，又同步推出教学
点硬笔书法直播课，弥补教学点相关
师资不足的情况。同时，利用网络大
力开展乡村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班主
任工作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专
业能力培训，到 2017 年，实现网校培
训全覆盖。

借助邯郸市远程网络教研平台，
峰峰矿区实现教研工作的远程化、网
络化，通过信息化手段，共组织 14 个
学科、60 场教研活动，加强了校与校
学科教师之间的交流研讨，实现优质
教育资源共享，提高薄弱学校的教育
教学水平。

峰峰全区还实施了“盟校”管理
体制，强弱结盟，由优质学校在管
理、教研、师资等方面对薄弱校进行
全方位帮扶，共结对 52 所学校，实现
了全区所有学校校际帮扶全覆盖。峰
峰在全市率先实施校车运营，31 辆高
配置校车投入使用，解决了 59 个自然
村、1436 个孩子的上下学问题，受到
全社会的广泛好评，被学生家长亲切
地称为“流动宿舍”“绿色通道”。

峰峰矿区政府部门负责人说，教
育均衡发展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平均发
展、均等发展，它更加强调的是全
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崔桂敏）

教育园区作为峰峰教育发展的“主打牌”，这片占地 2350 亩的园区内，峰峰第一中
学新校区正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中，峰峰外国语实验小学在９月１日当天迎来它的首批新
生入校。另外，一所初中、一所职业教育中心、两所小学、一所足球学校也都在这片区
域内有了各自归属的“领地”，在不久的将来，它将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迎接峰峰矿区区域
内所有的孩子。其背后有着对教育均衡发展的实际考虑——教育均衡发展是教育发展的
目的，更是一种促进教育发展的途径，均衡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其本质目标是追求一种
公平、高效、优质的教育状态。

峰峰矿区负责人称，实现这种状态，凭借的不是口号，它需要思路创新和战略战术
上有独到见解和实化的措施。峰峰矿区恰是在这种教育发展过程中，既注重措施的落实
又强化教育核心的作用，使区域教育优质均衡在实践中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