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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

我对贾老师的印象是在学习中一
点一点建立、丰富起来的。虽是一些零
星碎片的记忆，但足够深刻。上个世纪
90 年代，“贾老师教作文”几乎是各校
语文教研的必修，其影响之深远，至今
难有逾越。入职之初，有幸常常听到远
处传来的作文课，让我一开始就不惧怕
教作文，少走了许多弯路。可以说，贾
老师是我作文教学的启蒙者、引路人。
现场见到贾老师，已是二十年后。光阴
易逝，贾老师身患重疾，行走不便。但
他依然站在课堂里，斟酌文字，情境表
演，一笔一画板书，一字一句教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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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出版了《积

攒生命的光——贾志敏教育口述史》。
封面是素色的，我很喜欢书名——《积
攒生命的光》。细细揣度，“积攒”是一
点点集聚力量的过程，“光”有点亮之
意、希望之意。贾老师生命有光，我们
被一一照见。不薄不厚的一册，不大不
小的开本，目录竖排，内页文字疏朗，配
上一些珍贵的旧照，增添了时代的厚重
感。

读书先读序。我不止一次读序言
《贾老师与我》，原先的碎片记忆在朱煜
老师的叙述中渐渐连贯、清晰起来。为
什么是“口述史”？朱老师说，贾老师的
经历与其他名师不同，他的人生起伏与
国家几十年的变迁紧密相关，他的教育
叙事适合用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口
述录音多为上海浦东方言，朱老师与贾
老师共事多年，又同为浦东人，故能在
整理文字时最大程度地还原本意，保留
口语，以飨读者。

序言的文字极富张力，从与贾老师
相处的二十多年经历中选择材料，精心
组合，娓娓道来，为我们建立起真实而
立体的贾老师印象：一位永远热爱教学
的教师，一位心里装着孩子的校长，一
位耐心带教青年教师的前辈，一位有良
知、有责任的公民⋯⋯不仅如此，其表
达方式也独具匠心，口语化的讲述与

“口述史”毫不违合，融为一体。文末这
样写道：“贾老师坐在电脑前一边移动
鼠标一边为我讲解。恍惚间，我好像回
到了二十多年前，我坐在他的办公室
里，看他拿着红笔，在文稿纸上修改我
的文章。”此情此景，实在动人。《贾老师
与我》，从“我”的视角为读者打开贾老
师传奇的教育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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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慢读者，但这次却满怀好

奇，几乎是追赶式阅读。贾老师的经
历，犹如小说、电影里的故事，传奇到不
像真的，而这一切的确真实地发生在他
身上。没有想到，一个小学教师的生命
里，有这么多跌宕起伏的是非，有这么
多错综关联的人事。读着贾老师，我常
常设身处地，与自我对照，体会他那不
平凡的人生。

贾老师早年的生活似乎与教育无
关，但又无处不是教育。《“酱油瓶”·含
羞草》里的父亲，《林先生》里的父亲，言

语不多，严厉、有爱，这些都深烙于子女
的一生，使他们在日后的舛难中坚韧。

“我深知只要不失去自信心，只要对事
业、对理想尚存一息希望，那么，厄运可
能是一份深不可测的宝藏。”难以想象，
在寄人篱下的日子里，在尊严丧失的

“文革”岁月里，在拼命付出却始终得不
到认可的不公下，贾老师竟能以如此的
宽容与信念等待生命的翻转。

贾老师讲述最多的，还是老师。他
无限感激生活中遇到的良师。林慧先
生给我的印象极深，今天看来，她也绝
对是一位有创意、有活力、有魅力的好
老师。“Mr. 浦东”让人忍俊不禁，弹手
风琴指挥出操，打潇洒的指哨指挥比
赛，会教会玩。“顽童”变“粉丝”，不足为
奇。钱梦龙先生提到的武老师，用一本

《王云五四角号码大字典》改变了钱先
生的学习之路。于永正老师等教育前
辈一生热爱教育，忧心教育，令人动
容。“教育是引导，教育是培养，教育也
是一种影响。教师要有一颗善心，教师

的价值体现在‘教’字上。”钱梦龙先生
与贾老师握手感慨，让我领悟：在教育
的根系处，投入善意，是为师者之责任、
良心。

“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知不
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
也。”贾老师也常常自省，为看似微小的
不当言行而懊恼、自责。他为当众调侃
学生的错误而深感不安，诚恳地致歉，
抚平孩子心灵的伤痕。贾老师说，与其
说我们在教育孩子，倒不如说是孩子在

“教育”我们。感谢学生，教学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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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教学来，贾老师滔滔不绝。他

对语文教学的思考，对公开课的建议，
对教育真谛的感悟，引发我对教育教学
的长久思考。他反复引用李伯棠教授
的话劝告青年教师：“语文课上，还是读
得太少！”他的“三看，三不看”精准扼要
地指出了听课的要诀，那就是——看课
堂真相，看学生生长。这便是一节好课
的标准。听课如此，上课亦然。教室里
有没有“书声琅琅”？有没有“议论纷
纷”？乃是对我们日常教学的检视。

“成功的教育，其内容必须是深刻
的、独特的，乃至直抵人心、无可复制
的。”这是贾老师对教育内涵的深切体
认。贾老师的作文教学，便是“成功的
教育”。简单而深刻，精准而开放，自成
风格。他对“作文”的理解从不局限于
一节课，而是为孩子的长远发展而教。
正如书的扉页上所写：“教学生一年，要
想到他五年；教他五年，要想到他终
身。”我更愿意说，贾老师所践行的，不
只是“作文教学”，更是“作文教育”。

贾老师善于思，善于行，善于省。
他从前人的理论与实践中得到启发，
摸索出自己的作文教学之道。譬如，
书中提到叶圣陶先生对子女的“不教
胜教”，即每天读一点，写一点，改一
点。又如，吴立岗教授提出的“素描
作文”对贾老师产生深刻影响。“素描
作文”是来自苏联的作文理论，把美

术学科的概念、心理学的科学成果移
植到作文课堂里，让孩子由怕写到爱
写。过去看贾老师教作文，并不能参
透其中的门道。如今再观课，才有了
新的领悟。“让‘生活’在教室再现慢
化了的动作”“典型表象”“无声默
写”等作文理念、操作要义渐渐明
晰。贾老师在课堂上对学生遣词用句
的敏感度曾让我无比惊讶，如今在“素
描作文”中找到了答案：慢动作训练，练
就了师生过人的语感、扎实的表达。

又忆起，2017 年第 1 期的《小学语
文 教 师》卷 首 语 刊 发 了 贾 老 师 的 文
章——《袁瑢老师的经验不过时》。袁
瑢老师与斯霞、霍懋征被誉为“中国三
大名师”，是贾老师十分敬重的前辈。
贾老师以朴实的文字，回忆袁老师的教
学观，也阐明自己的语文立场：“教学不
需要‘出新奇’，更不需‘摆噱头’。简简
单单教语文，一心一意为学生发展服
务。”语文，就是要教学生读好书、写好
字、说好话。概言之，倾听与表达，始终
是语文教育的核心要素。

不长的卷首语背后，有感人的故
事。从杂志社老师的记录里看到这样
一段话，是贾老师写的：“我写这篇
文章前前后后修改了五十多遍。我的
一只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我是用
放大镜在电脑上一个字一个字敲下来
的⋯⋯”

同年 5 月，全国小学语文“十大青
年名师”颁奖典礼暨课堂教学活动在厦
门举行，当看到安排表上有贾志敏老师
执教观摩课，惊讶的瞬间，我想一定是
主办方弄错了，贾老师应该是点评嘉宾
吧？没有想到的是，耄耋之年的贾老
师，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执教《推敲》一
课。讲台上，清瘦的贾老师同过去一
样，一笔一画板书，一字一句指导。课
堂中，我们又听见“书声琅琅”，听见“议
论纷纷”。那一刻，任何语言都无法表
达对先生的崇敬。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
附属小学）

一部个人的教育史
——读贾志敏教育口述史《积攒生命的光》

丁素芬

一个不想成长的教师，即使有
再好的“平台”和“机会”，他也
不懂得珍惜。一个想成长的教师，
即使没有“平台”和“机会”，他
也会自己突破成长的瓶颈，进行职
业规划，准确定位自己的发展方
向。

亚洲首富李嘉诚说：鸡蛋，从
外打破是食物，从内打破是生命。
教师成长亦是，从外打破是压力，
从内打破是成长。如果教师希望别
人从外打破，那么他的成长内力显
得不足；如果教师能从内打破，那
么他会发现自己的成长潜力是无限
的。

李镇西老师主张:说到人的成
长，我们总是喜欢说是“领导的培
养”。如果这里的“培养”指的是
热情鼓励、真诚批评、提供平台、
创造机会⋯⋯“鼓励”“批评”“平
台”“机会”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的，但最后并非每一个人都成长起
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华池
柔远初中将举行庆阳市李镇西教育
研究年会。我主动联系举办方，问
清活动的时间和地点，提交参会申
请表，获得参会资格。到了会场我
才知道，所有参会教师都是县教育
局派来的，吃住报销。只有我是自
己掏腰包，享受这样的成长机会。
有同行的教师开玩笑说，你不是花
钱找罪受吗？我想，教师成长与否
全在自身，与其等待，不如主动寻
找成长的机会。我带着“我还能再
往前走一步吗？”的意念，看到了
不一样的教育风景，捕捉到了不一
样的教育故事。原来，教师成长的
方式不只是走课堂展示之路。可以
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成长方式。比
如，班级管理之路，或教育写作之
路，或教学研究之路，或主题阅读
之路。

李镇西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叩问
自己“我还能再往前走一步吗？”
他在获得很多荣誉时，没有止步不
前。在他著书立说、闻名全国时，
他报考了博士，开始深造学习。博
士毕业后，他主动要求回学校去，
教语文、当班主任。他出任成都市
武侯实验中学校长后，学校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大批教师享受
着职业幸福。

李老师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
就，在于不断地叩问，在叩问中成
长，在叩问中进步。我选择了做教
育，每天重复而又枯燥地工作。有
时面对打架的学生，会和其他老师
一样，将双方各狠狠地训斥一顿，
止步于将这件头疼事终于解决了。
如果我能再往前走一步，多问几个

“为什么”，搞清楚他们为什么打
架，从根子上解决问题，或许他们
会成为更好的朋友；要是我能再往
前走一步，把解决麻烦事的过程写
下来，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再遇
到类似的问题，可以有所借鉴，省
下不少力气；要是我还能再往前走
一步，更好地反思一下，自己还可
以怎么做，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
法，并写出文章来，让更多老师来
分享我的经验和做法⋯⋯

教师要不断自我“越狱”，越
过名利的高墙，翻过世俗的藩篱，
用一颗朴素的心回归教育的本真，
用儿童视角关注每个学生生命的成
长。

李镇西老师在 《重建教师的精
神宇宙》 中写道：“人容易被自己
的眼界、经验，被已有的荣誉、资
历、地位所捆绑和束缚，这些东西
会变成自设的监狱。”他不自恃年
高，不满足于以前取得的荣誉，不
以资历、经验自居，始终保持一种
空杯的心态，重新审视自己，不断
自我“越狱”。

学习李镇西老师，自己培养自
己。学习他的“四个不停”，即不
停地实践、不停地思考、不停地阅
读、不停地写作，践行他的“五个
一工程”，即每天上好一堂课、至
少找一个学生谈心或书面交流、思
考研究一个教育问题、读书不少于
一万字、写一篇教育随笔，他用一
生都在寻找让自己惊讶的“我”。

世界上有两种动物可以到达金
字塔顶，一种是雄鹰，在于它坚强
有力的翅膀；一种是蜗牛，在于它
坚强的毅力。我没有雄鹰强有力的
翅膀，却有蜗牛般坚强的毅力，坚
持寻找属于自己的成长方式，听、
说、读、写、思，不断自我“越
狱”。

（作者单位：甘肃省庆阳市宁
县长庆桥镇安河小学）

“我还能再
往前走一步吗？”
——读李镇西《自己培养自己》

栗勇

阅读推荐

好书荐读

由美国人布鲁斯·乔伊斯撰写的
《教学模式》 自 1972 年出版以来不断
再版，我国是 2002 年由荆建华、宋富
钢、花清亮翻译出版了原著的第六
版，现在市面上能见到的是 2014 年出
版的第八版，是兰英等人翻译的，可
见这本书受欢迎的热度。我非常认真
地阅读了这本书，并做了比较深入的
思考，从教学论的角度审视，这本书
确实写得很好，也值得一读。

这本书第一章开始探究——构建
专业学习者的群体。先从一些具体的
例子说起，有“探究式训练”“归纳式
思维”“法理学教学模式”“团体调查
式模式”等，一下子从七个个案总结
出“学习的模式”。

我 以 为 本 书 的 精 彩 之 处 正 在 于
此，从教学模式的来源——建构知识
的多重方法到学习日渐增长的知识——
穿越荆棘丛林的指南，乃至于影响教
学的三个因素——风格、模式和个体
差异性。这本书特别强调了“使用教
学模式一个有力但又脆弱的工具”。这
个问题非常具体，而且作为教师必须
认真对待。他说：“我们不得不承认，
学生存在个体差异。一种模式可以帮
某个学生学得到很多东西，却并不一
定适合于另一个学生。幸运的是，目
前还未发现有哪些教学方法对一些学
生特别有用而对另一些是极其有害
的，但是我们在设计教学环境时要考
虑它们可能对学生造成影响的差异。
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学生的‘学习
历史’，即他们的学业进步、自我形
象、认知与个性发展、社会技能及态
度是如何发展的。”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这本书的
主题，整本书共有“信息加工类模
式”“社会类教学模式”“个体类教学
模式”“行为系统类教学模式”“个体
差异、多样性、课程”五个部分，都
是属于“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读
到“非指导性教学模式——以学习者
为中心”这一节时尤为激动，作者
说：“非指导性的方法是培养学生而不
是控制学习过程。这种方法更着重强
调高效的、有助于长远发展的学习风
格和强有力的、受到良好指导的个人
品质的发展，而不是短期的教学或课
程内容。”这一段说出了教学的最终目
的或教学的最高层次是实现学生自觉
的终身学习的品质习惯，并成为适应
社会、具有独立思考和各种实际能力

的人，而不是追求课程本身获得的认
知和知识，更不是分数的高低。这些
是我们教学改革所推崇的基本出发
点，也是让不同的学生获得最适合的
教育的基本出发点。

“教学模式”这个词是教学论中的
问题。英语 mode，属于外来语，可
以翻译成模式、样式。在汉语语境
中，我以为应该使用“教学样式”。为
什么呢？模式属于标准样式，而教学
过程恰恰没有标准样式。这是“语用
学”编译中的问题，“教学模式”使用
已经非常普遍，并已造成一定的危
害，因为许多人都在寻求标准样式，
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样式”从民国
起就已经被普遍采用了。

近年，关于“教学模式”的争论
不休，并有许多文字可寻，坚持“教无定
法”或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基本不认可
模式的说法，主要是强调了特殊性、个
别性。从道理上讲，没有特殊性就没有
普遍性。世界上绝没有两个一模一样
的人，也教育不出两个一模一样的孩
子。而模式在汉语语境中是标准样
式。譬如中国的农业模式是“联产承包
责任制”，在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每
一个村都可以有不同的样式。

值得说明的是，即便是样式，有
的也是不能复制的，如华西村就不能
复制。因此这本书介绍的所有做法都
是个案，如何做，都要结合自己的情
况，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书中特别强调：“对于个体差异以
及如何教会学习的方式和模式两者之
间的关系。对于个体差异以及如何教
会学习者从众多的教学模式中高效地
获得知识。”这也说明一把钥匙不能打

开所有的锁。而承认个体差异贯穿了
整本书。

本书的最后一章 《教我们自己学
习》 中写道：“从对教师培训的研究中
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教师能够成为
出色的学习者。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他们基本能够掌握所有的教学策略，
能够完成几乎所有意义的课程的教
学。那些批评教师的动机，担心教师
们学习愿望和学习能力或认为唯一能
够提高教学质量的办法是人员更换的
人，显然是从根本上大错特错了。”

这段话的精彩，不由让我想到苏
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在 《塔上旗》 中叙
述的故事：马卡连柯在高尔基教养院
中，曾发现一个学生从储藏室里偷了
一只烧鸡，马卡连柯问他：为什么这
样做？学生回答：想吃。马卡连柯立
刻在所有学生在场时，叫他吃这只烧
鸡。所有的人都望着这个学生，而他
吃不下去，便垂头站着，并答应马卡
连柯以后再不这样做了。后来马卡连
柯的学生卡尔巴诺夫做教师，遇到一
个学生偷面包，卡尔巴诺夫问：“为什
么你要这样做呢？”他也回答说：“我
想吃。”当卡尔巴诺夫让他自己吃他偷
来的面包时，他却很平静地吃了，没
有要求宽恕，也没有答应以后不再这
样做。同样的方法，为什么结果完全
两样呢？上个世纪 50 年代，教师们讨
论这个问题时认为：完全由于学生的
个别特点不同而引起，这个判断没有
错。今天再看，这个判断只是一方
面。另一方面是，有了钥匙老师能打
开锁吗？教师的差异，包括方法、能
力、威望、人格魅力不能被忽视。因
而必然涉及教师教育，特别是师范教
育，培养大批合格和优秀的教师就显
得格外重要，师范教育要重视教师的
专业教育，特别是课程与教学论，这
是师范教育、教师教育的主修课。

这本 《教学模式》 无疑是一本值
得一读的好书，如果站在比较教育的
立场上看这本书的价值，这本书充满
美国近代教学论的基本立场，他们不
仅是这样严肃地讨论这个问题，实际
上也是这样做的。

中国教育改革从来不缺少新鲜经
验，对待新鲜的经验不能照抄照搬，
而是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创造适应自己
学校、学生的教学样式。千万不能用
行政手段强制推行某种教学样式。

（作者系教育媒体独立撰稿人）

一把钥匙能开几把锁？
刘古平

我的教学同道、曾经的同事贲友
林，新近出版了《寻变：贲友林的“学为
中心”数学课》（长江文艺出版社），
记录了他近两年坚持小学数学课堂教
改实践的 12 节典型课例，其中前六
课是作者以前未发表交流过的新教课
例——其教研典型课实践的新开掘；
后六课为在其以前已经发表过案例的
基础上，再一次发表的自己同课异构
最新改进型教学实践，是已有教改成
果的升级版。

细细研读友林这本书中教学案例
与反思，我深为其进取不断、心无旁
骛、探寻不息的实践研究精神所感染，
为一个教师对于小学数学学科钻研教
学，坚持多元的理性自觉所感佩。

在本书12节课堂案例中，课课有
反思，处处有回顾。每节课的各个流
程步步都进行审视与回望。这种目的
性很强的教研意识，不仅是为了应对
此时日常手头的教学工作，而且是为
了自身的业务不断成长，为了追求教
学境界的日益提升。诚如作者所言，
这样做是“基于自己，为了自己，找到
自己，成就自己”。

做教师，教小学生学数学，人人都
在写教案、天天都在引领儿童建构数
学认知结构。然而不少人，上过就算，
不反思；听过就算，不评价；教过就算，
不研究；干过就算，不进取。这就难免
陷入平庸，无助于业务的成长。而贲
友林老师一本接一本课堂教学字斟句
酌的语言展示，用自身课堂的此岸与
彼岸，现场和背后，实际与言说，来记
录教学，反映成长，诠释课堂。

我书录我课，我例说我思，不但真
实再现课堂的活动进程、师生的思考
状态，而且积极地交流匠心独运，展示
自己的数学教学课堂为什么要这么
教，辩解如此处理有什么思考的依
据。这就使得常常处于不知道或不明
确状态的教育教学观念，通过自我开
掘不断地“敞亮”起来。这就是一种反
序式、追认式的教法思想建构。他是
借助于自己的教学实践行为，以“辩
护”的名义，一以贯之地进行着某种实
践理性的“思考与创造”。这是其书既
等同于同行，又迥然不同于大众的价
值所在。

思想理念是实践行为的灵魂。贲
友林老师在小学数学教学成长的生涯
中，就是强调践行“生本课堂”，体现

“学为中心”，追求这一教法风格的彰
显与敞亮。

在他所撰写的12节课堂案例中，

学生是主动地学习、思考、追寻着的。
可以说，打造生本的课堂就是给予儿
童以时空，提供平台和机会任其展现，
就是营造儿童的幸福氛围。而教师教
数学坚持“学为中心”，则要彰显出一
些鲜明的课堂状态特点：一是自觉摈
弃灌输教学，实行循循善诱；二是坚持
启发点拨，提供预先自我研习的思路；
三是让学生交流，使儿童居于课堂中
央；四是组织交流回报，相互砥砺，让
儿童转换角色，充当小先生去为讲而
学，为教而探；五是鼓励学生个性化理
解数学，充分凭借各自已有的经验自
主地判断、选择、合情推理，直觉思考、
发散思维、具体化思想，从而让学生的
数学学习显露出不一般的实感、灵气
和创意。也许有人会担心，一个教学
班级几十个学生的学为中心课堂会不
会“乱套”？需要辩护一下，课堂学为
中心，不是不要教师的指引、安排、组
织和点拨，正是可以通过教者的教法
改进性努力，来让课堂中的儿童群体
开展有序学习、自我学习、深度学习、
按计划学习。学为中心与集中、有序、
高效的学习其实是对立的统一。

任何教法经验，都是教师和教研
人员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反
映教法思想的，因此反映教法思想的
教研就得随教学实践的前进而有所创
新。

友林老师时时探索，年有所积，更
为可贵的是，他多年研究与实践力求
前后相继，推陈出新，不断“寻变”。既
有参考别人教法的吸收寻变，也有从
自我已有教法跳出寻变，他从1995年
教，到 2009 年再教，直至 2017 年又
教，三次课对比可以看出，从“强制学
生适合教学”变为“创造适合学生的教
学”，再变为从“师教生学”到“互教互
学”，从“为教师的设计”走向“为学生
的设计”，继而“教师与学生一起设
计”。变化之大，历时之长，刻意求新，
反映了教者的执着与弃旧图新的心机。

《礼记·大学》汤之《盘铭》曰：“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友林老师在学
为中心的小学数学教学实践研究中，
既能恪守理念原则，又能时时变化教
法处理，追寻着自我的日新、求新和创
新。这就确保了本书的亮点，在友林
老师的手中、课上和笔下，给人以强烈
印象的“还是教的那个内容，然而今日
这次的教法已经与昨天那次的处理有
所变化”，也就引导人们去探寻前后变
化的缘由、依据和优势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寻变的自觉源于自身的格局
华应龙

教师荐书

《积攒生命的光》
贾志敏 口述
朱煜 整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