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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现场

吴依薇是一名小学语文教师，又是一
位儿童文学作家，无论是当教师还是当作
家，她都是以双重身份出现的。尽管我没
有体验过她在课堂上的风采，但我看过一
些关于她的介绍文章，知道她在学校不仅
教孩子们学习语文知识，还组织孩子们进
行诗歌创作。她将诗歌作为训练学生语
言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途径，所开展的诗歌
教育也成为她所在的深圳丹堤实验学校
的特色之一。

作为一名作家，她已经出版了好几
本书，我读了其中的两本——《二十二
张汇款单》和《升旗手》，从书中我分明
看到了教师的影子，感受到她有着平等
的意识和善良的心愿。她书中的主人公
是形形色色的学生，但她更关心学生群
体中那些特别的孩子，比如《二十二张
汇款单》写的是一个失聪的孩子，《升旗
手》的主角唐小鹿父母都是来深圳打拼
的农民工。显然，无论是失聪的特殊少
年，还是迁徙到城市的农村孩子，都因
其特殊性会在成长过程中比一般的孩子
多了一些坎坷。吴依薇更愿意将目光在
这些特殊孩子身上多停留一会儿，给他
们多一些帮助，这其实就是一种平等意
识。善良的心愿是吴依薇小说的基调，
小说中的教师基本上都是善解人意的，

这大概就是吴依薇作为一名教师对自我
的约束，相信也是她的自我写照。

我愿意将吴依薇想象为一名教师而
不是一名作家的身份在写小说。吴依薇
自己就说过：“写作是我作为教师的责
任。”也许她写小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
是文学，而是教育；她是要通过文学作品
更好地与学生们沟通。从书的字里行间，
都能感受到她作为教师对自己学生的热
爱和体贴，能够感受到她在尽一份教师的
责任和心血。正是这份责任和心血，使得
她的写作紧贴着现实生活。实际上，她不
是从她熟悉的生活中获取一些素材去编
织一个文学世界（尽管这样的写作方式也
很正常），而是以处于生活情景之中的状态
进行写作。她以一名忠于职守的教师的姿
态去处理她笔下的人物，与生活保持着距
离。因此她以一种非典型化的方式书写人
物，使人物更具生活化特征。

这一点在《二十二张汇款单》中表现
得十分突出。刘灯在一次医疗事故中失
聪了，通常的儿童文学创作往往会以典型
化的方式将刘灯塑造成一个意志坚强的
小英雄，这种写法的确有很强的励志作
用。但吴依薇采取非典型化的方式，不是
将刘灯塑造为一个小英雄，而是真实地写
出他在灾难突然降临之际的恐惧和焦虑，

并写出他在大家的帮助下怎么逐渐从恐
惧和焦虑中走出来，开始正常的生活。
这种非典型化的人物更贴近现实生活，
能让读者有一种亲切感和认同感，因此
小说所传递的积极信息更易于被读者所
接受。

吴依薇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她在小说
中不讲大话和套话。好的儿童文学作家
会找到最适合儿童接受的词语和概念去
传递美好精神内涵的，吴依薇作为一名
小学教师，显然在这方面很有经验，比
如在《二十二张汇款单》中，她所选择
的主题字眼就不是什么抽象的大词，而
是曾外祖母的一句大实话：“你要好好
的。”这是孩子们都明白的话，看似很
容易，但小说中刘灯的遭遇就告诉大
家，当我们遇到灾难和麻烦时，要做到

“你要好好的”是多么不容易的事，人们
也就会更加珍惜日常生活中的“你要好
好的”了。

从写作的构思上看，吴依薇似乎偏爱
于将全局性的叙事放在一个特别的视角
中来展开。比如《二十二张汇款单》是反
映有着生理缺陷的特殊儿童的精神现实
的小说，但她是通过二十二张汇款单这样
一个充满悬念的情节来推动故事的发
展。这是很值得肯定的文学构思方式，它

让一般性的故事变得奇特起来。当然，吴
依薇在构思的特别性上还可以做得更好，
我以为她对特别视角之特别性还没有加
以充分的运用，如果她能从特别性之内涵
入手去发展故事情节，肯定会使小说的表
达更集中凝练。

（作者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以作家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来写作以作家和教师的双重身份来写作
——读吴依薇的小说《二十二张汇款单》

贺绍俊

读家报道

阅读推荐

“我坚信/花朵开放的时候/有声音。
它们唱歌/演奏音乐/甚至欢呼、喊叫。蜜
蜂能听见/蝴蝶能听见/那只七星瓢虫也
能听见。为什么我却听不见/我摘下的鲜
花/已停止了开放。”读金波的诗，著名儿
童文学作家张之路说：“有一种魔力，能让
人返老还童，既像行走在布满鲜花的小路
上，又像走进温暖的家。”

从1956年发表第一首儿童诗至今，
金波写了许多意蕴悠长的诗歌、散文、童
话，多次被收入中小学语文和音乐教材，
几代小读者都记得金波叔叔或金波爷爷，
从他那里领悟了纯真的美与善。近日，由

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国现代
文学馆、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联合
主办的“呵护童心纯美60年——金波儿
童诗创作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同时推
出他的自选集《金波60年儿童诗选》，包
括《白天鹅之歌》《萤火虫之歌》《红蜻蜓之
歌》3册，共收录180首。

在交流活动上，北京大学诗歌研究院
院长谢冕教授认为，金波的每一首诗中都
有美丽而稚朴的心境，用语浅近明快，易于
上口，适合少儿朗读和吟咏。“世间不美的
事物被神奇地‘过滤’了，他给天真无瑕的
心灵在想象中留下了一片晴朗的天空。”

“春天里，有阳光，树林里，有花香……”
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谈起自己曾当过音乐
教师，教学生们吟唱由金波创作，后被谱曲、
收入音乐教材里的歌曲《小鸟小鸟》，并禁不
住在现场哼唱起来。在她的心中，金波是
为儿童创造出理想国的“儿童金波”、是会
用母语教书的“启蒙金波”、是有母性诗爱
又更具父性醇厚的“爸爸金波”，“他的诗
中没有成人世界的那些标语口号，但一切
的教化却在其中了,这才是最好的诗教”。

金波把诗比喻成“文学语言中的钻
石”，他说：“我很陶醉于诗的音乐性。读
诗的声音是诗的翅膀，给儿童写诗需要这

飞翔的翅膀。诗飞进我们的听觉，直抵心
灵，与我们的生命相知相融，正如我们和
孩子们的生命相知相融。”

满头白发的金波今年84岁，已住进老
年公寓，他坦言：“一个人栖居的条件无论多
么舒适，如果每一天的所见所闻所思都是衰
老、疾病、死亡，你在心理上就会感觉到无依
无靠。我要感谢我的天性和精神寄托，再
一次体会到，儿童文学的写作意味着童年
的回归，这种回归不仅是童年的单纯和乐
趣，更是回归童年的历史和社会的变迁。”

“亲近儿童文学，亲近孩子，我是幸福
的。”金波说。

金波：读诗的声音是诗的翅膀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多年前我读过著名童书作家
杨红樱的《男生日记》和《女生日
记》，当时刚刚工作，还未为人父，
印象深刻的是书中前卫的教育理
念，全书在轻松愉悦的叙事中展
开，将成长中的喜怒哀乐表现得
淋漓尽致，用不说教的方式引导
孩子们健康成长，积极向上。

时光弹指一挥间，转眼儿子
即将上小学，亲子共读开始涉及
文学和漫画。在超市、书店，到处
可见孩子们手拿一本《淘气包马
小跳（漫画升级版）》，看得津津有
味。一看作者，原来是杨红樱的
作品。厉害，跨越时空，她的作品
还这么受欢迎！

打开该系列的最新一本《和
鹦鹉对话的人》。一个半小时读
完，一气呵成。故事跌宕起伏，结
局却感人至深，马小跳、夏林果等
孩子天真活泼、善良有爱的形象
活灵活现。马小跳的父母在教育
孩子方面，各司其职，默默地关注
和引导马小跳，对他稀奇古怪的
问题总是耐心聆听，只提建议，让
马小跳在实践中自己拿主意，收
获成长中的喜怒哀乐。爸爸在马
小跳追寻真相中告诉他：“孤独的
人，往往是内心强大的人，因为他
可以坦然地面对自己，可以和自
己对话，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
坚定不移地做下去。”这些话对马
小跳触动很大，不刻意地说教往
往事半功倍。

现在市场上专业的少儿图书
种类很多，作为新一代家长，我们
能够给孩子们最好的关爱，就是
选好书，陪伴他们一起阅读，在阅
读中搭建起信任和交流的平台。
于是，我尝试给儿子阅读《和鹦鹉
对话的人》这本书。封面上一只
翠绿的鹦鹉吸引了儿子的注意，
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在诉说
着精彩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暑假，爸爸给马
小跳看了一个“网红”鹦鹉美蓝直
播的视频。美蓝既会唱摇滚乐，

还会背诵诗歌，甚至可以和人对
话。最令马小跳感到神奇的是，
视频里和鹦鹉对话的居然是一个
小女孩的声音。小女孩怎么会把
鹦鹉训练得如此出色？马小跳和
安琪儿以及其他小伙伴变身成名
侦探，一起锲而不舍地寻找蛛丝
马迹，最终发现了秘密。但是马
小跳不愿意向小伙伴们揭示真
相，原因是“对别人最大的善意，
就是不要去打扰别人平静的生
活”。爸爸妈妈也好奇真相，马小
跳巧妙地反问爸爸：“在好奇心和
善良之前，大人们选择哪一个”。
爸爸妈妈会心一笑，深刻的思想
在潜移默化中传承，爸爸妈妈被
感动了，不再追问。

最后真相大白，原来和鹦鹉
说话的人不是小姑娘，而是高大
帅气的金刚狼骑士。他大学毕业
遭遇一场意外，脸部严重受伤，声
带损伤更严重，所以他一直戴着
头盔，说话像小女孩的声音，但是
他没有自卑，从容享受内心的孤
独，积极参加户外活动，一直戴头
盔只是不想“吓着别人”，和鹦鹉
对话直播给无数人带来欢乐，他
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也成为孩子
们的偶像。

故事在孩子们的热烈讨论中
结束，每个孩子在追逐真相的过
程中都收获了感动和勇气。大人
们每天都忙忙碌碌，好奇心却逐
渐在减弱，幸好有马小跳，幸好
有孩子们，好奇心是生命的维
生素，让我们大人可以跳出琐
事，感受当下。

文中提到爱犬仔仔去天堂
了，联想到杨红樱养了多年的爱
犬仔仔，在书中，她应该是借助鹦
鹉诉说对爱犬的思念。有温度的
作者、有温度的图书，让我们当代
孩子们能感受到——阳光、善良、
前卫、幽默、好奇、孤独、勇敢的马
小跳精神。《淘气包马小跳（漫画
升级版）·和鹦鹉对话的人》值得
一看！

一位“80后”父亲眼中的马小跳
柳洁

《二十二张汇款单》 吴依薇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差异发展”就要从总体设计上做起

差异是指学生具有的不同的智能强项及学
习水平；差异教学在教学目标、设计、方法策
略、评价等全方位实施有差异的教学，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学校围绕一切为了学生和一切
服务于学生的理念，实现了教育教学的创新发
展。

一是建立走班制教学。关注学生不同特点
和个性差异，发展每一个学生的优势潜能，推

进分层教学、走班制、学分制、导师制等教学
管理制度改革。学校从尊重学生智力特点出
发，从学生个体差异性角度出发，制定不同的
教学内容、教学方法，采用不同的教学手段，
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得到发展。

二是实施因材施教。这种教学思想根据学
生的性格特点和学习能力的差异性，决定了教
师应当采取迥异的教学方法，从而使学生获得
良好的发展。

三是最近发展区理论。是指每个学生都有
两种发展水平：现有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

平。在现有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之间还有
一个区域，称为“最近发展区”。只有协调好
现有发展水平和潜在发展水平的差异，才能激
励学生更好地发展。因此，实施学科分层走班
教学，更好地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

“差异发展”就要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教育创新就是育人手段的创新。羊口初级
中学在研究中，根据各班、各科的研究基础，
选定研究的侧重点，整合多方资源，协调有序
地进行研究，带动了全校师生的共同发展。

差异性研究主要通过“两个层面、三条主
线”开展。两个层面是：第一层面侧重于学生
差异的基本结构和同质与异质学生不同的学习
所需；第二层面侧重于教师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而有所不同，从而有
效促进学生的差异发展。三条主线即：课内外
分层作业促进学生差异发展的策略研究；针对

不同层次学生实施有效差异辅导的研究；构建
有效差异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差异发展的研
究。

研究目标是：研究学生发展中的差异问
题，实施差异发展教学策略，既能以长补短，
又能各具所长，实现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
新实践能力，实现教育公平的全新价值，为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打下牢固的基础……

“差异发展”就要铸就学校特色品牌

什么是学校的特色教育品牌？羊口初级中
学的结论是：变“先教后学”为“先学后
教”；变“教学相长”为“学导相长”，实现学
生主体地位的回归。学生说，差异性发展让我
们实现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的协调发展。

一是学生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风
气，提高了学生学习探究的热情，进一步激发

了参与课堂的积极性。学生体会到自己是学习
的主人，促进了学生自主生动活泼的发展。

二是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显著提升。教师
开展分层教学，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学有所
获，课堂教学变得更加有的放矢、目标明确、
针对性强，从而提高了课堂教学的容量、质量
和效率。

三是学校分层走班教学成为寿光市教学改
革的响亮品牌。2017年寿光市初中教学工作会
在学校召开，其经验还在潍坊市初中双改联盟
经验交流会上向全市推广。

学校连年获得寿光市教育教学质量先进单
位、市首届企业联盟教书育人基金特色学校
项目奖、市特色学校培育学校、市特色学校
项目学校等多项荣誉称号，学校的经验在
《中国教育报》《大众日报》《山东教育》等多
家媒体被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
赞誉……

（陈 涛）

山东省寿光市羊口镇初级中学

以差异教学为引领的探究之路
进入新的时代，教育公平、公正、质量和效益已经成为义务教育阶段着力研究

的主题，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已经成为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标志，它已
经成为农村教育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一项重要的科研课题和创新途径。

山东省寿光市羊口初级中学作为一处农村学校，生源由乡村三大片区组成，因
地域广泛、人数众多、生源复杂、流动性强，学生的学习基础、个性特征及学习能
力也有所不同。如何创建适合每一个学生的教育？2016年学校积极探索差异性教
学策略的实践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面提高了教育教学质量。

硬件设施一流
打造高规格的“未来学校”

武陵一小是武陵区重点规划和建设的一所
高标准、高规格、高水平的现代化学校。2018
年8月，在市区两级领导班子的高度重视和支
持下，这一惠民工程破土动工，仅用一年时

间，就以其崭新的面貌矗立在了当地人民群众
的面前。

走进校园，U形和S形的建筑布局蔚为壮
观、熠熠生辉。精心设计的幽深回廊为大家遮
风挡雨；朝气蓬勃的生态循环基站、宽敞明亮
的室内室外体育场、别具一格的室外朗读亭为
学生们提供了全方位的学习和锻炼场所；智慧
安全防护系统时刻保护着全体学生和教职员工

的人身安全；1.1万平方米的地下停车场，为
家长接送孩子提供了方便。一位家长深有感触
地说，家门口有这样“高档”的学校，孩子在
这里接受优质的教育，解除了众多上班族的后
顾之忧。

教学模式创新
铸就武陵教育的特色品牌

目前，学校汇集了一大批特级教师、高级
教师、市级和区级骨干教师、青年教学能手、
科技信息化专业教师组成了优秀的育人团队，
他们为学校的创新发展作出了贡献，为学生们
的幸福快乐成长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2017年起，学校引入平板教学进课堂，以
信息技术平台为支撑，通过思维可视化的教
学，开启了“未来课堂”的新时代。

“未来课堂”互动教学模式，实现了个性

化教学和共同发展的育人目标，教师根据后台
系统实时反馈的学情，以学定教、因材施教、
教学相长，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学生进行有效
的教学辅导，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课堂互动模
式，让师生的教与学更为高效，让学生们在立
德树人的环境中幸福成长。

2018年6月学校举办“未来课堂”教学成
果展示，学校老师引领学生们进行了一场奇妙
的“学习之旅”。武陵区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
评价说，未来课堂通过强大的系统化网络化平
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优化了教育资
源，让学生释放了更大的潜能；“梦想实验
室”便应运而生……

实际上学校自2016年开始就以科技为特
色，发展 STEAM 教育。无人车、计算机编
程、机器人、3D打印、平板电脑等“美创课
程”走进了课堂。学校科技社团还创意出了智
造队、无人车队、无人机队、机器人队。先后

有118名学生获得国家、省级信息技术创新大
赛奖项。学校被评为“湖南省教育信息化创新
试点学校、省创客教育示范基地、省智能无人
车创客教育实践基地、省知识产权教育试点学
校”等多项荣誉称号，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
赞誉。

现在，学校正以“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
学校”为引领，创新出了国家级别国际象棋特色学
校。充分利用国家法治教育基地、国家禁毒教育基
地、常德市人防教育基地等育人基地，将学校建设
成为常德市示范性小学和湖南省标准化小学，为鼎
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新的学期、新的一天，一队队井然有序的
孩子们，伴着天真灿烂的笑脸和对未来的憧
憬，走进心爱的校园、走进小班化宽敞明亮的
教室，走进充满生机的育人殿堂，谱写着未来
人生的光彩华章……

（谢 英）

未来学校铸品牌 特色教育谱华章
——记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第一小学

什么是未来学校？什么又是教育发展创新？2019年9月，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第
一小学（以下简称武陵一小），这所高标准、高规格、现代化的“未来学校”，以崭新的
姿态呈现在了教师、学生、家长和当地人民群众的面前，开启了全新的教育和育人之
旅。

武陵一小可容纳60个教学班，配备有64个风格各异的功能室。走进校园，“十年常
新，百年不老”的欧式风格建筑蔚为壮观；这里环境幽雅、景色怡人，“让美好相遇”的
文化核心理念得到充分展示；“创造+”的课程定位，让“知行合一、发现世界”的育人
目标落到实处；“微笑、感恩、赞美、自律”成为武陵一小一张亮丽的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