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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我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普通老师”

■

本报记者 张贵勇

因为第56号教室， 因为教室里发生

的故事， 雷夫·艾斯奎斯让每一位从教者

惊讶、 感动并心生敬意， 也让人似乎发

现了一个当代教育的世外桃源， 他的身

上仿佛笼罩着神秘的光环。 然而， 当雷

夫结束演讲、 离开北京， 给人们印象最

深的却是这位普通小学教师对教育职责

的坚守。 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不是英

雄， 只是一个普通老师。”

“我从未想过长大后会当一

名小学老师”

的确， 雷夫取得了许多常人难以企

及的教育成就。

在一个学生大多来自贫民社区、 母

语不是英语、 自身素质参差不齐、 打架

斗殴非常普遍、 秩序混乱成为常态的学

校， 雷夫一呆就是25年， 毫无倦怠， 并

让这些顽劣的孩子养成了良好的行为习

惯， 学会为人处事， 拥有了良好的心灵

品格与人生态度。

而那间时常漏雨的教室， 那群深爱

着他的学生， 成为他教学生涯的最好见

证。

但是， 雷夫坦言， 他从来没想过会

成为一个著名小学教师， 他至今还不太

理解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他说， 成

为一名小学教师， 更多的是阴差阳错，

“我13岁的时候， 喜欢上了一个女孩， 很

想带她出去约会， 但是我没钱。 为了挣

钱， 我在一个夏令营里找了一份临时工

的工作。 很奇怪， 当我对着那些小孩说：

‘你们都要听我的’， 没想到他们就真的

很听我的话， 乖乖地跟我一起去博物馆、

饭店， 而且很专注地听我说话。 别人对

此很惊讶， 过来问我有什么秘密。 我说，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只知道， 跟

孩子在一起， 还不错”。

喜欢孩子并被孩子喜欢， 也许就是

雷夫与教师职业产生化学反应的催化剂。

在北京演讲的前一天， 雷夫访问了

北京市十一学校。 面对中国的孩子们，

雷夫幽默而风趣， 就像一个天真的大男

孩。 看着他与学生们敞开心扉地交谈，

愈发让人感觉， 雷夫也许并非天生的老

师， 但他身上那种亲和力却是天生的。

在第56号教室里， 雷夫是快乐的孩

子王。 在家里， 他则是4个孩子的好朋

友。

雷夫的家里没有电视。 每天下班回

家后， 他会花很多时间陪伴孩子， 与他

们一起读书、 一起游戏。 节假日， 他带

他们去博物馆、 看表演、 看球赛。 他最

喜欢、 最享受的是和孩子们一边吃晚餐

一边谈天说地。

“不管是家里的孩子， 还是班里的学

生， 彼此之间不能有恐惧感， 要有绝对

的信任。” 雷夫常常带着很骄傲的口气

说， “每当他们遇到困难， 都会首先

打电话给我， 因为我与孩子之间没有

任何秘密”。

这种专心聆听、 乐于助人的个性，

很大程度上是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

雷夫告诉记者， 他的父母给予他的最

大财富， 就是“无论做什么工作， 一

定要热心帮助他人”。 如果当了医生，

应花时间去照顾那些没钱看病的人。

如果成为建筑师， 应花时间去帮助那

些失去家园的人。 “我上小学时， 最

好的朋友是一个华人， 我们之所以成

为好朋友， 是因为他是我们学校里唯

一的华裔学生。 许多学生都想欺负他，

而我是保护他的那个人。 最后， 我们

两个都被打了。” 说这些时， 雷夫沉浸

在往事中， 脸上挂着一丝顽皮。

实际上， 雷夫也是这样教育他的4

个孩子的。 他的大女儿是一位医生，

常常免费救助医院里的病人。 二女儿

是一名律师， 她帮助那些艾滋病患者，

确保他们的家庭在其死后也能得到很

好的照顾。 他的儿子是一位英语老师，

常常在周末辅导其他孩子英语。 最小

的儿子是学计算机的， 非常愿意免费

帮助他人解决电脑方面的问题。

而从第56号教室里走出的孩子，

有很多非常乐于助人， 例如那个阅读

高手布兰达。

“对教育， 我不过是比其

他人多了一点热爱”

“爸爸， 你会赢吗？”

“不会。”

“那你为什么还要辩护？”

“因为他需要我。”

这是哈珀·李的小说 《杀死一只知

更鸟》 中的一幕： 一个白人律师接到

了一个案子。 了解案情后， 他决定去

替犯罪的黑人辩护， 因为他认为这个

黑人是无辜的。 但是很不幸， 那是充

满种族歧视的年代。 在审判开庭前，

白人律师阿提克斯·芬奇的儿子如此问

他。

这段父子对话一直深深印在雷夫

的心中， 或者说， 在他心里埋下了一

粒种子， 让他的人生发生了很大转

折。 在那间破旧甚至时常漏雨的教室

里， 雷夫为何能坚守25年且热情如

故？ 他为何有如此超常的耐心与毅

力？ 答案， 也许就在他小时候读过的

这部小说里。

雷夫从小就喜欢阅读。 “在我3岁

的时候， 我的父亲常常在我睡觉前，

给我读莎士比亚的故事。 然而， 很不

幸， 父亲在我9岁的时候去世了， 给我

心理带来很大的创伤。 事实上， 第56

号教室里的很多孩子也没有父亲”。

和父亲一样， 母亲也经常念故事给

雷夫听。 由查尔斯·蓝姆和玛莉·蓝姆写

的莎剧故事书令他记忆犹新， “我记得

上幼儿园之前， 我就已经知道 《暴风雨》

的故事内容了”。

于是， 第56号教室里的孩子被称为

“霍伯特的小莎士比亚们”。 而他们的表

演总是给人以惊喜， 因为其中关乎语言、

音乐、 团队合作、 冒险、 记录、 勤勉以

及自我实现。

好莱坞著名影星、 著名的莎士比亚

演员伊安·麦克莱恩曾多次访问第56号教

室， 每次回来他都会忍不住流下眼泪：

“我想我是发自内心的高兴。 令人遗憾的

是， 并非所有的孩子都能遇上雷夫这样

的老师。”

除了阿提克斯·芬奇， 还有一个人，

对雷夫的心灵与人生产生了重要影响。

那就是篮球界的传奇人物约翰·伍登。

“我是约翰·伍登教练的铁杆崇拜者。

我喜欢各种运动， 也几乎每种都玩过。”

雷夫说， 他会看电视上的转播， 闲暇时

甚至会亲自到现场观看。 他也喜欢足球

运动， 会带着宗教般的狂热准时收看世

界杯足球赛。 但是， 他最喜欢的还是棒

球， “小时候， 我爸爸教过我怎么记录

棒球比赛的得分， 这个技巧不太容易

教”。 而棒球最美妙的部分， 无疑是兼顾

公平与民主， 就算一队领先， 也仍然必

须给对手追平比分的机会。 同时， 每个

球员都有上场的机会， 不能总是派最优

秀的球员上场。

棒球， 还有莎士比亚， 就像 《纳尼

亚传奇》 里的那扇壁橱， 将第56号教室

里的孩子引向了一个美妙的世界。

“我也总是犯错误， 常常有

失败感”

回首教学生涯， 雷夫说， 他犯过不

少错误。

1983年， 雷夫成为小学教师， 在一

所只有300名学生的学校工作。

这所学校的孩子阅读能力很好，家庭

条件相对不错。每天放学后，他们会学习芭

蕾、游泳。而彼时的雷夫也自以为是一个好

的老师，因为孩子们的功课非常棒。

第二年， 学校举行了数学比赛。 雷

夫的一个学生获得洛杉矶数学竞赛冠军，

这更加让雷夫感到自豪。 但是， 一位老

师当面告诉他： “你什么都没有做， 你

只是在那里教学。 如果你了解我们学校

的教学状况， 就知道你并不是一位好老

师了。”

不久， 雷夫果真来到了这所小学。

这所学校距离他原来的学校不是很远，

但好像“不属于一个星系”。 这里孩子的

第一语言几乎都不是英语， 居住在非常

贫穷的地方， 甚至常常挨饿。 有的孩子

已经十四五岁了， 连基本的拼读都困难。

这所小学便是雷夫坚守了25年的霍

伯特小学。

“我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我总是在不

停地失败。 我常想， 我不是一个好的老

师。” 雷夫说， 自己一直守候在第56号教

室， 是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 从没想到

过放弃。 “面对难以沟通的家长、 难以

应付的学校， 一定要让他们知道， 我不

是超人， 我也会犯错误。 面对难以教育

的孩子， 任何拿出真心﹑ 诚意对待教育

这份工作的老师， 都暴露在惨痛失败和

心碎失望的风险下。 但是， 我们一定不

要沮丧， 不能放弃，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

工作。”

雷夫坦诚地告诉记者， 他的学生中

有入狱的， 也有几个死于帮派之间的混

战。 就在几年前， 他的两个学生满脸笑

容地坐在他的教室里参加课外活动， 毕业

时给他写了感谢短笺， 并承诺未来秉持一

贯的和善与勤奋。 没想到， 在某日下午，

他俩带着烟雾弹回到母校， 向教室扔掷烟

雾弹， 恣意毁损公物， 连同教师的车辆也

因此遭殃， “我的车就是他们第一个下手

的对象”。

“一连好几个星期， 我都睡不好， 我

不断地反问自己， 这两个孩子怎么会在

这么短的时间里变化这么快。” 雷夫说：

“这就是我的工作， 每一个关心孩子的老

师和父母都会这么做。 我也是不断地尝

试， 即使不能成功， 我也从来不会放弃

那些孩子。 教育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

的， 我们要提高期望， 不能让无可救药

的行为迫使我们降低标准， 也不能骗自

己去相信学生对我的景仰是一种成就。

我办不到。”

在雷夫看来， 1992年成为全美最佳

教师的那一年， 是他最痛苦的一年。 美

国的一些媒体把他作为一个超级英雄，

但是“我知道我并不是英雄， 我只是一

个普通老师”。

在一天半的演讲中， 这句话雷夫重

复了很多次。

像雷夫那样教书，

敢不敢？

■

方助生

学榜样有个难题：学得了榜样的复杂，却

未必学得来榜样的简单； 大家都乐意学榜样

的聪明，却未必情愿学榜样的“傻”；榜样身

上，繁复多变的招式好学，一以贯之的功夫却

不好学。 比如学雷锋，偶尔做一件好事不难，

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论语》大热的时候，满

街圣人乱走。学者李零出来泼冷水说：“学《论

语》，有两条最难学，一是‘三军可夺帅，匹夫

不可夺志’，二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

云’。哭着闹着学《论语》的，不妨先学这两条，

试试看！ ”眼下，我们读《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

讨论学雷夫·艾斯奎斯老师。“想不想”应该不

成问题，甚至“是不是”也不是问题，因为即便

在我们自己身上， 也并不是绝对没有雷夫的

影子。 成问题的，是“敢不敢”：

———敢不敢像雷夫老师一样死心塌地要

把教书当成自己的船？一旦上船就义无反顾，

就再不瞻前顾后、东张西望？就心甘情愿把教

书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多年前， 因为疲倦和挫败感， 我花了

几周时间苦苦思索， 并做了一件我平时极少

做的事———我质问自己教学还值不值得……

那些魔鬼联手把我击倒了， 数到

10

秒时我几

乎还没有站起来。” 接着， 雷夫讲述了那个

如今已经为许多人所知晓的桥段， “从那一

刻起， 我下定决心永远全心全意投入到教学

中”。 经过痛苦考问之后自愿的信念认同，

自愿为信念而劳作、 而受苦， 这， 就是 “知

止而后有定” 的定力， 它赋予人心无旁骛抵

御一切威胁利诱的力量， 它将一种名为 “精

一” 的礼物赐予人， 其效果， 如同把太阳光

汇聚到一个焦点。 在 “轮流出名几分钟、 各

领风骚三五天” 的后现代， 在一个讲求实

利、 看重实惠的文化氛围中， “自愿全心全

意” 乃是所有机会主义的封喉之剑。

———敢不敢像雷夫老师一样勇敢真诚，

数十年如一日庄敬虔诚地恪守奉行自己的信

念， 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 听从良知的呼唤

而做到不自欺？

《时代周刊》 称雷夫老师为 “我们中间

的英雄”， 这个称谓总让人联想起挟泰山而

超北海式的壮举。 其实， 雷夫之所以为雷

夫， 他所超越的， 不是北海， 而是过去的自

己。

雷夫老师书里提到过一个人， 她的故事

可以注解 “弘毅”。

1955

年

12

月

1

日， 在阿拉

巴马州的罗莎·帕克斯决定按照来自她的人

性的心灵的知识来生活。 在一辆实行种族隔

离政策的公交车上， 她坐到为白人专设的座

位上，并拒绝给白人让座。当警察警告她可能

因此坐牢的时候，她想，比起将自己长期囚禁

于对种族歧视制度的妥协之中， 真实的监禁

实在算不了什么。 《教学勇气》一书的作者帕

尔默对此评论道：“外部加诸于你的惩罚绝不

会比你加诸于自己、自我贬低的惩罚更糟。认

识到这一点， 我们就能打开一扇原本就没有

锁的小门，走进尊重心灵呼声的新天地。 ”

———敢不敢像雷夫老师一样忘我？ 敢不

敢像雷夫老师一样真正站在孩子的立场，悉

心呵护孩子的梦想， 视孩子的喜怒哀乐感同

身受，彻底达到与孩子同呼吸共命运，念兹在

兹以至“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程度？

想想那个每年都带孩子远足的雷夫，那

个必得走到马路中央拦下所有车辆之后才让

孩子通过的雷夫， 那个做梦都在为孩子挑选

莎士比亚戏剧的伴奏音乐、 常常大叫着半夜

醒来的雷夫，我们是否会发出“悠悠苍天，此

何人哉”的感叹？

———敢不敢像雷夫老师一样单纯， 纯粹

出于享受教书本身的乐趣而教书，甚至于“没

有报酬也难以抑制上台演出的渴望”？

“如果你对教学的热情多到愿意免费教

书的程度，就请卷起袖子准备干活吧！ ”人们

通常理解的“专业化”，往往是指掌握越来越

多的顺手好用的现成公式。 殊不知，“即使年

事已高，也要亲临一线；即使报酬微薄，也会

尽心竭力”（大前研一《专业主义》），这才是有

境界的专业精神。

———敢不敢像雷夫一样做教师中的活雷

锋、白求恩，毫无自私自利之心，靠这点精神

立志把自己造就为一个 “有自己的行为准则

并奉行不悖” 的人， 即 “一个高尚的人， 一

个纯粹的人， 一个有道德的人， 一个脱离了

低级趣味的人， 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夜深人静、 万籁俱寂的时候， 我们不妨

拿这些问题叩问自己。 儒家称此为 “诚意正

心”， 意不诚则心不正———哪怕只有一个问

题促使我们愿意为之寻求积极的回答， 我们

就有希望保持对教师职业的乐观。

（作者单位： 四川省宜宾市金坪中学）

雷夫：卓越教师的“活标本”

■

李茂

我最早译介雷夫是在2003年，源于美

国《教师杂志》对雷夫的一次采访。那时雷

夫刚出版了他的处女作《成功无捷径》，记

者的一段话狠狠地击中了我。报道中这样

写道：“永远保持谦逊的雷夫·艾斯奎斯在

书中鼓励那些希望在薄弱校作出一番事

业的年轻教师一定要坚持， 成功来之不

易，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此外，他还就很

多现实问题给同行提出了建议，包括如何

应付独断专行的管理人员，如何在一个标

准化的时代实施有效教学，如何在压力重

重的环境下保持对学生的怜爱之心。”

我知道美国的教师也会遭遇独断专

行，也知道他们正受制于标准化考试而倍

感无奈，打动我的是“在压力重重的环境

下保持对学生的怜爱之心”———怜爱或同

情，或许应该是教师对学生的职业态度。

事实上，雷夫用他的所有付出和努力

诠释了教师这个职业的伟大。在国人已经

厌倦了把教师比作春蚕和蜡烛之后，我们

是否给予了教师这个职业应有的尊严和

崇高感？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美国教师的到

访来唤起教师心中的那份崇高吗？

雷夫不会承认自己是伟大的，但在采

访中他的学生分明说雷夫是他们的“英

雄”。 雷夫在北大演讲现场播放了这段采

访录像， 想必他对此称谓至少是默认

的———战争时代的英雄是战士，和平时代

的英雄可不可以是教师？

一个朋友在听完雷夫的报告后说，那

些以国情不同为理由轻视发达国家教育

经验的人， 听了雷夫的报告该去三思了。

中国教师面临的很多困境，在美国同样会

遇到，并且他们还有可能面临中国教师不

曾有的问题。雷夫做的，有多少我们不能

做呢？我们把问题都推给体制、推给高考

而无所作为多少年了？有多少学生在我们

的无所作为中毕业了？

雷夫用他的经验告诉我们，学业成绩

与为学生一生负责的“素质教育”是完全

可以兼得的。事实上，雷夫从来没有把学

业成绩和全面的教育割裂开来，在他的眼

中，它们都是孩子“让自己的人生更美好”

所不可或缺的。

雷夫不是美国教师的代表，雷夫是真

正的卓越教师的代表，无论在美国，还是

在中国。所有卓越的教师，都在克服体制

性的障碍， 顽强地捍卫着自己的教育理

想。 就像雷夫所说， 我要给他们终身受

用的教育， 我要让他们获得不曾有过的

机会， 我要向他们展示一种更好的生活

方式， 让他们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不遗

余力。

这需要“所有决定都是为了孩子”

的坚定信念， 还需要一个明白“什么样

的教育是真正让孩子受益终身的教育”

的清晰头脑， 还需要“不要请示， 只求

谅解” 的大智大勇。 这不是那些把教师

这个职业当作饭碗的人能做到的， 也不

是心智和能力平庸的人能够做到的。 雷

夫就是一个活标本， 一个卓越教师的活

标本， 哪个民族能够把更多的雷夫送进

教室， 哪个民族就幸莫大焉。

当然， 不是说所有的卓越教师都应

该是雷夫这个样子， 但雷夫确实为我们

展现了卓越教师的很多共性。 对于中国

教师来说， 雷夫带给我们的还有很多教

育观念的启示， 值得我们去深思。

中国教师对雷夫提的最多的问题是

如何管教孩子， 如何惩罚孩子， 如何在

纪律与自由之间获得平衡。 这反映了当

前中国教育的一大困境———现在大家都

知道把孩子管紧了不好， 但不管肯定不

行， 究竟如何“管”， 很多人茫然不知所

措。

其实雷夫的回答很明确， 他首先强

调“防患于未然”， 首先要把课上精彩，

上得“激动人心”， 有趣的课堂出现纪律

问题的概率是很小的。 其次， 如果真的

需要对学生实施惩罚， 一般情况下雷夫

采用的是“剥夺法”， 即剥夺受罚学生参

与他喜欢的活动的机会。

其实大家都忘记了雷夫一开始讲的

道德六阶段， 这个由心理学家科尔伯格

提出的道德六阶段， 想必绝大多数中国

教师都学过， 但没有听说谁真正在教室

里实施过。 雷夫从培养学生的“道德水

平意识” 开始， 努力让学生逐步达到最

高水平的“自律”， 这才是他管教学生的

秘诀。

事实上， 当你像雷夫那样每天把好书

摆在学生的面前， 每天教学生演奏乐器、

排练莎翁戏剧， 每天带着学生打棒球， 每

天让学生“挣工钱”、 “租座位”， 每天以

最大的热忱和激情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时

候， 你的学生还有多少机会“不服从”

呢？ 跳出为“管” 而“管” 的思维， 我们

还需要多少年？

最后， 希望雷夫对艺术教育的强调

不要被中国教师所忽略。 艺术之于人生，

艺术之于教育， 艺术之于社会的意义，

还有待我们去认识。 如果说中国教师只

需要记住雷夫的一个建议， 我宁可希望

大家记住他说的这句话： “如果你和学

生做艺术 （do� art）， 你们之间的信任度

就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 而“信任”，

是雷夫在三个半天的报告中使用最多的

一个词。

李茂， 未来学校研究中心主任 ， 著

有 《在与众不同的教室里》 等。

编者按

3

月

5

日， 美国杰出教师雷夫·艾斯奎斯来华访问。

3

月

6

日，北大百年讲堂座无虚席，整个会场只有雷夫平静的演讲。

雷夫， 美国霍伯特小学教师， 毕业于加州大学落杉矶分校，

1981

年

开始任教。 霍伯特小学位于落杉矶市区，是美国第二大公立学校，学生大

多来自美国中部的贫穷家庭和一些亚非移民家庭。 雷夫和他的孩子们生

活在第

56

号教室，在这个小天地里，他们创造了令人惊叹的奇迹：他所带

的五年级学生在美国标准考试

(SAT)

中成绩一直位居前

5%-10%

的位置；

即便在节假日， 孩子们也来到学校， 跟随雷夫老师一起阅读、 做算术、

表演莎士比亚戏剧， 一起去旅行。 雷夫老师和第

56

号教室的孩子们向当

今社会对教育的期盼发出了挑战， 他们向公众证明了孩子们真正需要什

么样的教育， 以及如何实施这样的教育。

他的著作 《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 成为美国最热门的教育畅销书之

一， 在中国， 也广受教师欢迎。

美国 “总统国家艺术奖”、

1992

年 “全美最佳教师奖”、 英国女王颁发

的不列颠帝国勋章

(M.B.E)

……有 “天才与圣徒”、 “当代的梭罗” 之

美誉的雷夫， 却一直坚守在他的第

56

号教室， 证明一个人能够在最小的空

间里创造出最大的奇迹。

雷夫说：“我不是英雄，只是一个普通老师。”也许，这并非谦词，而是从另

一个角度说出了他成功的本质：奇迹在平凡中缔造。 因此，值得我们思考的，

就不仅仅是雷夫的故事，更是奇迹背后的每一次探索、每一个脚印。

笙雷夫与《第56号教室的奇迹》特别报道（上）

报眼态度

封面人物

张疼艺 绘

雷夫与第

56

号教室的孩子们。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