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班 之始

“红红的太阳像一个大火球。”

小涛已经不是第一次写下这个比喻句，

自二年级起，这个比喻句就成了他的好朋友，

始终陪伴着他。他还记得起初写下这个比喻

句时所得到的赞许，那赞许在时间浪潮里一

点一点褪色，直到如今的六年级，化作目光中

的疑问。

“你还能写出其他的比喻句吗？”

“能——月亮弯弯像小船……”

“还有呢？”

“天上的白云，有的像棉花糖，有的像小

狗，有的像小兔……”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融入沉默。

“什么是比喻句？”

“把一项事物比作另外一项，那就是比喻

句。”

“仅仅是这样吗？”

他的头埋得很低，不久后才试探性地说：

“比喻也是一种修辞手法。”直到看见我点头

微笑，才松了一口气，“老师，您能教教我写比

喻句吗？”

“你真的想学吗？”

“嗯！”

“好。”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陷入沉思，小涛并

非个例，如何才能让孩子们不仅会写，而且还

写好呢？明明我们身处青山之间，碧水环绕，

耳畔鸟鸣不绝，眼中星汉灿烂，可为什么这些

美好没能在笔下留痕，连成汩汩清泉？一个又

一个问题接踵而来，是以以往那种强调扩句、

强调添加内容的方式开展针对性训练，还是

另辟蹊径，从更根源的地方解决问题？而根源

又在何处？

叹息里，“双减”两个字浮现在我眼前，紧

接着“五项管理”的内容开始被记忆唤醒，平

时与领导、同仁交流的一幕幕似乎被串联在

了一起：“双减”之减，减负减压不减质量与快

乐；五项管理，管理时间与习惯，管理健康与

成长……一时间，我暗下决心：求新求变，始

于自身，我要给孩子们和自己布置一项作业。

第二天，小涛挥舞扫帚正要去扫地，我看

着眼前的雾，问他：“今天的雾是白色的吗？”

他先点点头，又摇摇头。

“现在的雾和早上一样吗？”课间操时，他

目光随着我的手一转，“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雾变少了，更稀了，没那么白了。”

“那早上看到的雾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跑’用得好，雾是像动物在跑，还像人

在跑？”

小涛得到肯定后腼腆一笑，“应该是动

物。”

“真不错，其实很久很久以前，有个人的

想法和你差不多。”小涛顿时来了兴趣，我便

向他简单讲述了庄子的《逍遥游》，一句“野马

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让他摸不着

头脑，“其实这就是说云雾翻腾如野马奔驰。”

“哦，原来雾就是马，奔驰的骏马。”

“老师，其实我觉得雾不是跑了，是被太

阳晒化了。”

“太阳光就像剑一样，噗、噗、噗……把雾

刺穿了。”旁边的同学顿时议论起来。

“好想法，不过你们与庄子真是太有缘

了，因为庄子在他的另外一篇文章《说剑》里

面，将锦绣河山比作可以穿云斩雾的剑。”

“那是多大的一把剑啊？！”

“是啊，大得无法想象，可就是被比喻出

来了，这是思想的魅力，是文学的魅力……”

我播撒“想象”的种子，愿它们在学生心中生

根发芽，郁郁成林。

黄昏，山中无雾。小涛来问我，“老师，刚

刚课代表说您要给我布置一个不一样的作

业。”

“嗯，你看现在的太阳——和早上的太阳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小涛看得特别认真，“颜色不一样，早上

的有些黄，现在的太阳很红；大小好像也不一

样；还有周围云的颜色也不一样，傍晚的太红

了，就像……”

“就像被点燃了一样！”他的眼里似乎也

燎原一片。

“今天的作业是……”他侧耳倾听，“将你

看见的写下来，可以写雾，可以写太阳，还记

得在里面穿插一个比喻句，能够完成吗？”

“没问题。”须臾，在小涛的笔下——金色

的阳光变成了剑，鲜红的太阳成了点燃云朵

的火苗。

这一点火苗在微风中摇曳，宛若幻化的

翅膀。它掠过“题山”，翱翔“文海”，追逐心中

的太阳。教学不正应该如此吗？期望每一个独

特的孩子全面发展，是强迫他们展翅飞翔，还

是引导他们渴望星辰大海？“双减”落地，答案

不言而喻。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 本报记者 何文鑫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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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
一个比喻句

宜宾市叙州区育才中学2019级23班十分特殊：学生特别，最初

全由后进生组成；老师特殊，班主任是校长，科任老师里有学校党总

支书记、办公室主任、市级骨干教师，堪称豪华；课程也与众不同，由

学校在同级班级基础上重新架构。

为什么组建23班？当一班后进生遇到一群好老师，会发生什么？

23 班来自于校长任劲松的一个想法。

2019年，他找经验丰富的语文教师李玉霞聊

天，计划把初一新生中基础知识薄弱、行为

习惯较差的集中在一个班，给予更多关爱，

重塑其信心。

组建23班，并不是任劲松头脑发热的结

果。在他看来，在平行分班的情况下谈因材

施教是个伪命题，因为学生的基础不一样。

“把这些基础差的学生分散到各班，一是老

师照顾不到那么多的分层分类情况；二是用

一把尺子去量，这些学生更加吃亏，会更没

有自信。”任劲松说。

“评价一所优质学校，更应该看其对待

后进生的态度。”任劲松说，而不是一开始就

将其视为“废品”，将之抛弃。

23 班上有个学生，小学时因为上课讲

话被老师大骂一通，老师告诉他可以睡

觉，但不可以影响他人。从此，这位学生成

了“睡神”。任劲松认为，后进生正是如此

失去表现机会，逐渐丧失信心的，不想来

学校的。

更直接的触动，来自张桂梅等教育人物

事迹的影响。“她（张桂梅）身体都病成那样

了，还在坚持，还在为山里女娃的教育操

心。”任劲松说。在对口帮扶雅江县、新龙县

等地教育时，任劲松和学校老师看到当地教

师所处的生活环境，“大为感动，确实比我们

付出得更多。”

已是正高级教师的任劲松，手中还握有

省中小学教学名师、省特级教师、“四川省中

小学名校长”等荣誉和证书。“这些能说明自

己教学还是不错，但自己真的对教育有多大

贡献呢？”这是他最近几年不断反问自己的

话。

他想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可以多做一点

有益社会、有益于教育的事。

23班被任劲松视为自己的一项教育实

验。“到底是这群孩子没救了，还是我们的教

育做得不够？”

2019年秋季开学前，这个班级真的组建

起来了，任劲松亲自当班主任，学校好几位

管理层领导也出任学科教师。办公室主任蒲

健也被任劲松拉来教英语，一开始也是畏

难，后来和李玉霞一样，觉得校长那么忙都

肯付出，于是答应下来。

23班的课程也被重构。音乐课由每周一

节改为两节，体育课每周 3 节改为每天一

节，信息技术课每周两节，每周增设一节心

理健康教育课……还有不少兴趣课，目的都

是让学生找到自己的爱好。

23班又名“起点班”。

23班

学生愿意听任劲松的，因为他

们能感受到班主任真的爱他们。

阿西是受人资助从少数民族地

区转学来育才中学的。任劲松把她

放到23班，是想让得到关爱的阿西

带动和帮助在学习上受困的同学

们。明白任劲松的用意后，阿西学习

更用功了，性格也开朗了不少。

小罗宿舍 6 人有次错过了早

饭，任劲松知道后特意跟食堂打招

呼，让给学生留点吃的。于伟说，有

次踢球，任劲松看到他们没喝水，

就去买了一箱来。“我们女子足球

比赛，他在一旁加油助威，像个小

娃儿一样。”小罗说。

其实，这样的细节也藏在任劲

松作为校长的管理之道中。当老师

有需要时，他总是在那里。李玉霞

之前和任劲松搭班，她怀孕后身体

不便，任劲松特意搬来一把藤椅放

到教室，叮嘱学生：那是李老师的

专座。

办 23 班，如果自己只是当甩

手掌柜，任劲松说，肯定难以说服

老师。所以这么年来，他一直坚持

当好一名数学教师。“从1987年参

加工作就在乡镇学校教数学，如果

放弃本业，会被老师们瞧不起的。”

任劲松说，当管理者，说千道万，不

如做好示范。

学校体育组今年上半年工作

松懈，清明节前后，任劲松就在体

育组办公室办公，与老师们勤交

流。没有做到的地方，任劲松带头

认罚——倒立。

不可回避的是，23 班大多数

学生很难考入普通高中。初一开

始，任劲松就给学生讲职业教育，

引导他们将来靠自己的双手吃饭，

“不会没面子”。他准备择机带这群

已升初三的学生去工厂参观。学生

也有心理准备，于伟身体素质好，

他告诉李玉霞，毕业了想先去当

兵，然后学厨师，攒几年钱，就可以

孝顺父母了。

任劲松觉得，自己在校长任上

已经超期“服役”，要是不当校长

了，他还是想继续当班主任，继续

教数学。但还办不办下一个23班，

他心里却没谱，觉得还是太难了。

说话间，任劲松透过监控看到

23 班的晚自习“哄闹”一片。“走，

李老师在给娃娃们发糖了，我们去

瞧瞧。”

23 班运行两年多，任劲松更

加坚定了当初的决定。

作为 23 班班主任，任劲松聊

起班上的学生就来劲儿。他觉得，

23 班每天都是新的起点，学生每

天都在进步。班上的女子足球踢到

全校冠军，黑板报比赛也是第一

名，极度自闭和脾气暴躁的小磊爱

上了舞蹈，有智力障碍的梅梅能够

较为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了

……

课间，梅梅拉着同学小玲来到

任劲松的办公室。梅梅画了一幅

画，要送给班主任。她有重度智力

障碍，记忆力差，但记得老师说过，

过生日可以送他们礼物。那幅画上

很多字不会写，她就让小玲先写了

她再抄。小玲也有智力障碍，但比

梅梅轻。梅梅说，她想要一张喜欢

的明星的明信片。

任劲松查了下日期，梅梅 12

月过生日，到时候就是17岁了。他

向梅梅保证：“到时一定送给你。”

梅梅刚来时，都不怎么会说

话。当初接收梅梅，任劲松是考虑

随班就读对她更好，以后更容易融

入社会。有时任劲松连着几天在外

培训或开会，等他一回校，梅梅就

跑来送他一颗糖，说任老师终于回

来了。

这样的善意和惊喜，其他老师

也经常收到。小于最开始一句话也

不愿意说，但后来天天追着蒲健问

东问西，有时还要变着法来跟她套

近乎。小于喜欢给英语课本里的人

物插图进行色彩分类，还起劲地在

书上绘制自己理想的城市，安排建

筑和街道，然后让蒲健帮他起英文

名字。

这学期刚开学那段时间天气

炎热，23 班班长于伟打着伞来接

李玉霞去上课，搞得她都不好意思

了。至于学生突然跑来给她一颗

糖、一把零食，更是常有的事。

蒲健观察到一个细节，她让学

生凑章换本子，印章就放在讲台

上，但是他们从来不会偷着盖。“很

诚实。”她说，23 班的学生尽管还

是调皮，但没人表现出讨厌学校、

讨厌老师。“他们在23班找到了自

己的位置。”

看到 23 班的变化，其他班级

老师受到刺激，“我们是不是还可

以付出更多？”

尽管做了充分的心理建设和教学准备，

但23班学生的知识基础和行为习惯还是让

任课教师感到疲惫。

数学符号好多学生要用汉语标注读法，

有时连汉字也不会写，要用拼音代替；有些

学生无法识别挂钟的时刻；老师课上可能要

数次喊学生们停止吵闹。其他班级老师路过

23班，都为该班教师捏一把汗。

“比平行班要多付出两倍的嗓音。”蒲健

说。

李玉霞最头疼的是，找不到一个点让学

生进入学习状态，“你就是放电视看，学生可

能都没兴趣，还是有好几个在睡觉。”最初上

课，她很着急，经常陷入自我怀疑中。

学生也着急。小罗说她也想好好学习，

可是第一节物理课就听不懂，一觉起来，就

再也跟不上了。阿西的知识基础是班上最好

的，刚转来时很迷茫，因为班上太吵了，老师

总是被打断，她没法好好听课。

“他们想努力，确实基础欠账太多。”任

劲松觉得，不能按照其他班级的要求来对待

23班的学生，只能安慰老师们多从学生的角

度去考虑他们的难处。

任劲松在班上选了好几个助手，帮助管

理。他也可以通过办公室的监控，随时关注

班上动态。没有外出任务时，早上一到校，任

劲松就去23班看看，中午通常会和23班学生

一起在教室就餐，午休也待在教室。这让其

他班的学生十分羡慕，校长居然和他们“同

吃同住”。

“校长经常说，多点耐心，对这些孩子需

要多花点时间。”李玉霞说，因为之前养成的

行为习惯，改变的难度确实大，“他们都觉得

现在的老师对他们太好了。”

为了带好这个班，老师们花了很多心

思。最初，李玉霞每节课讲一个成语故事，并

不期望学生掌握词语，而是让他们慢慢感

受。只要有学生主动问问题，她就抓住机会

多讲解。

有严重心理创伤又脾气暴躁的小飞，有

次和同学打架，李玉霞找他交流，还没开始

说，小飞就开始打自己耳光承认错误。小飞

小学时经常“犯事”，没少挨父母的揍，家里

还赔了不少钱。李玉霞疼惜小飞，后来，小飞

很多心事都愿意跟她讲。

蒲健则“连骗带哄”，经常说，你们的“老

大”（23班学生对任劲松的亲切称谓）在监控

里看着呢。为了鼓励学生抄单词、做作业，她

规定凑齐7个印章就能换糖、换本子。结果，

学生越写越多，写完了就来换本子，之后发

现“着了老师的道”。

任 劲 松 也 有 底 线 ，并 不 是 一 味“ 袒

护”。因为基础好，阿西刚来时受到同学的

冷眼。任劲松一面安慰开导阿西，一面毫

不客气地训斥其他学生。有段时间，班上

男生说脏话的习惯还是没改过来，又变本

加厉欺负女生。一次，任劲松没忍住，当场

把玻璃茶杯摔碎在地。男同学从此知道了

规矩。

小罗爱上了书法，任劲松出资让她去

报名考级；任劲松的办公室放了很多零食，

以备加班时补充能量，看到没吃早饭或者

因为学习耽误了午饭的学生，他经常也给

一些。班上学生稍微有点成就，比如校级足

球赛夺冠了，黑板报比赛得了第一名，打扫

卫生让其他班级老师刮目相看，任劲松就

迫不及待在朋友圈或教师群分享。有时，他

还拿学生的卡通画当自己社交媒体的头

像。

“让他们感觉到自己不是很差劲，只是

有一些特别。”任劲松说。

“到底是这群孩子没救了，还是我们的教育做得不够”

23班 之难 “比平行班要多付出两倍的嗓音”

23班 之变 “他们在23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23班 之基 “需要的时候，校长总是在那里”

（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叙州区育才中学校长任劲松

办公室里，任劲松开心地与蒲健分享梅梅送他的画。

23班的课堂上，任劲松为阿西点赞。

■ 通江县朱元小学 陈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