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对于我们来说，便是多了一

只看世界的眼睛，而一本书就是某一类

世界，或是世界的某个侧面。从职业的

角度，如果可以把人们划分为教师与非

教师，我们就从这样的两个方面来读一

读阿甘老师的这本书吧。作者阿甘在美

国攻读英语教学硕士，拿到学位后顺利

地在美国中学找到了教职。这本书讲述

了他在遭遇了最初的苦恼后，成了“学

生最喜欢的老师”之一，也写了阿甘是

怎样看待美式教育，他是怎样认识美国

教育的危机，他又是怎样认识美国的教

改。

从非教师的角度看，不少人以为教

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然而，就是在

美国的学校里，一个老师上课，刚开始

时，居然不到十秒钟，就要被学生打断

一次，这还是课堂吗？更有甚者，当老师

提出要求时，老师说一句，学生也说一

句，毫不相让。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当

老师打电话给学生家长，老师的话还没

说完，对方就说了：“都是你的错！一切

都是你的错！”以至老师以为自己拨错

电话了。还有一些特殊的学生，坐在椅

子上十分钟不到就开始嬉闹，“不是对

着同学扔纸球、弹橡皮筋，就是离开座

位打同学的头、乱摸其他同学。”接下来

教室里乱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一片吵闹

声，到处追逐打闹。这还是教室吗？如果

不是亲眼看到这些描述，绝不可以以为

是真的；看了这样的描述，还有些人疑

心是不是真的。

即使教师有一定的处罚权，比如留

校察看、送到“Time—out ”的小房间，这

样做的效果并不好，这些嬉闹不止的学

生，要么不听从老师留校察看的要求，要

么是在去“Time—out ”的小房间过程中

骚扰其他班级、影响其他学生，甚至认为

去“Time—out ”的小房间是光荣的、是轻

松的，以至还有学生要去！还有这样的学

生吗？我相信，不少人读到这里都会有些

震惊了。因此，即使美国教师工资挺高

的，仍然不断地有教师“大逃亡”，转行不

再做教师了。看了一些内容，如果我们以

为美国的教育没救了，那又错了，美国学

校里差的学生有，但优秀的学生也不少，

美国学生学习时与教师、与同学积极互

动，从小就经常做分组讨论与分组报告，

学习如何跟同学合作，也练习沟通的技

巧。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优秀学生的积

极性得到充分调动，潜能得到充分挖掘，

从而更加优秀。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仅要了

解美国教育是怎样的，同样非常关心如

何成为一名优秀教师。一个教师的真正

成长，是工作以后的成长，如同一切理

论经验必须放在实践中检验，阿甘的成

长同样如此。

当阿甘遇到如此一群与众不同的

学生时，他刚开始是对抗、生气、震撼，

后来了解到其中的原因后，他逐渐接受

了这些特殊的学生，不再把这些学生视

为洪水猛兽，反而更注意自己的言行，

努力给学生积极的、正面的榜样。而且，

在后面的教学生涯中，阿甘努力去寻找

每个学生的优点。相对于这些特殊的学

生，阿甘也很珍惜另一群听话守本分的

学生，开心地引导学生不断地取得进

步。阿甘认识到“爱心”与“耐心”是胜任

教职的关键，虽然他自认为自己还在努

力中，但经过一番洗礼后，阿甘已经成

为“学生最喜欢的老师”之一！

虽然我们从书中了解了美国教育

的不足，但我们难以否认美国教育的自

由、多元、进步，我在这里只提了美国教

育的一点皮毛，其他的如美国教育的师

资、教学方法、评量、师生伦理等等，还

有待读者自己去阅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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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有颗种子
便能期待奇迹

■ 邓勤

给学生播下阅读的种子

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发展
■ 何召军

多只眼看世界
■ 薛茂红

【
读
书
】

书名“看见每一位学生”，是殷会荻对

教育工作者的号召，也是其教育理念的标

语。到底日常教育教学中，殷会荻是如何

公平对待每一位学生、不抛弃每一位学

生，为了每一位学生发展的呢？带着这样

的疑问，我走进了文本，走进了殷会荻的

课堂教学、学生管理。

将学科教学变为学科育人

三流老师教知识，二流老师教方法，

一流老师教做人。教育的真谛不是教知

识，而是教做人。现实生活中，一些教师成

为知识的贩子，考什么教什么，常考的内

容才是授课的重点，将试题重复训练，让

学生牢记知识点，再授以相应的答题技

巧，将学生训练成考试的机器，完全忘却

了价值引领，更枉谈学生发展的必备品

格、关键能力。

而殷会荻在授课中却处处彰显自己

的教育情怀，将育人放在首位，时刻不忘

人的发展。在学《天上的街市》时，让学生

想象那些“世上没有的珍奇”有哪些，以此

来培植学生的想象能力。学生的思维大门

被打开，畅所欲言、精彩频现，抓住学生想

象的契机，引导学生作诗，将课堂教学引

向高潮；课前三分钟演讲锻炼学生的演讲

能力；用记者招待会形式练习口语；写下

水作文体验学生的写作过程……在课堂

活动中引领学生我手写我心，表达心境、

抒发心意、感受生活中的真善美。遇到学

生思想偏颇，及时予以纠正，引导学生做

有正义感的、善良的人。

解读课文时从细节入手，关注人性的

美好，焕发学生内心的善良。如学习《从百

草园到三味书屋》时，解读出寿敬吾老先

生的可爱；学习《晏子使楚》时，引导学生

以思辨的眼光阅读经典；学习《我的叔叔

于勒》时对船长和“我”的人性解读，引导

学生向善向美；在听力课上，从《阿尔及利

亚人的鲜花》一文中引导学生“对人的关

注比什么都重要”。人性的美好是殷会荻

课堂的主旋律，潜移默化间，渐渐地，学生

通过语文学习就懂得了一个大写的人的

样子以及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

这启示我们一线教师要眼中有学生、

心中有善良，以正确的价值观、育人观从

教，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染学生、以先进

的模范人物和典型事例激励学生。始终要

坚持立德树人这一根本教育思想，培根铸

魂，教学生一阵子想学生一辈子，做学生

成长的重要他人，让学生得到持续健康的

发展，才有能力发展每一位学生。

将学生管理变为成长服务

学生是有血有肉的个人，其兴趣爱

好、思维品质、性格特征、成长环境不同，

表现出来的个性品质迥异，作为教育工作

者应如何管理这些学生，是顺应其天性还

是消磨其个性？作为教师，又当如何做才

能真正呵护学生个性发展？殷会荻给我们

提供了范式，且看她的耐心、爱心、慧心。

在书中第二辑，殷会荻集中展示了一

群不一样的小孩。屡犯错误、性情不稳、粗

心的策策，不为世俗所左右、初心不改的

阿汤，性情随和的大头李，主攻数学竞赛

班的文艺青年晓雷，没有人生目标、不求

上进的阿斐……这些学生极其耗费老师

的精力，有的还令老师头疼。而殷会荻却

不温不火，及时对话，与其交往，在交往中

慢慢化解其缺点，以良苦用心激励学生自

我教育，显示出了一个老师超常的耐心。

还有城市里的“留守儿童”丫丫，父母

只顾及事业，孩子的成长令人心疼。殷会

荻极尽所能化解其成长中的孤独、抑郁，

让丫丫感受到爱的呵护。老师与学生没有

血缘关系，却能与学生同悲同喜。教好书，

育好人，离不开教师的爱心。唯有爱方能

感化学生、感染学生、塑造学生。

还有违反课间文明休息的“男子天

团”，经殷会荻引导成为班级的“天皓文艺

秀”，激发了这群孩子的天性和创造力。

这些学生有学困生、德困生、双困生，

但在殷会荻的笔下却是可爱的，殷会荻用

心呵护、陪伴、交流，在交往中纠正其不良

行为，激发其潜能。遇到殷会荻，这些学生

是幸运的，这般从教，殷会荻是幸福的。

有个性的学生在平常人眼中是另类

的，是最容易受到批评的，往往也是最敏

感的。如果强迫这样的学生低眉顺眼、迎

合老师的教育，个性便会丧失，天性遭到

扼杀，他学习、改正缺点的积极性也受挫。

苏霍姆林斯基有一个精辟的比喻：“教师

要像对待荷叶上的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

保护学生的心灵。”对待有个性的同学尤

其如此。

管理就是服务。呵护学生个性，培养

个性和谐发展的人，需要教师谨遵教育规

律和学生成长规律，顺应学生成长；需要教

师将学生当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做到平等、

尊重、关爱；需要教师不断提升专业成长能

力，灵活运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呵护学生。

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需要教师真

情付出、真心对待，特别需要教师俯身、低

头，给予每位学生以尊严、顺应其天性、呵

护其健康成长。如何留意每一位学生、关

照到每一位学生，以自身工作引领学生发

展，殷会荻在书中会慢慢告诉你答案。

在脍炙人口的科普诗歌《植物妈

妈有办法》中，作者用拟人手法，分别

讲述了蒲公英、苍耳和豆荚借助风、动

物皮毛和阳光，将植物种子传播到更

远的地方，从而完成了生命的创造和

新生。特别是蒲公英，相信它在很多人

的童年中都留下了难忘的回忆。

“我不相信，没有种子，植物还能

发芽。我对种子怀有极大的信念。这份

信念使我坚信:你若有颗种子，便能期

待奇迹。”美国博物学家亨利·戴维·梭

罗对植物种子的歌颂，既让我们看到

自然界中植物种子的力量，也在告诫

我们这些奋斗者，只要埋下希望的种

子，用勤奋和汗水去浇灌它，那么，你

也能收获成功的喜悦。

1845年，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隐居

两年，自耕自食，体验简朴和接近自然

的生活，以此为题材写成的长篇散文

《瓦尔登湖》，成为超验主义经典作品。

梭罗以隐居湖畔和多次远足的体验写

下了无数动人的作品，奠定了其关怀

自然并具个体生命体验的文体风格，

对美国自然文学写作产生了颇为深远

的影响。《种子的信仰》是梭罗《瓦尔登

湖》姊妹篇，包括“种子的传播”“种子

的生命力”等58章以及“野果”等梭罗

其他晚期博物志作品。梭罗将诗意的

哲思融入寻找森林语言的探索中，以

专注热忱的方式描述了植物通过种子

传播得以生态演替的过程，探讨了作

为生命载体的种子在自然界中如何借

助风、水、动物，以实现自我的培育，是

引领自然文学阅读体验新方向的经典

作品。

梭罗让我们深信，每天都是一个

全新的季节。本书原稿创作于19世纪

五六十年代，至今，已过去了 170 余

年。但在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仍然能

够真切地感受到梭罗对大自然的热

爱，观察大自然的细心和文笔的优美。

譬如他在《种子的传播》中写道：“众所

周知，凤仙花果荚只要轻轻一碰就会

像手枪一样迸出种子，突然而有力，以

至于令人有些惊诧，即便你已有预期。

它们像射击一样射出种子。我带它们

回家时，这些家伙甚至在我的帽子里

爆炸。”在梭罗这些有关种子的作品

中，可爱的段落总是那些深厚的文学

素养涌入科学之海的文字。通过这些

文字，我们能够体会到梭罗同大地相

遇时的精确与优雅。

本书盛赞自然的繁衍、富饶和相

济相生，鼓励大家要增加对自然的了

解。其理念与孔夫子“多识鸟兽之名”、

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劝诫具有异

曲同工之处。“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

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

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

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发现自

己从没有活过。”梭罗代表的是一种精

神，而并非仅仅是一种生活态度。梭罗

离世后，有朋友哀叹：“这个国家还不

知道，或未曾察觉，它失去了一个多么

伟大的儿子。”让我们如梭罗期待的那

样，在人生的旅途中撒下种子，种瓜得

瓜，种豆得豆。

对我来说，阅读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宁可三日无肉吃，不可一日无书读。不仅

如此，我还有一个偏好，就是在电子阅读

大行其道的当下，我依然钟情于纸质阅

读。我喜欢抚摸带着油墨香味的纸张，喜

欢聆听纸张翻动时的窸窣声，就连标注时

的边角折痕也让我感觉妙不可言。有此执

念，隔三岔五，我就会从网上购买一些书

籍，自嘲：“读书入迷，囤书有瘾。”最后的

结果就是 3个书橱里里外外都被塞得满

满的，后买的书籍无处可放，只好摞在地

面的纸箱里。

总体来说，阅读的速度赶不上购书的

速度，所以有些书买来后就被束之高阁，几

乎从来没被翻动过，甚至连塑料保护膜都

没有拆开过。这不符合我购书的初衷。对我

来说，书籍的终极功能是用来阅读的，而不

是用来收藏的。于是，为了发挥书籍的最大

效益，我决定把书籍作为奖品来奖励我的

学生。

每到学期的期中和期末，我就根据学

生的综合表现对学科成绩优胜者进行奖

励。为了增强获奖者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每

次赠书时，我都在课堂上专门举行个简短

的颁奖仪式，也希望借此激励其他同学。我

还会把图片发到家校群里，让家长一同分

享获奖学生的喜悦。

我奖励给学生的书籍都是经过精心挑

选的，遵循的原则是适合学生阅读。一年半

下来，我送出的书籍有许多，这里面既包括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如《大学》《中庸》《论语》

《孟子》《菜根谭》，也有外国文学名著如《瓦

尔登湖》《莎士比亚喜剧悲剧集》《茶花女》

《罗生门》《月亮和六便士》《简·爱》等，还有

《了不起的匠人》《别在吃苦的年纪选择安

逸》《苏轼词传》等等。

有时，我也会持续跟进，询问学生的

阅读情况。当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利用暑

假读完《简·爱》时，我不禁为他点赞。他

能沉下心来读完，我感到由衷地高兴。还

有一位女生读完《月亮和六便士》，告诉我

没有读懂。我对她也给予了鼓励。这本书

中的月亮代表着高高在上的理想，六便士

则代表着卑微低下的现实。身为尚未真正

步入社会的初中生，又怎么能深刻领悟到

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呢？不过没有关

系。对学生来说，由于他们年龄小、阅历

浅、学识薄，对书中的一些内容不能完全

理解，实属正常不过的现象。现在读不懂，

以后慢慢会懂的。

作为历史教师，指导学生阅读不是我

的强项，但我觉得事情的关键是先在学生

心中播下阅读的种子，这些种子终究有一

天会破土发芽的，甚至开花结果。

我会将这项有意义的活动继续进行下

去！

《种子的信仰》

作者:亨利·戴维·梭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9年8月
ISBN: 9787540492366

《优秀教师的职场修炼手记》

作者: 阿甘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年1月
ISBN: 9787561773604

《看见每一个学生》

作者:殷会荻
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出品方:源创图书
出版时间: 2021年6月
ISBN: 9787572008313

■ 刘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