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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池沙洲

炎炎夏日里，许多人因一则报道

感受到了凉意：乐清市大荆镇镇安学

校教师陈莹丽带病坚守教职直至去

世。乐清日报、温州教育、浙江新闻客

户端等媒体均发布了消息，我看到后，

手一滑就转发了。

随即收获的不仅有点赞，也有一

些质疑。主要观点是：此类典型已不

适合当今时代。陈莹丽有病不及时治

疗，不仅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和学生

的不负责任；对她的表彰与宣传过度

了，这是对其他尽职尽责的一线教师

的道德绑架……

在看过陈莹丽的两张生活照并感

叹“太年轻”之后，在被连续的高温日

子搅得心烦意乱之后，许多人已经开

始淡忘这条新闻了。说明这不仅是个

浮躁的时代，还是个博眼球的时代。

说实在的，我也不怎么喜欢狗血

的剧情，但我看到了这个故事与以往

的不同——陈莹丽不是蜡炬成灰的教

师典型。

首先，她不是积劳成疾的典型。

她是90后，工作才3年，事迹中没有

“几十年如一日”的前缀；其次，她不是

因病殉职的典型，对自己的命运，她早

已有所觉悟。

陈莹丽感动大多数人的，是她的

选择。

在温州市教育部门发布的两份相

关文件中，突出了“选择”这两个字——

“在得知（自己身患）绝症之时，陈莹丽

老师选择了回到她熟悉的讲台，坚持为

学生上课”。

显然，过去那些红烛型的先进典

型，他们的事迹不是选择的产物，或者

说被报道得不像是本人的选择；而陈

莹丽让人心生敬佩的就是她做出了选

择，如此真实。

红烛型的教师典型近几年出炉得

确实不多了，一方面大家都懂得了爱

惜自己的身体，要在生活和事业中选

取一个平衡点；另一方面，行政部门和

宣传机构也已经厌倦了片面拔高，知

道了那样做反而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尽管从表面上看，陈莹丽与“春蚕”

“红烛”很相似——“快到期末时，陈莹

丽已经瘦脱了形，身高1米65的她，体

重连45公斤都不到”，但这个故事的精

神内核与老故事有着根本的不同。

一位将死之人用尽生命能量告诉

生者：怎样做一个完美的临终选择。

死亡是人生的终点，任何选择都

可以看成是临终选择，而每个人的选

择是不一样的。同为教师，两年前，河

南省实验中学顾少强的“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是一种选择；而在生命的

最后3个月，带出一届毕业班，让自己

的学生跨上下一个人生台阶，则是陈

莹丽的选择。

假如知道死亡迫近，你在剩下的

时间里会做什么？

对这一设问的回答是有境界之分

的，否则也就失去了表彰陈莹丽的必要。

在10年前的一部美国电影《遗愿

清单》（The Bucket List）中，两位身

患绝症的老人被医生“宣判死刑”后，

想起年轻时的许多人生计划没有完

成，诸如在巴黎的著名餐厅海吃一顿，

游览泰姬陵、长城和大金字塔等世界

名胜，尝试高空跳伞、横越北极、攀登

珠峰等极限运动……他们开出一份心

愿清单，一一完成，一一划去，与死神

赛跑。

这份清单中的人生关键词是“拥

有最好”“终极体验”或者“阅尽世间”，

任好莱坞编剧将脑洞开到最大，它们

代表的仍然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西方价

值观，所谓的“心愿”无非是满足个人

的享乐、冒险和放纵，与拜金女声称买

到名牌包包就能圆满人生并无本质差

别。最后，祭出美式剧本无敌赚泪神

器——回归家庭，其中一位老人与多

年不睦的家人和解，亲吻了熟睡中的

小孙女，划掉清单上最后一项——“亲

吻世上最美的女孩”。

关于临终选择，好莱坞电影剧本

为代表的西方智慧不过尔尔，那么

东方智慧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何种表

现呢？

在日本临终关怀大师大津秀一的

《换个活法：临终前会后悔的25件事》

一书中，临终心愿不仅包括了美式清

单里已有的“享受美食”“去想去的地

方旅行”“和想见的人见面”“对深爱的

人说谢谢”等，还包含有哲学层面的

“看透生死”“怀抱信仰”“认清活着的

意义”，以及“尽力帮助别人”“生育孩

子”“让孩子结婚”“留下自己生存过的

证据”……

我觉得其中“留下自己生存过的

证据”一项的内涵非常浓缩，从而使外

延非常广大。比如国外有的人喜欢在

街头涂鸦，而中国式的“到此一游”让

景区管理者不胜其烦，这些都是“留下

自己生存过的证据”。而在《遗愿清

单》一片的结尾，被委托人将老人的骨

灰撒在珠峰脚下，似乎也有一点这个

意思。

人活一世，谁都想给这个世界留

下点什么，证明自己活着或者曾经活

过。这应该就是人生的价值所在，流

行语叫“刷存在感”。

北宋大文豪苏轼吟咏道：“人生到

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在这首

《和子由渑池怀旧》的诗作中，苏轼举

出了两个例子：一是僧人埋骨之塔；二

是文人题诗之壁——“老僧已死成新

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嵩山少林寺外

壮观的塔林，就是历代高僧存在过的

证据；古代的文人题壁，即胸无点墨的

当代人乱刻“到此一游”行为的初祖。

苏轼说，一切行为都是“偶然”。尽

管高僧死后，骨葬入塔，可少林寺仅存

230座僧塔，绝大多数都在历史长河中

湮灭了；而题壁损毁的几率更高，因此

优秀的诗作不靠历代的纸笔传抄，是不

可能被今天的我们从书中学习到的。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

西。”存在感就像人的生命一样，是一

种偶然，最终都会消亡。人类的努力

无非是延长这种偶然，让自己的痕迹

在世上存留得久一点，再久一点。

“生育孩子”“让孩子结婚”是另一

种“留下自己生存过的证据”的方式。

每一个人都是满载基因航行的一条小

船，小船终会朽坏，只有新船能将货物

传载下去，这是多么让人欣慰的一件

事。作恶的人看见初生的婴儿，也会

不自觉地绽放笑容。还有那么多的成

年人，在千钧一发的危险情境下，奋不

顾身地去保护儿童，自家的或素不相

识的，与其说是一种情怀，在不容思考

的瞬间，不如说是出于本能。

用这一视角再次解读陈莹丽的故

事，就会发现，虽然她没有能够体验到

姻缘的美好，没有体验到为人母的必

修课，没有体验到还没能体验的一切，

就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但她仍然在这

世上留下了生存过的证据，那就是“大

津秀一25件事”中的“尽力帮助别人”。

短短3个月的时间，要在世间留下

痕迹，来不及积攒学识著书立说，更没

有可能成家生子，陈莹丽所能做的，就

是把毕业班的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给他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她之所以隐

瞒病情，也是为了让既定计划能够圆

满实现。据报道，“这些让陈老师挂念

的学生们在今年中考中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其中一名学生考上乐清中学，

多名学生以优秀成绩考入大荆中学”。

也许有人会说陈莹丽的抱负太

小，但是我要说，此时此刻，以应试教

育的视角来看待一所农村普通高中是

不适宜的，它的功能应该是给农村学

子更高层次的基础教育。过早外出做

生意、打工，甚至混社会，是很多农村

失学少年的命运，但陈莹丽不希望发

生在自己学生身上。如果这个旁人眼

中的“小目标”，需要一个人赌上全部

的生命能量，那么在当事人眼里，它一

定不是一个小目标。

最后时刻的陈莹丽形销骨立，但

她的选择让自己获得了精神的丰满与

美丽。她上好了短暂教学生涯中的每

一堂课，把最好的自己展现给身边所

有的人，她的美好形象将在她的学生

一生的记忆中定格。这就是一个90后

教师留在人间的痕迹。

俞和军（楼主）
长长的两个月暑假过去了一

半，对于60后、70后的人来说，学生

时代的暑假忙于参加劳动、下河洗

澡游泳、摸鱼摸螺蛳，总有那么多

的事情可做。可是现在的学生

呢？出了校门，进入了另外的“校

门”。暑假还没到，各种培训班的

广告已四处飞扬。如何让学生过

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呢？你所在的

学校有哪些经典的活动？你的社

区或者小家庭是怎么做的呢？

吴笔建
把假期还给学生，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很难。尤其是家长，不想让

孩子虚度时光，拼命把孩子送入补

习班，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呀。

小小黄
想起之前新闻里听到的——

有职工要求暑期“做四休三”，不然

家里的孩子没人管了。一个没有

父母陪伴和监督的暑假，大概很难

过得充实愉快吧。有的社区组织

了免费的暑假班，让那些没有家长

陪伴的学生有地方可以一起度过

假期，不知道效果如何。

yanwang_yw
最好是能根据学生的喜好安

排活动。

阿 辉
趁暑假去旅游，让学生们在旅

游中增长见识，学习知识，放松身

心，这样的暑假对学生最有意义。

龙泉大喇叭
暑假就是为了学生能休息、放

松、舒缓身心，使下学期更好地投入学习。安全

是意义的前提，假期里最需要注意的是安全，如

防溺、防火、防雷、防骗等等，以及饮食、交通中的

安全问题。暑假时间长，家长在空余时，可以适

当陪孩子看书、读报、写字、画画等，充实孩子的

假期生活，还可以带孩子游玩山水，领略祖国的

大好河山，激发孩子的爱国情感，这些都是有意

义的。我反对剥夺孩子的休息时间，把孩子的时

间安排得满满的，乱报兴趣班反而会弄丢孩子的

兴趣。

李恒良
我们学校的要求是：第一，完成市安全教育

平台的作业，特别是学习防溺水等安全知识，学

校要与家长配合做到每周设置温馨提醒，时刻注

意学生的假期安全；第二，布置了阅读、制作手抄

报、课外拓展等作业；第三，有特长的学生可参加

如书法、国画、围棋、乒乓、拳击、跆拳道等青少年

活动中心举办的竞技类课程。虽然教师极力反

对学生去补习功课，但还是有很大一部分家长不

顾孩子的意愿，报了语数英的补习班。

龙泉大喇叭
暑假是令人向往的，好处不用多说。暑假最

主要的任务还是休息。学生不会休息，也就是没

学会学习。暑假时间长，所以要合理规划，既放

松身心，又兼顾学业，两不误那是最棒的。有的

家长走极端，要么对孩子的玩耍不闻不问，听之

任之，孩子整天进网吧，经常去不熟悉的河边也

不知道，这样是很危险的；有的家长不想孩子输

在暑假，剥夺他们的休息权利，这也是不可取

的。总之，家长既要给予孩子爱，但又要在爱的

前提下，确保孩子过一个开心、充实的暑假。

云彩之上
首先，读书是思考和认知的方式，有助于更

好地了解这个世界，从而有更多的选择。其次，

社会实践是对书本知识的验证，通过实践可以认

识自己，感受社会，对生活产生更深的认识。最

后，旅游是直接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可以开阔

视野，加强对各地风土人情的了解，还可以增强

解决问题的能力。

龙泉大喇叭
暑假没有了体育课，没有了眼保健操，没有

了同班同学的欢声笑语。每餐都有大鱼大肉，稍

不运动，脂肪就会在体内堆积起来。家长不想让

孩子变成小胖子，或者视力下降，就得督促孩子

适当进行体育锻炼，比如跑跑步，跳跳绳，做做眼

保健操。

□龙游县第二高级中学 谭学武

在讲“征税与纳税”这一部分内容

时，由于教材比较简单，我让学生们先自

学，然后相互交流，没想到班级中有相当

一部分学生却表示还是希望我来讲。

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为什么学生

希望老师讲给他听呢？这当然不是因为

我讲得好，这一点我很有自知之明。我

想其中可能的原因是：学生们习惯于听

我讲，突然有一天要自学，他们便不习惯

了。课堂教学已经将学生培养成一个个

忠实的听众，不愿意主动去探究，这其实

很危险的。

高中新课改已经实施已十年有余，

可至今还有很多教师在走老路，抱着以

前习惯的教法不愿改变。其实，无论教

师讲得如何精彩，终归是讲，讲得越精

彩，反而越剥夺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学生对教师的“一言堂”习以为常，从而

懒于思考，安于被动接受，教学理所当然

便成了对学生的“灌肠”，又怎能祈求学

生在学习中产生主动性、创造性？

具体来看一节课。一些教师总觉

得一节课只有那么一点时间，让学生自

学效益太低，怕影响教学进度。这是横

亘在这些教师心中的鸿沟，不可逾越，

于是让自己的“讲”占据课堂，相信这样

才能节约时间，才能给学生捷径，才能

考出好成绩。

是的，我们常常因为不放心，所以

放不开，从而束缚了学生的思维，使他

们不愿思考、不想思考，养成了坐享其

成的习惯。从更深层上的原因来看，教

师不让学生参与，不给学生机会，是“心

中没有学生”的体现，是根深蒂固的应

试教育观在作祟。

美国《时代》周刊曾直言不讳地说：

中国现在什么都可以制造，但什么都不

能创造。虽然这种说法不甚客观，但触

动了我们去思考：我们的教育能做些什

么？我们的教师能做什么？我们的课

堂能做什么？

前不久的一节自修课，我决定讲讲

练习题，看着学生们呆滞、慵懒的样子，

我决定打破这一局面，于是开展了“大

家都来讲”的活动。让学生们对照教

材，对练习册中的一页题目进行备课式

理解，然后点名让学生讲解。没想到，

教室里一下子活跃了起来，学生们时而

翻书，时而旁注，时而争论，这让我一阵

窃喜，这不正是我想要的状态吗？

创设环境，搅动课堂，让学生动起

来，这应该是课堂本来的样子。

要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师必

须考虑自身的姿态，绝不能在所有场合

都表现得太能干、太强势，一旦如此，就

不可避免地削弱学生的表现欲。所以，

我们作为教者，不论是在课堂还是在课

外，都要“糊涂”一点，甚至“弱智”一点，

佯装自己不懂的样子，故意留出探索的

余地给学生。如此，才能充分发挥学生

的聪明才智，让学生获得满足感与成功

感，不至于沦为教师的附庸。

当然，教师变得“弱智”，并不是真

的什么都不懂，给自己一个混日子的理

由，而是有给学生“一桶水”的实力，却

只给出“一杯水”的姿态。

期末闯关
□绍兴市柯桥区安昌镇中心小学教育集团白洋校区
陈升阳

期末复习进入尾声，我也不由得和试卷打起了交道。每天，
寻找一份有价值的卷子，做一张，改一张，讲一张……一段时间下
来，我很无奈，学生也很无奈。

同样的一件事，可否换个角度，也许大家就不感觉疲惫了。
今天，我把“试卷练习”变成了“模块闯关”。
第一关，就是第一题“看拼音写词语”。先完成的学生有权预

览后面的闯关内容，等全班学生完成，开始讲解、讨论、互批。我
把全对的学生的姓名写在黑板上，划“正”字来比一比谁更优秀。
如果没有人全对，就写闯关分数最高的学生姓名。

第二关，“单项选择”；第三关，“句子练习”……
练习稍稍变脸，学生可来劲了。他们不但审题比以前仔细、

答题比以前认真，就连检查也比以前更主动。当然，整体的得分
也比以前更高了。

既然是“闯关”，总要有点奖励。
一开始，我还没想那么多，看到学生
乐此不疲的样子，我就把“六一”节活
动中剩下的牛奶奖励给他们。

下课铃响了，有学生冲上来问
我：“陈老师，明天还玩不？”

我笑了。

人的价值在于留痕 如
何
让
学
生
过
一
个
有
意
义
的
暑
假
？

为什么学生还是希望我讲？

从这学期开始，杭州师范大学东城教育集团和加拿大皮尔逊教育局合作，在东城教
育集团旗下中小学开设了STEAM外教课程，学生在这个全英语课堂上培养合作沟通能
力、创新和批判思维。图为在STEAM课堂展示活动中，学生和外教开展模拟过山车创意
实践活动。 （本报记者 高亦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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