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市长青小学 吴素娟

这个夏天，一部国漫《哪吒之魔童降

世》刷爆各大影院，引发了全民的教育思

考。有多少父母的泪点被戳中，是因为“家

有魔童”。

也许，每个家庭在孩子初生之时，都渴

望能得到“灵珠”。但造化弄人，阴差阳错，

得到的往往就是“魔丸”。

看完这部影片，他们才明白，要让孩子成

为最好的自己，首先自己要成为称职的父母，

陪孩子走过那些艰难时刻。而现实中，不是

每个家庭都有李靖夫妇这样包容的家长。

多少教师感慨：像哪吒这样的学生多啊！

头疼，难管，打骂不得，口头教育收效甚微。

像太乙真人这样的师父少啊！搞笑、不

靠谱，看上去并不是大家心目中模范教师的

形象，但他仁慈和蔼，善良可敬，还生性洒

脱。他给予学生信任，用学生能够接受的方

式，扶着他一点点走。他真心爱自己的徒

弟，有一颗为徒弟牺牲的心。

反观“灵珠”的师父申公豹，处处告诫

弟子世道丑陋，人心险恶，必须牺牲他人往

上爬……

我们的教师有多少人愿意成为“太乙真

人”呢？又有多少孩子拥有“太乙真人”的指

引呢？

很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很多双职工家

庭的孩子，是自己摸爬着长大的。《中国好声

音》节目中的一位选手介绍自己：“爸爸是警

察，妈妈是医生，他们每天都很忙。所以我

都是自己一个人玩。我最喜欢家里的一套

音响设备，有空就跟着唱歌……”

哪吒一直被人误解和敌视，而有谁知

道，他也有一颗柔软细腻的心。他是孤独

的，他制造麻烦、不断犯错，谁说不是为了引

起大家的关注呢？当学生被戴上“坏孩子”

的帽子时，他就会想“他们把我当妖怪，我就

当妖怪给他们瞧瞧”，成为人们所认为的那

个样子。

想起阳，我至今都会心痛。

小学最后一次接力赛。雨过天晴，跑道

并未完全干透。阳带着略夸张的姿势跑到

中途，发生意外，连人带棒摔了出去……期

望值太高的同学愤怒地质问他“你敢说你不

是故意的？”

阳傻笑了一声：“我是故意的。”

这一下，全班口诛笔伐，阳遭受集体孤

立。于是，他在课堂上捣乱，课后与同学发

生矛盾，成绩严重下降……毕业时，他对同

学们说：“永不相见……”

影片票房刷出新高的同时，我期望有更

多的人参加讨论。高质量的电影和积极的

讨论，能让身边那些丑丑、萌萌的“哪吒”们

得到最好的教育，开出向善之花。

阅
读

责任编辑：池沙洲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6

投稿信箱：bbsteacher@126.com
2019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五

□周晓天

生命中总有那么一些人和事让我们难

以忘怀。

朱子善校长逝世已经整整10个年头。

每年9月7日，新的学年开始，教师节即将来

临，我就会怀念朱校长。这一天，是他离开

我们的日子。

在其他平凡而琐碎的日子里，我也时不时

会想起他，眼前浮现出跟他在一起的一幕幕。

一位博学的老人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

书。我很幸运，年轻时遇到多位携我成长的

老人，朱校长是其中的一部“百科全书”，是

相伴最久、翻阅最多、对我影响最大的“案头

书”。他不仅是我的文化导师和专业导师，

更是我的人生导师。

一、文化指导者
在我工作之初，朱校长刚从衢州第一中

学校长位置上退下来，担任《衢州市志》主编。

他经常告诉我一些志书的知识，诸如数

据怎么统计，龙游有多少毛竹，衢州城里有

多少口井之类；繁体字容易用错，农历的

“历”写成“歷”就错了，应该是“曆”；等等。

能学到这些，对于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

轻人来说，真是受益匪浅啊。

我给学生上《兰亭集序》，向他讨教《兰

亭集序》的真伪问题，他跟我谈郭沫若与高

二适对此的论争。第二天，他还给我带来一

册《郭沫若文集》，在相关部分折页后交给

我。他治学就是这样认真严谨，而且愿意手

把手地教导年轻人。

我任衢州一中办公室主任期间，经手了

很多学校文化建设方面的事，朱校长的指导

功不可没。

2003年，学校搬迁西区新校之后，购置

了几块巨石，一块摆在教学楼南面，上面刻

什么字呢？我和朱校长谈起，他说刻“静岩”

吧。一者，衢州一中在抗战期间曾经搬迁到

石梁镇静岩村（今柯城区），刻“静岩”二字是

让人铭记这段历史；二者，“静岩”的字义可

以勉励学生静心学习，又如磐石般坚定。学

校便请衢籍女书法名家徐润芝书写了“静

岩”二字。

校园里有一个红色砂岩山坡，坡顶有一

座方亭，亭上的匾额“石梁步云”也是朱校长

所取、徐润芝手书。学校创办之初定址于峥

嵘山（今府山），旧时山上有“步云楼”。既有

历史底蕴，又寓意青年学子平步青云，攀登

学术高峰。

另有一块巨石立于校门前，学校邀请作家

冯骥才先生题写校训“敦品励学”，刻于石上。

有一天，朱校长来我办公室，他说巨石

背面应该刻一篇铭文，简述学校历史。得到

他的点拨，我说干就干。

但我没想到，这件事没那么简单，竟耗

去了我们两人数月的精力。比如“校址由府

山播迁石梁诸地”，迁出用“播迁”，那迁回怎

么表达？很多遣词用句我都不懂，反复讨

教，数易其稿。在定稿之后，我调离一中前，

这段文字仍然没有刻到石头上。直到前几

年，这段学校简史文字才经略作扩充后，制

作在校名墙的背面。

这件事之后，我在学校文化建设方面的

态度变得越来越严谨慎重。2009年，学校请

国内一批著名学者、作家、书法家为校内一

些建筑题写楼名，我提议在楼前树一块铭

牌，解释楼名的含义和出处。说明文字我已

准备好，但迟迟不敢拿出来，因为心里总觉

得不踏实。那一年，朱校长已经逝世，我犹

如失去了一座靠山，校内再也没有人能为我

的文字把关，碰到困惑时再也没有人可以请

教。在校长多次催促之下，我把文字发给衢

州文史专家陈定謇诸先生，得到他们的高度

肯定之后，我才放心去制作这几块铭牌。

二、专业引路人
朱校长当年是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杭

州大学历史系教师，一专多能，历经坎坷，被

错误地打成右派后来到衢州。当过乡村学

校教师，教过政治、历史、语文，也当过衢县

（今衢江区）教研室主任。

衢州一中语文教研组、历史教研组、政

治教研组都会邀请他参加教研活动，语文组

的邀请最频繁。在我们语文教师心目中，他

是语文教育专家，不仅学问好、古汉语功底

深，而且站位高、理念先进，退休多年后，仍

对语文教师具有很强的指导力。

记得有一次菁才中学语文组教师龚林

瀚上汪曾祺的《端午的鸭蛋》一课，学校请朱

校长听课指导。

龚老师那时刚工作不久，生活阅历尚

浅，解读文本能力也不够。朱校长告诉她，

文中提到“我们那里的孩子都会写草书的

‘一笔虎’”，就要知道啥是“一笔虎”，还要会

写“一笔虎”。

朱校长听课细致认真到让我惊讶又汗

颜，那次听课让我至今难忘。

龚老师参加区里选拔赛出线之后，又参

加了市里的教学比武，朱校长还亲自去现场

听课呢。

有一次朱校长参加我们语文组的教研

活动，听完大家评课之后，颇为失望地对我

说：“语文组评课水平不行，你要带好头啊，

到你这个年龄，不会评课不应该啊。”

他来语文组听我讲座，听完之后，丝毫不

留情面地对我说：“你这样的讲座不如不讲。”

2007年菁才中学邀请我给全体教师开

讲座，朱校长跟我去了现场。我讲完之后大

家反响很好，但是朱校长说：“不行，自己的

东西少，别人的东西太多。”

还有一次我跟朱校长一起听课，到评课

的时候，他竟然能说出一节课几个男生发言、

几个女生发言、发言用了多少时间、上课每一

个环节花了多少时间。这次听课对我触动很

大，从那以后，我听课关注点多了，记录变详

细了，这对我评课水平的提高大有裨益。

就是在这样的鞭策下，我的专业水平慢

慢提高，对各种场合中的评课不再发怵了。

衢州一中学校宣传中有一张使用频率

很高的照片，是朱子善校长以八十高龄走进

课堂与学生谈读书。

那是2008年9月，我邀请他给我们班学

生讲课，他欣然应允。“今天我想围绕‘读书’

这个中心，谈两个问题……”浓重的萧山口

音在我听来是那么好听，那么亲切。朱校长

那时已经身患糖尿病，体重骤轻，精神大不

如前，但说话依然中气十足，缓缓说出每一

句话，字字珠玑。他谈读书、谈人生不是空

洞说教，而是用身边的浅近道理启发人心。

第二年，朱校长就离开了我们，这便成

为他的最后一课。

三、人生规划师
上世纪90年代初，教师地位不高，我无

意于终身从教，打算改行，想做自己喜欢的

事。朱校长几次找我说：“小周，你不要辞

职，你在一中很有前途。”

朱校长是我最信赖的长辈，他的话我能

听得进去。

又过了很多年，学校要提拔我做中层干

部，这时候有人写匿名信诬告我。我内心很

愤怒。

朱校长来到我办公室，掏出一张小纸

片，上书“莫辩”二字，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

诉我“清者自清”。

“莫辩”像一剂清醒剂，让我有顿悟之

感。从此我懂得，努力做好自己，不必在意

别人。

朱校长为人清雅，待人谦和，跟年轻人

在一起没有代沟，年轻教师喜欢邀请他参加

聚会。

那时，我还是单身汉，住在操场边一间

原体育组的房子，条件十分简陋。大风一

起，操场上漫天尘土都往我房间里灌，桌椅

永远擦不干净。

我那样的条件，又不会烧菜，竟敢请他

到我宿舍吃饭。记得我用一张学生课桌，放

一个小功率电炒锅，将一个糖醋排骨烧了半

天，出尽洋相，实在惭愧。幸亏语文前辈钱

久彰带来一碗红烧肉，朱校长带来一瓶口子

酒，大家才能尽欢。这次请客，让我深深体

会到朱校长等前辈对待年轻人平等和关爱

的态度。

朱校长一生嗜书，即使到生命的最后时

光，读书写作也基本是他生活的全部。他跟

我聊天，提到最多的是陶行知、胡适、傅斯

年、张伯苓这些名字。

他是衢州市陶行知研究会会长，陶行知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教育情

怀，我是通过朱校长感受并传承着的。

朱校长系统地读过教育大家们的全集，

他曾经告诉我，胡适日记中有38处写到毛子

水。毛子水是江山清漾人、衢州一中校友，

与胡适是好友。我当时就讶然，如果不是潜

心研究，能做到吗？

2008年，我出差去杭州，朱校长让我帮

他买一本毛彦文的《往事》。我买了两本，一

本送他，一本自留，于是我走进了这位衢州

籍奇女子的不凡人生。

我对中国近代教育史情有独钟，不能不

说深受朱校长影响。

更重要的是，朱校长改变了我的人生追

求。我现在闭上眼睛就似乎能听到他在说“北

南开、南春晖”的故事，说杜威和苏霍姆林斯基

的教育思想，并享受教育文化带来的愉悦。

他曾经告诫我，看一个年轻人有没有前

途，听他说话便可知道。年轻人聚在一起，

说话言不及义，尽说些肤浅应酬的话，开些

带荤玩笑，人就会变得庸俗。

直到今天，我深以为然，并深感庆幸——

年轻时候有朱校长的指引，提升了自己的人

生境界。

（作者为浙江省语文特级教师，衢州高
级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老人是一本厚厚的书
——难忘朱子善校长

□宁波市镇海区应行久
外语实验学校 陈 敏

教育引领人的智慧

觉醒、能力增强、三观

树立，在此过程中，教

师需要拥有耐心敏感

的品质、乐观积极的行

动，与被教育者一同成

就教育这件艺术作品，

而其必经之路则是阅

读。最近，我读了天津中

学教师吴奇的《阅读照亮

教育人生》，更加感受到

专业阅读是教师专业实践

的重要源泉。

做一个内心觉醒的人
书中说，阅读就是与最美风景的一次次邂逅，在邂

逅中，你会发现教师成长有路可循，能唤起内心的觉醒，

鼓起教学的勇气。

赫尔曼·黑塞所说“提升人生境界与生命高度的阅

读”，是一条教师用来提升素养的道路。因为阅读绝不

是为了散心消遣，不是为了慰藉麻痹，而是要将人生变

得越来越充实，越来越有意义。

人们经常把功利性阅读归因于时代和社会，但主要

原因还在于我们自身，在忙碌与浮躁中失去了自我，蒙

蔽了心灵，不再思索。

作为教育者，必须为学生做出榜样，首先以自我教

育的方式提升人格，才能够激发他人对真善美的渴求，

对高质量阅读的渴望应是永不停歇的。

做一名好“司机”
书中有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教师犹如司机，学生犹如乘客。教

师按照常规的教学进度，油门一踩，头也不回地开往目的地，却发现乘

客还没上车呢。

我想，一位优秀的教师，应该尽力做一个好司机，关注乘客是否都

已上车，关照那些想逃离、想昏睡或者装睡的乘客，耐心回答乘客的疑

问，满足乘客的需求，改变乘客的想法，和乘客分享一路上的美景。

瞧，一名好司机可以带给整车的乘客多么美好的体验，并最终把

乘客送到他们想去的目的地。

对此我深有同感，学生就是一颗颗种子，而教育就是阳光、空气和

水，是种子可以发芽成长的关键因素。教师没办法改变土地的贫瘠，

却可以提供公平的机会，让每一颗种子绽放美丽。

做一个不完美的人
如何上课，学生才会喜欢？这个问题，我想教师们都曾问过自己。

我在书中看到了一个新词，叫“侵略性”，惊喜的课堂具有一定的

侵略性。具有一定侵略性的课堂对话，能让学生深入思考。

在教学展示或比赛中，总能看到很多环节设计丰富的课堂、多媒

体运用强悍的课堂，但这是不是学生喜欢的课堂呢？我想，如果有一

个滤镜可以滤掉课堂外在的装饰，剩下的是给学生的惊喜和营养，这

样的课堂才是好课堂。

如果教师始终以一个完美的、无所不知的形象，将知识直接传授

给学生，促成学生主动思考的宝贵机会就会被浪费。虽然，在高段教

学中，课时有限、课堂容量大，教师有时必须赶进度，但独霸课堂的教

师注定是低效的。

教师只有打破完美无缺的形象，以领航员的角色策划学习活动，

积极为学生提供具有延展性的教学资源，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才

能让课堂更具挑战性，学生更有好奇心。

所以，放低姿态，恰当地做一个不完美的人，学生会和我们走得

更近。

书 名：《阅读照亮教育人生》

作 者：吴 奇

出版者：宁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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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国漫引发的教育探讨

知人阅世 新刻善本

散场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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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起的我：自我发展的心理学》
作 者：陈海贤

出版者：台海出版社

《半小时漫画中国史+世界史》（独家签章版）
作 者：陈 磊

出版者：海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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