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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纪事

□项勇义

获取信息的方式有很多，对教师来

说，有培训、旅行、交流等，但阅读无疑是

最不受条件限制、最经济和自主的方式。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如

果为师者自己孤陋寡闻，又怎能向学生传

道，给学生解惑呢？现在的学生知识面特

别广，但面临成长的烦恼也着实不少，迫

切需要教师引导。要在价值观、人生观上

给学生以引领，必须要有说服力。马云最

近有一篇文章，说教师视野就是学生视

野，说得很有道理。所以，教师不仅要自

己读，还要带动学生读。

一、常态
读书，要强调一个“常”字，使之成

为一种习惯和生活方式。

建议教师阅读面可以广一点，不要

局限于教育或某一学科范围。

术业有专攻，每个人的兴趣和追求

不一样，阅读重点也不一样。但有一点

很重要：多读经典。比如读《诗经》《论

语》这些先秦著作，能接触到中华文化

的源头。经典的书，读一本扔一本，狗

熊掰玉米是不行的。孔子讲“温故而知

新”，要反反复复读，初读求通，再读求

悟，三读求熟。这样，问题会越来越少，

书也就能越读越薄。

在我这样的年龄读书，有时间，有

理解，但记忆力明显大不如前，所以读

书还是要趁早。

读书要挤时间。家里一册、办公室

一册、行李包中一册，这样交替着读，读

完再换。我觉得这个办法挺管用。

读书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要学以致

用，读而无用，那真成书呆子了。但读

书不能那么功利，不一定都是为眼前的

考试，也不能纯粹用经济指标衡量，读

书是人感知这个世界、获取信息和精神

养分、愉悦心灵的一种生活方式。

有人问：读书写作，产生不了多少

社会影响，也不能转化成为物质财富，

到底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林徽因

说的一段话也许是最好的回答：“当我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吃过很多食物，

现在已经记不起来吃过什么了。但可

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

我的骨头和肉。读书对人的改变也是

如此。”

二、思考
一线教师正因为常常埋身在事务

堆里，所以就更有必要时常抽身出来，

让思想天马行空地驰骋一番。在我看

来，思考是以自己的知识储备和阅历体

验进行感悟的过程，悟出了道理，常有

茅塞顿开之感。思考不仅能够带给我

们精神愉悦，更重要的是它能提升我们

研究事物发展规律、探求问题本质的判

断力和敏感度，使我们在工作和生活中

事半功倍，也就是具有智慧。

人的注意力在某一段时间集中思

考某一个问题时，常常会进入到一种食

不甘味、夜不能寐的状态，所有的知识

储备都会调动起来，思维变得活跃，灵

感不断涌现，一些想法被自己接受，而

更多想法又被自己否定。

这个时候，你也会像一块海绵，千

方百计地吸收新知识，佐证自己的判

断，完善自己的想法。

这个时候，思考是对自己知识体系

一种检阅，使思想得到一次升华，完成

了一项创造性工作。

如果知识和实践是材料的堆砌，

那么思考就是把他们串联起来的一根

绳子。

在工作中往往是遇到问题而思考，

是问题导向的思考。思考的触发点可

能是一份讲义、一个教案、一篇文章、一

个活动方案、一个工作计划、一次工作

总结、一场与家长的谈话等。阅读和实

践影响着思考的广度和深度。

三、爱好
一个人有一种业余爱好是愉悦，如

果能将这种爱好发展成为一种专长，那

就是幸福了。

教师的时间表不应该只有工作，

如果有几种爱好，既能够提高生活品

质，也能在有意无意之中惠及学生。

学校需要这样的人才，学生喜欢这样

的教师。

当然，要处理好爱好与主业的关

系。闲暇不是一种消极避世的状态，而

是忙里偷闲，拥抱时代。“业精于勤而荒

于嬉”，爱好是用来怡情，而不是用来沉

溺的。工作与闲暇能有序有度地切换，

这是比较理想的状态。

四、记忆
人类文明是由记忆来传承的。

民族记忆是靠文字和图像来记录

的，家族记忆是一本族谱或几幅肖像，

个人记忆是日记、书信或老照片。这些

都是弥足珍贵而又脆弱的。除非有意

收藏，大多数人的故事和思想，是随风

飘逝，不留痕迹的。

人的记忆力有限，记忆往往是不可

靠的。有一次我参加一个书稿讨论会，

博士硕士们的研究成果，和亲身经历这

些事情的老同志的当场回忆有很大出

入。所以记忆是很容易以讹传讹的，人

的思想火花，也往往在一瞬间爆发，常

常转瞬即逝。所以，我希望教师们能养

成写作的习惯，随手记录工作和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

记录也是思考的载体。比如论

文、教案、讲稿、工作计划和活动方案

等，包括相关的图片资料，若能及时整

理归档，电子文件做好备份，长期坚

持，真有需要的时候，很多事情做起来

就会水到渠成。

有了记录，往事并不如烟，如果没

有，那么真的如烟消散了。

五、理想
大家是否思考过：期望未来的你成

长为怎样的教师？期望你的学生成长

为怎样的人？

无论身处什么领域、什么岗位，都

需要追求卓越。目标定得高远一些，未

来空间可能会大一些。

虽然教育工作者有很多困惑，时至

今日，无论是素质教育，还是教育公平，

很多问题都还没有得到完满的解决。

正因如此，更需要我们看到教育发

展的主流，保持工作热情和赤子之心，

沿着正确方向追寻。

教育虽然需要史诗般的变革，但也

需要从细节开始改变，努力影响我们身

边的学生。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者的

初心、使命和本分。追求理想的路途，

不可能一帆风顺。梦想不可缺，初心不

能移。

（作者为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副社
长、副总编）

□王 珍

几乎在每一个女人的一生中，都

会有一个或几个密友，这种友情可以

是一生一世的。有一个姐姐说，她的

第一闺蜜一直就是妹妹，她们互相都

觉得，姐妹是上苍特别馈赠给彼此的

厚礼。

许多年前的一个夏季，这对姐妹在

德清外婆家度暑假。

活泼好动的妹妹有时会静静地坐

在外婆家门前的小河边发呆。

有一个骄阳似火的日子，妹妹在数

河里游弋的鸭子。这么热的天，要是能

和鸭子一样，在澄澈、清凉的水中游泳，

该是多么舒爽、惬意啊。

妹妹直接把羡慕化作行动，“扑通”

一声跳进水里。

在一旁玩的姐姐，目光绝对不会离

开妹妹太久。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姐姐

冲刺而来，奋不顾身地跃入河中，把妹

妹救上岸。

那一年妹妹6岁，姐姐13岁。

在后来几十年的岁月中，妹妹始

终能够感受到姐姐那种果断勇敢的拯

救力。

姐姐在19岁那年去了黑龙江，独自

闯荡她的知青生涯；没有了姐姐的呵

护，12岁的妹妹迅速成长。

姐姐坚韧、乐观、勤奋，在北大荒那

些艰苦的日子里，家书中从来都是报喜

不报忧；妹妹小小年纪就懂得为父母分

忧，主动担当起不少家务活。

父母心疼大女儿生活清苦，总是设

法寄点好吃的给她。

有一年冬天，杭州特别寒冷。妹妹

去菜市买来几十条带鱼，在十几户人家

公用的水龙头下清洗。全部洗完时，天

已漆黑了，妹妹的小手冻得麻木通红。

但妹妹心里格外高兴：远方的姐姐能吃

上自己做的酱带鱼了。

后来，这对姐妹一直分别生活在南

北两地。

一路走来，姐姐给妹妹无数物质上

和精神上的惊喜，妹妹担当起更多陪伴

照顾父母的责任，尽量不让姐姐太牵

挂、太操心。

两个姐妹互相欣赏，互相体谅，互

相感恩，互相付出，默契同步，心心相

印。这样的姐妹情深，一辈子都不会输

给时间。毕竟，她们拥有同一对父母、

同一个原生家庭。

她们一直联系，推心置腹，无话不

谈，快乐、忧伤彼此都能感同身受。话

题中一定少不了她们共同热爱的父母。

姐姐叫张抗抗，是中国作家协会副

主席；妹妹叫张婴音，是儿童文学作

家。这对文坛姐妹，于2020年4月，首

次联袂推出作品合集《姐妹》。

96岁高龄的父亲张白怀，一位老作

家、老报人，亲自挥笔为女儿写序，亲昵

地把新书称为“双花集”。书的后记则

由张婴音之子、青年作家冬筱所写，深

情地表达了一位90后作家对父母辈作

家的理解。该书还特意辟出一辑，选编

她们的妈妈、已故儿童文学作家朱为先

的代表作。

一家三代作家的文字在书中相会，

折射出岁月承载的人生百味，呈现着美

丽动人的亲情。

书 名：《姐妹》

作 者：张抗抗 张婴音

出版者：浙江大学出版社

□长兴县畎桥中心小学
王丽媛

我属虎，女儿属兔，“寅卯轩”

因此而得名。其实它还有很多别

称，比如“小七”“广寒宫”，因为我

们家住六楼，书房在阁楼——七

楼——高处不胜寒。

我还清晰记得2012年2月

3日，我们搬入了新居，从此结束

了和女儿聚少离多的日子，开启

了早出晚归的生活模式，开始了

三口之家的新生活。

我们自是感恩岁月的格外

恩赐，勤勉工作、学习、生活，不

敢懈怠。我们深知“天道酬勤”，

并请人将这四个字书写于竹简

之上，置于书架之中。它赫然醒

目，时时刻刻警示着我们。

一张书桌、一台电脑、一个

敞开式的书架，如此而已。除了

必要的整洁之外，并没有刻意去

装饰，我负责整洁，女儿负责布

置，非常默契。

书架之上，我和女儿的书分

别整齐地排列着，还有女儿的一

些小玩意儿。我特别喜欢中国

台湾作家林清玄，书架上以他的

著作为多。

我也喜欢家居生活，几年来

不间断地在一个书报亭订阅了

《上海服饰》《美食堂》等杂志。

但是，我和女儿坐在书房里读书

的机会并不是很多，我们都喜欢

把书放在床头，睡前阅读；或者

放在沙发上，信手翻阅。等到沙

发上或床头堆积得太多了，才将

这些书搬到楼上，归置于书架。

女儿上初中的时候，几乎独

占了书房，每天晚上写作业，我

们则马不停蹄地给她端茶送水；

等到女儿上高中了，晚自习在学

校，书房的使用率有所降低。

双休日，我做完家务，空闲

的时候，很愿意静静地坐在

“寅卯轩”里，打开电脑，听着

音乐，在电脑上备备课，上网

拜读一些文章。有时也会信笔

涂鸦，写一点自己的生活感

悟。还会准备些自己爱吃的零

食，乐在其中。

建成时间：2013年

书房面积：30平方米

藏书数量：约400册

水中盐，无痕有味
□朱维丽

印象里，祖庆老师是精神明亮的人，也是熟

悉的陌生人。我听过他的课，常读他的公众号，

觉得有创意有底蕴有锐气。

《刚好遇见》是祖庆老师从2009年到2019

年写的文章合集。这本书中能读到百般滋味，

有尖酸不刻薄的杂评，有甜美不煽情的回忆，

有苦拙不励志的磨砺，有粗咸不快意的泪水、

汗水。

如果你以为是谆谆教诲，也许会失望，建议

去读他的另一本书——《给语文教师的新建议》。

顽童成长史
张同学从小是在乡村野生放养的，从小就

决定自己“怎么爱，怎么活”。

他很淘气，逃学、留校、与人摔跤，与父亲

夜钓，在池塘裸泳、捉虾、摸螺蛳、钓鲫鱼、采

菱角……

他很馋，盼望过年过节，可以吃各种零食，

爆米花、葵花籽、南瓜子，炒蚕豆、马齿苋、荠菜、

地莓、桑果、野草莓，竹蜂蛹，还有菱角、李子、橘

子、荸荠、甘蔗……

特别是写番薯和年糕的两篇，真是笔尖上

的江南美食，窃想，小时候这么爱吃，怪不得后

来有辛酸减肥史。

童年，亲近自然，丰富随性，如蓬勃劲草，没

有所谓守矩或顺从。

男人的爱家柔情
为人子——《父亲在，菜园便在》，含泪读完这

篇，感觉很多父亲都是那么不善言辞，但脚踏实

地、早出晚归、默默耕耘。似乎要闻着泥土味，锄

几下地才舒心。在这

样的父亲身边，在这样

的菜园里，能体会到坚

韧的力量。

为人夫——《失

误也美丽》第一个故

事，发生在某年“三

八”节，祖庆老师给妻

子一个惊喜，柔情蜜

意，层层揭秘。在《后

山那片映山红》以及

朱老师的《老海鲜姜

汤面》里，也能窥见一

二。我就不多说了。

为人父——《趁

你还年少，而我鬓未

霜》是本书中唯一的

一首诗，记录了送儿子去考场走的一段路，只

有半小时的路。这位父亲好镇定，“一路拍照，

一路闲聊”，这个父亲好冷漠，“没有拥抱，没有

叮咛”，只是拍拍肩，远远望着。

可是，我读到这个父亲的智慧——平日里

多共处，考试时只求尽力。他说，孩子的成就

“不是我们的荣耀，只是你自己的努力加上教师

的栽培，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运气”。

文字里，有对孩子柔柔的注视。

守护一个家，如山冈上静静的月，既要温柔

用情，又要心性敏细。

对师友的情谊
这部分是我比较熟悉的小学语文界，写的

都是学养丰厚的先生。祖庆老师的尊敬、感激

之情溢于言表。

我一边细读一边摘录良言：

语文课，一定要加强读的训练。——于永正

舞台表演的追求是“美”，而课堂教学的追

求是“真”。舞台表演看是结果，课堂教学看是

过程。——贾志敏

是什么不重要，做什么才重要。——钱正权

做事要高调，做人要低调。——张光璎

一生风雨未彷徨，小恙奈何老夫狂。——

支玉恒

雨入花心，自成甘苦；水归器内，各显方

圆。——周一贯

做人，就要说真话，做真人。——季俊

除这些名声在外的先生，祖庆老师还深情

款款地记录他在村小、中学、工作时遇到的恩

师，还小调侃大欣赏地写着管建刚、周其星、李

祖文、彭丽儿等朋友。

这本书里，还附有祖庆老师妻子、挚友的几

篇随笔，可互相印证。

我读得很慢，掩卷之后，不能平静。

祖庆老师记录的这些真心人、真情事，如在

一棵树上的枝枝条条，在时代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间穿梭延展。

在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后，教师仍有热切

的肝胆侠气，不遗余力地“抚慰人、帮助人、成

就人”。

“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创造这过程的美

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

激动地欣赏这过程的美丽与悲壮。”

为人父母，为人师友，为人子女，细细品这

水中盐，记得为何出发。

书 名：《刚好遇见》

作 者：张祖庆

出版者：上海教育出版社

让阅读丰盈教育者的精神世界

寅卯轩

有一种闺蜜叫姐妹新知善本

纸香墨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