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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廊檐下

本期话题院 教师如何由读书获得心安

教师 一年读多少本书才心安
我不想当贫困户

阴 孙红旗

阴 闫小会
为了使所有贫困学生都能享受
到补助袁 开学初袁 学校多次召开班
主任会议袁 宣传政策袁 三令五申袁
一定要交代给全体学生袁 还让大家
填表签字袁 以免遗漏遥 我作为认真
负责的班主任袁 自然是非常重视
的袁 几乎有一周的时间袁 天天落
实尧 逐个追问袁 最后还把登记表拍
照保存遥
有一天袁 一个家长气势汹汹地找
到我院 野我家是贫困户袁 为什么孩子
没有享受补助袁 其他人家孩子都发钱
了袁 为什么我家没有钥冶 我当时懵了袁
怎么会这样钥 明明多次强调袁 甚至还
顾及学生的自尊心袁 让孩子们私下找
我说明遥 没办法袁 问题出来了袁 我第
一时间和家长一起找了学校领导遥 领
导很为难袁 说第一学期的补助已经发
放袁 没法补发袁 只能下学期造册遥 最
后袁 为安抚家长情绪袁 我只得勉强答
应袁 想办法给孩子筹这笔钱遥 得到答
复后袁 家长满意地走了遥
我一肚子火袁 叫来学生院 野当初
我在班上反复强调政策袁 你为什么没
有报告钥冶 学生脸涨得通红袁 好半天袁
憋 出来一句话 院 野我 不 想 当贫 困 户 浴
我有手有脚袁 是正常人袁 为啥要靠别
人救助钥冶 我听后袁 半天没有言语遥
孩子没有错袁 可是谁错了呢钥
渊作 者单 位 院 洛 宁 县实 验 第 一 中
学冤

街头课
阴 孙嘉诚
周一袁 校长把新分来的老师叫到
办公室 院 野今 天 下 午 你们 仨 都 没 课 袁
到时候 跟我 出 去 一 下 遥冶 三 位 新 老 师
虽然心中很疑惑袁 但也不太好意思问
具体是什么事遥 下午出校门时袁 校长
特意交代院 野一会你们只许看袁 不能
发言遥冶 此言 一 出 袁 更激 起 了 大 家 的
好奇心遥
他们来到一个修车摊前袁 在修
车师傅面前驻足了半个小时遥 校长
问道 院 野你们 认 识 修 车 师傅 吗 钥冶 三
人都摇了摇头遥 校长继续追问院
野那 我 们 几 个陌 生 人 看 了 人家 这 么 长
时间袁 修车师傅不是也没出差错
吗钥冶
修车师傅听到了校长说的话袁
也抬起头来笑着说院 野没事袁 请你们
随便看袁 谁来看我袁 我都不会紧张
的噎噎冶
校长语重心长地说院 野作为老师袁
在 同 事面 前 展 示 一 节课 袁 有 啥 难 的 钥
只要平时把课上好袁 就算有再多人看袁
也会像这位师傅一样有条不紊遥冶
新老师们互相看了看袁 纷纷对校
长伸出了大拇指遥 在最近举行的青年
教师赛课中袁 三位老师都有着不俗的
表现遥
把每一节课上好袁 是老师的最大
义务遥 想做好老师袁 就从上好常态课
开始吧遥
渊作 者 单 位 院 洛 阳 市 涧 西 区 厂 北
小学冤

一份都不能少
阴 张红梅
我订了几样报刊袁 邮递员送到学
校后袁 先送到收发室马老师手中袁 然
后再由马老师转交给我遥
学校只订了一份 叶教育时报 曳袁
我想借阅遥 马老师说院 野我先送到教
导处袁 你 从那里借 阅吧遥冶 想 从马 老
师手里半道截留报纸袁 是不可能的遥
去年我下乡支教遥 平时不在学
校袁 我订的报刊来了袁 马老师会把它
收藏好遥 马老师担心放在门卫处会丢
失袁 直接拿到卧室保管遥 她的丈夫和
气慈祥袁 也爱看书遥 我订的报刊他也
偶尔翻阅袁 马老师看到我笑着说院
野你 叔 喜 欢 看 书 袁 看 罢 赶 紧 又 搁 好 袁
生怕交不 了差了遥冶 夫 妇 俩 对 我 订的
报刊如此珍惜袁 令我动容遥
见我好长时间不领报刊袁 等我回
母校时袁 马老师就会把一摞报刊用干
净的塑料袋子装好袁 一份不落地交到
我手中袁 笑着说 : 野终于 交给你了 袁
不用再操心了遥冶
樱桃熟的时候袁 我专门从乡下带
回一箱新鲜樱桃送给马老师袁 不为别
的袁 只想表示感谢浴
渊作 者 单 位 院 西 峡 县 城 区 第一 小
学冤

一班吃货

主持人院
本报记者 代修鹏
本期嘉宾院
修武县第二实验中学 薛志芳 渊左冤
孟州市大定小学
党玲芬 渊中冤
郑州市第 62 中学
赵 渝 渊右冤

教师若不读书会怎样
赵渝院 我的关注点是袁 教师若不
读书袁 他站到讲台上会理直气壮还是
会内心发虚钥 若内心发虚袁 此人还有
救袁 下了课他也许会去老老实实地找
书来填补自己的不足曰 若理直气壮就
麻烦了袁 因为那表示他认为自己无需
学习袁 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知识技
能袁 也具备了足以应付眼前一切的思
想高度袁 站在学生视野的无穷远方遥
这样的教师虽然一时间确实能逢山开
道尧 遇水搭桥袁 但其实是有大问题
的袁 问题就是他从思想上 野死掉了冶遥
书籍汇聚人类思想之精华袁 是古
往今来一代代有识之士站在前人肩头
累积起来的精神财富遥 个人再聪明袁
也是有限的袁 与浩繁广博的人类文化
相比袁 岂止沧海一粟遥 不能认识到这
一点袁 本身就不足为人师遥
党玲芬院 如果我不读书袁 首先我
会有内心的逼仄感遥 人很多时候是精
神的袁 需要一种信仰袁 来与生命之外
的种种不确定因素进行对抗遥 随着自
己专业成长的逐渐自觉袁 心里升腾起
一种使命感遥 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较
量袁 会生出一些逼仄遥
如果我不读书袁 我更会有专业的
恐慌感遥 越深入课堂袁 越发觉课堂的
复杂性遥 越走近孩子袁 越对生命充满
着敬畏感遥 课堂就像一个包含着教育
学尧 心理学尧 伦理学尧 社会学甚至生
物学的复杂的场袁 只有自己深谙这些
知识袁 才能够具有面对一个个独一无
二的生命的智慧与能力遥 而这些除经
验的积累之外袁 更多的是靠读书遥
薛志芳院 平日里和老师们谈论读
书袁 常常会被问院 野读书有什么用钥冶
但我常常反躬自问院 野如果我们不读
书呢钥冶
我觉得袁 如果我们做教师的不读
书袁 最大的悲哀就是院 我们不知道读
书的乐趣和好处遥 人生最可怕的其实
就是 野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冶遥 一

姻 师记

幼儿园里的男老师张智强

幼儿园的孩 子们袁 大 多 3- 6 岁袁
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袁 也正是训练身体
机能的好时期遥 好的身体素质是建立
在勤加锻炼的基础上的袁 因此体能课
就显得尤为重要遥 我身为幼儿园的体

背景院
2019 年 1 月 5 日袁 跟随初雪袁 各地的老师们汇聚在河南教育报刊社袁 参与河南教师新年
书会这一盛会袁 许多阔别已久的河南教师读书会成员汇聚一堂遥 茶余饭后袁 他们在讨论关于
读书的事情院 教师必须要读书么钥 教师是否读书越多越好钥 一年读多少本书才能做到心安钥
爱读书的老师难免会用数量的标尺来衡量自己的阅读质量袁 为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度的
探讨袁 我们邀请了三位老师袁 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袁 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深的交流与碰
撞袁 他们的观点对于爱读书的老师必定有一定的启发和思考遥 相信可以给大家带来启迪遥

个人可以永远处在蒙昧状态袁 或画地
为牢袁 或故步自封袁 或与世隔绝袁 或
与世无争袁 而且完全可以怡然自乐甚
至安享天年遥 但是袁 这是生命应有的
状态吗钥 这是我们所真正期待的生命
状态吗钥 所以袁 我常说院 阅读是一种
生命觉醒袁 阅读是一种自我启蒙袁 阅
读可以把我们的生命拔向更高处浴

一年读多少本书才心安
赵渝院 说到心安袁 那当然就是自
己的事了袁 这不会有统一的标准遥 我
认为只要是用心去读袁 读懂尧 读通尧
读透袁 哪怕一年只读一本书也是可以
心安的遥 书籍为我们提供广阔的视
野袁 启发我们以新的思路去解决困扰
我们的问题袁 但如果只是泛泛地读袁
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袁 那么读书的过程
就会变成被他人思想扫荡和奴役的过
程遥 所以袁 我的观点是少而精地读
书袁 读透到有实际收获方能心安遥
党玲芬院 何为心安钥 我的心安袁
是拥有专业自信和人生自信遥 在教学
上尧 班级管理上尧 对生命的理解上袁
以及在课程的规划与开发上袁 能够自
信地处理尧 从容地面对遥 面对生活的
逼仄尧 艰难的抉择尧 内心的波动时袁
能够自我调节尧 自我约束袁 建立起自
己内在的秩序遥
让我心安的阅读袁 在于形成自我
的阅读节奏遥 我不大在意阅读数量的
多少遥 我的阅读习惯是一天两三本甚
至三四本并行袁 觉得这样状态好袁 就
这样读遥
让我心安的阅读袁 更在于研究性
的阅读遥 课堂研究袁 是我这几年的一
个大的方向遥 我阅读于永正尧 黄厚
江尧 王崧舟等老师的书袁 研究他们的
教学艺术袁 体会他们秉承的教学理
念袁 去发现语文教学的规律袁 研究语
文教学的内涵袁 思考生命在课堂上的
状态袁 去实践尧 反思和提升遥
薛志芳院 其实袁 我一直秉持这样
一个观点院 读书袁 没有一定的量是不

会有质的飞跃的遥 但是袁 单纯地谈数
量也是没有意义的遥
我认为袁 我们做教师的袁 读书要
特别在意一点袁 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
阅读做到结构化尧 专业化尧 主题化遥
记住院 是 野适当数量冶袁 太少了绝对
不行袁 那种 野半部 叶论语曳 打天下袁
半部 叶论语曳 治天下冶 的时代已经过
去了遥 我个人的体会是袁 在每一个专
题或主题里面袁 我们都要尽可能去读
好那些根本书籍遥 这些源头的或上游
的书籍读好了袁 其他相关的书籍读起
来就会有一种触类旁通尧 以一当十尧
势如破竹的感觉遥
总之袁 不同的人阅读的价值取向
和方法是不一样的袁 不同的人阅读的
时间尧 精力和能力也是不大一样的袁
不同的书籍需要我们的投入更是不一
样的遥 但重要的是袁 我们要选对方
向袁 读好书袁 读书悟道尧 知行合一袁
进而才能有效助推我们的工作尧 专业
乃至生命深度跃迁遥

如何通过读书找到心安的归处
赵渝院 寻找心的归处袁 这是一辈
子的事遥 其实这个问题的准确意思是
如何通过读书帮助我们找到心的归
处遥 因为书并不是一个永恒安全的避
风港袁 它只是一种途径袁 一种前人为
我们开辟的包含了千万条道路的途
径遥 有它的指引袁 我们能更有信心地
奔向心的归处遥
人类书籍浩如烟海袁 进入书的世
界如同进入迷宫袁 开卷也并非全然有
益袁 而且袁 即使有益袁 今天翻开这本
觉得心有戚戚袁 明天翻开那本也如晤
知己袁 这就等于找到心的归处了吗钥
非也袁 那只是短暂的安稳尧 进步的幻
觉遥 书的真正作用是袁 它不停地将更
好的东西引进来袁 把源头活水注入我
们的心灵袁 虽然我们仍难免处在不安
稳之中袁 但我们获得了流动袁 我们在
洗濯自己袁 这出于内心需要也符合世
界需要的洗濯袁 便是心的归处遥

党玲芬院 首先能够与自己的书相
遇遥 这种书应该是原典型书籍袁 是指
奠定教师精神及学术根基袁 影响和形
成其专业思维方式的经典书籍遥 比
如袁 借助苏霍姆林斯基 叶给教师的建
议曳 的指引袁 我拥有了主题阅读的意
识袁 按图索骥袁 阅读了杜威尧 怀特
海尧 阿莫纳什维利尧 于永正袁 其中的
一些理论指导着我的课堂实践袁 而我
在课堂上的实践又能够对应着书中的
一些理论遥
其次在于打通 地阅读遥 多些客
观袁 多些思考袁 便不会被更多事项所
干扰袁 让自己变成一杯清水袁 看到自
己最透彻的内心袁 便能从书中更清晰
地看到世界袁 看明白事物的本质遥 经
过思考的过程袁 把自己的知识和所读
到知识相结合袁 或是相比较袁 打通它
们之间的一种联结袁 形成一种通透与
澄明遥
最后经由读书通向自由遥 读书袁
建立起自己内在的秩序袁 最终通向自
由遥
薛志芳院 如何从读书中寻找心灵
的栖息之所和灵魂的存放之地钥 要我
说袁 这个其实很简单袁 就是拿起
书要要
要读袁 就是让 我 们 的 阅读 日 常
化袁 让读书成为我们生活和生命里的
一部分遥
是的袁 书籍打 破了人类 自身的
时空局限袁 让我们懂得了我们的视
野之外还有世界袁 并不断地在一个
个更大更新的坐标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袁 放大了自我的存在袁 这就是读
书的妙处遥 所以袁 我常说袁 不管我
们生命的宫殿是富丽堂皇的还是荒
芜破败的袁 只要我们拿起了书袁 我
们精神和灵魂的深处一定会是润泽
丰厚尧 万物生长尧 生机勃勃尧 花香
四 溢的 遥 这 就 是 书 籍 独 特 的 恩 赐 袁
也是我们读书人应得的福祉袁 我们
必须珍惜浴
古人说院 野书到用时方恨少 冶袁
而我要说院 野书人合一心自安浴冶

野小小空降兵冶 养成记

能老师袁 自然要肩负起这样的重任遥
在幼儿园这个特殊的环境中袁 因
性别优势袁 男老师较女老师更容易受
孩子们的喜欢遥 更因所带课程的原
因袁 好玩尧 有趣的体能活动更受孩子
们的欢迎遥 于是我在各
班 也 发 展 了 一 部 分 野粉
丝冶遥 孩 子们 一周之 中
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我去
给他们上体能课了遥 每
次上课孩子们都会激动
好久袁 稚嫩的小脸上满
是兴奋和期待遥
近几年有雾霾天袁
冬天雾霾更为严重袁 幼
儿园自然也就减少了孩
子们户外活动的时间袁
但是袁 孩子们的体能锻
炼不能因此停滞遥 想办
野小小空降兵冶 进行时
法吧袁 于是袁 班级里的

桌子尧 椅子尧 垫子等物品顷刻之间变
身 成 体 育 器 械 遥 野钻 山 洞 冶 野 抢 椅
子冶 野贪吃蛇冶 野小小空降兵冶 等室
内体能游戏层出不穷遥
这些游戏不仅改变了孩子们对
雾霾天不 能在户外 活动的失落 心情 袁
也让孩子的体能得到了适时锻炼遥
孩子们最喜欢玩的体能游戏是前两
周我带大班的小朋友进行的一个游
戏要要
要野小 小 空 降 兵 冶 遥 在 课 程 环 节
设计里袁 孩子们需要从比自己身高
高一倍的高度跳到海绵垫上袁 锻炼
孩子的跳跃等技能遥
刚开始进行热身活动时袁 因为与
之前热身活动的内容一样袁 孩子们的
兴致并没有完全调动起来袁 有些懒
散遥 热身完毕以后进行课程导入袁 情
景式的导入一下子吸引了孩子们袁 当
孩子们第一次尝试时袁 对自己 野空降
兵冶 角色的新鲜感骤升袁 想冒险的欲

望也被完全调动起来遥 整节课进行得
特别顺利袁 其间有两三个孩子起初有
些害怕袁 面对那样的高度不敢站起身
来袁 必须得让班级姐姐扶着才敢站起
来袁 往下跳的时候袁 也需要姐姐完全
托着腋下才敢跳遥
经过我 和 班 级 姐姐 的 不 断 鼓 励袁
这几位孩子终于不再依托旁人的帮助袁
自己 勇敢地跳了 下去遥 挑 战成 功 后袁
孩子们稚嫩的脸上露出了自信的笑容遥
我一直笃信袁 锻炼不仅是身体
上的锻炼袁 更是心理素质的锻炼遥
多带孩子们进行体能活动袁 不仅让
孩子们拥有健康的体魄袁 孩子们在
活动中遇到的各种困难袁 身体机能
的各项发展袁 也能促进孩子们一些
优秀品质的提升袁 比如院 积极尧 乐
观尧 勇敢尧 自信尧 合作等遥
渊作者 单 位 院 新乡 市 塞 纳 春 天小
哈佛幼儿园冤

见教室里放着几个编织袋袁 我倡
议大家捡拾饮料瓶袁 变卖后可以给搞
点福利遥 学生一听有福利就热情高
涨袁 不到半个月就拾了六大袋遥 小坤
说院 野校园的饮料瓶都快被我们拾光
了遥冶
学生浩浩荡荡地拎着六大袋饮料
瓶袁 一路欢声笑语吸引了无数艳羡的
眼神遥
经过 清 点 称 重 后 袁 竟 然 卖 了 30
多元钱袁 这可乐坏了学生们袁 差点就
憋不住尖叫了遥 看着哗啦啦的钞票袁
想着该弄点啥福利呢钥 学生又叽叽喳
喳讨论起来遥 小鹏说院 野天冷袁 不如
买鸡蛋袁 老师负责煮熟袁 一人一个岂
不暖和浴冶
于是袁 教室里袁 一人一个热鸡
蛋袁 大家笑逐颜开吃着鸡蛋遥 那画面
好温馨尧 好令人兴奋啊浴 有人表示袁
下次还拾饮料瓶噎噎看着这充满暖意
的画面袁 我不由得咧开了嘴笑袁 好像
突然也忘掉了年龄袁 回到了童年美好
的时光遥
真是一班吃货啊浴
多年之后袁 也许我们教的知识学
生早已淡忘袁 但我确信这一幕将会深
深印在他们心底袁 成为他们一生中最
美好的回忆之一遥
渊作者单位院 襄 城县十里铺 镇初
中冤

摊上个当老师的妈
阴 张亚玲
宝贝院
虽然我们同在一个学校袁 但以前
我是班主任袁 开家长会时袁 我必须坚守
我的班级袁 从来没有参加过你班的家长
会遥 今天是你上九年级以来的第一次家
长会袁 爸爸有事不能参加袁 你很失望袁
但我说袁 作为妈妈袁 我会参加的遥
我正在处理着办公室的事情袁 忽
然手机响起袁 是你 们班主任的 电话遥
他问我是否参加家长会袁 说你等着急
了遥 我连声说院 野去去去浴冶 忙完工
作袁 我匆匆赶到教室袁 家长会已经开
始了遥
你是主持人遥 看着你落落大方的样
子袁 我很激动遥 似乎一转眼袁 你就长大
了袁 浑身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与美好遥
突然袁 我的手机震动起来袁 办公
室里又有事了浴 等办完事回来袁 却错
过了听你心声的机会遥
家长会结束袁 我称赞你主持得
好袁 你满脸委屈地 一甩手中的 本子袁
泪水刷地流了出来袁 生气地说院 野你
们都不在乎我袁 都不管我遥冶
我要说话袁 你愤愤地说院 野不听
你解释浴冶 我要看 你的发言 稿袁 你不
让遥 班主任告诉我袁 你写了爸妈对你
的影响袁 这是你第一次袒露心声袁 你
肯定希望我们能亲 耳聆听你的 感谢袁
可是袁 我却错过了遥 我错过的不止是
你的发言袁 还有你的成长历程遥
再多的解释 也于事无 补袁 宝贝 袁
对不起浴 谁让你摊上个当老师的妈浴
妈妈
渊作者单位院 宜阳县双语实验学校冤

我穿越了
阴 黄晓鹏
今天下午袁 妻子因病让我帮忙上
课遥 她教九年级两个班袁 这就给了我
与上一届部分学生重聚的机会浴
让我十分激动尧 欣慰的是袁 不管
我走进哪个班级上课袁 迎接我的都是
上一届学生热烈的欢呼尧 亲热的 问
好尧 鲜花绽放般的笑脸噎噎
课堂上袁 当他们尊敬地尧 认真地
聆听我的讲课袁 当去年的语文科代表
渊今年仍然是冤 快步走上讲台交学生的
作业袁 当我在讲台上一一细看他们一
张张熟悉的脸庞噎噎恍惚间袁 亦真亦
幻噎噎我又一次穿越时光之河回到了
去 年 的 班 级要要
要八 渊2冤 班 遥 那 么 温
馨尧 那么美好尧 那么快乐尧 那么骄傲浴
我的学生袁 你们还记得吗钥 在紧
张忙碌快节奏的学习生活中袁 我提醒
你们不要忘了诗与远方袁 要在课余时
间里袁 听听鸟鸣尧 看看花开尧 望望蓝
天白云遥 我的学生们袁 你们还记得吗钥
霞光万丈中袁 你们大声背诵我推荐的
课外古诗词曰 银色月光下袁 我们一起
静静欣赏优美动听的歌曲噎噎回忆渐
渐堆积袁 心潮汹涌澎湃遥 忽然间袁 我
百感交集尧 眼眶发热曰 忽然间袁 我有
一种想痛痛快快流泪的冲动浴
渊作者单位院 新野县上港乡初中冤
渊本版图片院 本报资料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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