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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广告公益广告

自从吴江区教育局希望我主持这
个工作室以来，我一直牵挂着这件事。
受命了，总要不辱使命。来此的诸位
可能在想：这个张菊荣，这个工作室，
能给自己什么呢？当你想着“给”的时
候，可能一开始就要失望了。因为，在
我设想的众多方案中，几乎就没有这
个“给”字。

记得 2009年我到汾湖实小的时
候，有人说，你可以实现你的很多想法
了，可是我说，我真没有一揽子想法，
我相信的是，我们可以一起创造；
2017 年我到吴江实小的时候，我也
说，我没有什么，但是我相信，在这个
时刻、在这个地方、我们这样的一些
人，相遇了，一起面对，就会创造出些
什么来。此时此地此情此境，是这么
一群人，与那样一群人，是不一样
的——所谓文化，大概也就是这个意
思吧。这里需要的不是等着人来

“给”，而是你来“给出”。我们可能是
在践行一位未来学家所说的观点：未
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是我们一
起创造的地方。

我们会到哪里去呢？3年，一晃就
会过去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个人
的 3年，弹指一挥间。但是，3年，也是
一个不短的时间。我不知道用怎样的
方式来开始我们 3年的旅程。本来，
想见面与大家商量的，但是，我不想

等。这个世界就这样，总以为很多好
事等等就会来的，可是最后可能什么
也等不到。

一起走吧，马上出发！
我暂时地给我们工作室的行动方

式作了一个描述：
是沉浸的，而不是分离的。这有

点难，幸亏有网络，幸亏有群，我们每
天都应该在这里做精神的会面，如果
没有这样的会面，我们就处于分离的
状态，处于分离的状态，是很难有相互
的熏陶的。

是共生的，而不是单向的。所以
这里没有“导师”，是在共同生活的过
程中相互的成就，在这样的情境中，希
望每一个人不断产生与发表新鲜的思
考，而每一个人的思考又引发伙伴的
思考，我们要创造这种共生的景观，让
思想欲罢不能。

是互动的，不是独白的。不是来
到一个地方，把自己要说的话像交作
业一样完成了就算了，而是要关注他
人，与他人形成良好的互动，这样，我
们才会不寂寞，要不然，哪怕是在一群
人中，我们依然是封闭的。

是现场的，而不是纸上谈兵的。
我们离不开现场，在现场，或者基于
现场。我们当然乐于理论上的精进，
但是我们要琢磨的是：如何在复杂的
现场不断地处理理论问题——在我

看来，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密钥。事
实上，在学校的现场充满了理论问
题，理论与实践原本是一枚硬币的两
个面，理论与实践原本就是不可须臾
分离的。

是表达的，而不是默默无语的。
一个人的省思可以是沉默的，但是一
个团队的思考不能是默默无语的，谁
都不来贡献智慧，我们就无法构建智
力激荡的文化。我们反对轻浮的夸
夸其谈，反对从书本到书本，反对离
开了“做”的说，也反对只顾自己表达
痛快而不顾听者感受的无节制言说，
但我们的确该提升我们的话语能
力——话语的背后，是思维方式，而
思维方式对于一个专业化的校长来
说，该有多么重要，那是他处理学校
事务、看待整个世界的强大体系！也
许，作为工作室主持人来说，最大的
梦想，是 3年之后，大伙儿思维方式的
改进，不是固守自己的原有，也不是
抛弃自己的本来，而是在蓦然回首中
发现自己已然走远。而思维方式的
前台，就是话语方式。

是持续的，而不是断断续续的。
思维方式的改进，不是一日之功；更不
是守株待兔可以获得。没有一种力量
比“持续”更为强大。在汾湖实小，我
们把校训确定为“恒”，“亡而为有，虚
而为盈，约而为泰，难乎有恒矣”；在吴

江实小，我们总结一所学校的成长公
式：对头的方向×对路的方面×持之以
恒的努力×团队。“努力”，或者说“努力
一下”，这是谁都能做的，但是，我们能

“持之以恒”去努力吗？
我想，从今天起，我们做一件事：

每日一语。每日一语。这一语，就是
我们对世界的思考，对自己的省思。
总是因为什么，有一点触动，然后就有
了这一句话。然后，你可以用几行字
来说明它，它的意义所在，它的来龙去
脉——当然，你也可以不作解释，就这
句话；也可以长篇发挥。但不管怎么
样，“每日一语”，你一定得完成。

每日一语，就让我们沉浸，让我们
共生，让我们互动，让我们思考现场，
让我们学会表达，让我们告诉自己，也
告诉人们，什么叫“坚持”。每日一语，
不论你天气好坏，不论心情阴晴！你
不要说，今天实在太忙了，写不出来
了——事实上，越是忙的时候，越是要
思考，否则就会“整日忙忙，碌碌无
为”。每日一语，我们的精神会面，是
我们存在的标志。

日有所得，日有所语。我们就从
这里开始，我们就从今天开始。

（作者系吴江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总校长，本文摘自苏州市吴江区“张菊
荣名校长工作室”成立后作者写给工
作室成员的一封信，有删改）

一起出发
■张菊荣

和高峰的缘分，始于他读高二时；
然而，真正让我们产生深度共鸣的，却
是20年后的一本书。

那时候，他在胜利石油管理局教
育培训处工作。在山东，一听到“胜利

油田”四个字，不论男女老少，不管职
位高低，立即会肃然起敬。那时候，我
已经到高密市教委工作，记得高峰到
教委看我的时候，我的办公桌上放着
十几本《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苏霍
姆林斯基的一段话引起了我们的深度
共鸣。

“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规定了给
予学生的各种知识，但却没有规定给
予学生的一样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
幸福。我们的教育信念应该是，培养
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
出来的人都能够幸福地度过自己的
一生。”

当然，让我没想到的是，回到胜利
油田后高峰很快辞掉了被普遍认为前
途无量的工作，主动要求到一所条件
一般的小学工作。这让母校的老师们
颇为惋惜。

他和老师们的殚精竭虑卓有成
效，很快，他们学校不仅深受孩子和家
长的喜爱，而且被诸多教育同行誉为
中国的巴学园和帕夫雷什。这也让我

和母校的老师们倍感欣慰。再后来，
高峰不断寻找制高点，博学审问，逐渐
让幸福教育在校园里走向成熟。正如
他在书里写的那样，其间跨越了千沟
万壑，经历了荆棘塞途，说高峰和他的
老师们在幸福教育的教育人生中饱受
风霜并不为过。正如冰心所言，“成功
的花，人们只惊羡它现时的明艳，然而
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
满了牺牲的血雨”。

从高峰幸福教育的职业生涯里，
我体悟到很多。

首先，与我们对幸福的定义和对
幸福的态度有关。如果我们不能从孩
子们的成长中体味到幸福，我们的教
育生涯就难以持续。正如高峰在书中
所说，没有幸福的教师，就没有幸福的
学生。说实话，在如此价值多元的年
代，让人们在校园里体悟到幸福并非
易事。高峰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有他
们的玉泉小学为证。在这所学校里，
幸福已经溢出校园，深刻地影响到周
围的社区。这是特别难能可贵的。

高峰的矢志不移有点儿代表了山
东高密西乡人的一些特征，这可能也
正是高峰的幸福教育能够一路茁壮成
长的原因之一。许多时候，我们很难
经得起风起云涌的变化，当面对一些
新的风尚、新的变局时，我们常常不知
所措，甚至随波逐流。不忘初心其实
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品格。而高峰笃
定、坚守 20多年，有人说他内心强大，
我深以为然。

其次，高峰敢于放弃的人生态度，
也是非同一般。如果不做校长，高峰
完全可以有另外一条更顺畅的坦途。
以我对他的了解，凭他的主管领导和
同行对他的欣赏，他肯定可以在更大
的平台上建功立业。如果不做幸福教
育，他也完全可以顺势为之而赢得更
多。然而，高峰没有选择那样的道路，
他毅然放弃了许多唾手可得的名利，
一路跋涉，一路欢歌。其实，这也正是
我希望看到的高峰。

（本文系《推开幸福教育之门》一
书的序言，有删改）

推开一扇窗
■李希贵

速新书 览

《推开幸福教育之门》
高峰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行教育 思

行人生 板

老家的阁楼上有辆二八大杠。
时间冲淡了儿时的记忆，我只能隐约记起父亲

曾骑着它载我兜风的画面。闪亮的车身，高高的大
杠，斜坐在大杠上的幼小的我，清脆的车铃，匀速旋
转的细细的车轮，还有我背后倚着的宽阔而温暖的
胸膛。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辆二八大杠不再亮闪闪了
呢？我又有多久没有和父亲心贴心地交流过呢？

也许是从我上小学，与父亲之间有了绕不开的作
业问题的时候；也许是从我上了初中，住校不常回家
的时候；也许是从我上了高中，忙于学业的时候；也许
是从我上了大学，被新鲜事物迷了眼的时候……

偶然有一天，我看到老家阁楼上的这辆二八大
杠。它倔强地立在阁楼的角落里，满身的灰尘似是
时间的年轮。细看之下，这又不是记忆中那辆载着
我经历风雨的二八大杠。父亲骑着载我的那辆是永
久牌的，而这辆二八大杠是凤凰牌的。

“找到了吗？”看到我许久没有下楼，母亲上来找
我了。这时我方才想起，我是上来帮母亲找她的老
蒲扇的。母亲也看到了二八大杠，“还记得这辆车
吗？哦，你是不记得的……”

“之前那辆去哪儿了？”我好奇。
据母亲说，之前那辆二八大杠丢在送我去医院

的路上。5岁那年冬天，我半夜发起了高烧，父亲骑
着那辆二八大杠载着母亲和我去医院。二八大杠细
细的轮子不耐冰雪，还没骑到三分之一的路程，便打
了滑。父亲只顾着护住我和母亲，二八大杠滑跌到
了沟里。母亲吃力地抱着烧得迷迷糊糊的我，从沟
里拉出了前轮胎已经变形的二八大杠。车是不能再
骑了，父亲把它停在了路边，冒着风雪，用军大衣裹
着我走了6公里路，赶到了医院。

等父亲再想起那辆二八大杠的时候，已经是两
天后了。毫无悬念的，永久牌的二八大杠丢了。那
是母亲的陪嫁，父亲又自责，又心疼。

20世纪 80年代，一辆永久牌的二八大杠相当于
父亲 4个半月的工资。虽然那时生活相对拮据，但
他舍不得母亲难过，父亲打定主意要再买一辆新的。

于是，父亲过上了省吃俭用的日子。在这之前，家
中最大的开销就是书，父亲爱买书，在这之后，父亲列了
一份书单，将我想要的书放到了前面，却把自己喜欢的
书排到了最后。他努力缩减着每个月买书的开支。

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终于推回一辆崭新的二八
大杠，而我却再也没有坐过它。看着眼前黑漆漆的
二八大杠，我的眼前浮现起父亲坚毅的脸庞。

等父亲回家，我想给他一个拥抱。

二八大杠
■武青

“读书之初”的温暖记忆

读书，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情。求学阶
段，我们在读书中获得学识和认知，并赖以奠定和形
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工作之余，我们从阅读
中获得体验和力量，进而坚定砥砺前行的勇气和方
向。在 40多年的读书生涯中，我感到最为深刻和温
暖的读书记忆，要算是小学阶段的读书经历了。

1979年，我进入南通海安的一所乡村小学，开
启了“读书之初”的学习生涯。记得一年级学的第一
篇课文只有两句话——“我爱北京天安门，我爱南京
长江大桥”。班主任薛来银老师带着我们一字一句
反复朗读，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深深扎下了爱国的
种子，油然生发起自信的豪情。从那时起，我们懵懵
懂懂地意识到，读书是件美好的事情，它可以帮助我
们了解很多不知道的东西。

小学阶段，读书和识字总是联系在一起。人生
最先学到的一些字，至今记忆犹新：上中下，人口手；
山石土田，木禾米竹……就像古人读《三字经》《百家
姓》一样，我们的读书识字就从这里起步了。二年级
的时候，老师要求每位学生买一本新华字典，虽然只
有两毛八分钱，但在那个经济拮据的年代，已算是一
笔不小的开支。我不敢跟父亲说，只能偷偷告诉母
亲，母亲就让我悄悄从家里拿了 4个鸡蛋，到代销点
换了 3毛钱。这件事至今难以忘怀，因为它让我真
切感受到读书的来之不易。

20世纪 70年代的农村小学，学生能读到的书除
了课本之外，真是屈指可数。我所在学校订阅的课
外读物，就只有一本《儿童时代》。我见过一两回，爱
不释手，但因为是大家轮着看，所以只能粗粗浏览就
得传给其他同学。幸运的是，升入五年级的时候，我
们遇到了李志善老师。他既是我们的班主任，也是
我们的语文老师。李老师博览群书，多才多艺，说起
话来字正腔圆，课堂板书方方正正，会唱戏曲，能讲
故事。李老师利用每天下午的活动课时间，给我们
讲薛仁贵的故事，他讲故事善用悬念、多用描述，让
人身临其境，就像收音机里“说书”一样引人入胜。
李老师的“说书”对我们而言其实也是一种读书，它
不仅弥补了我们课外阅读的不足，而且带我们走进
了中国文学的宝库，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启悟了我们
的思维。

读书，也是个广义的概念。除了读好学校的“有
字之书”外，更要读好生活的“无字之书”。我最早形
成这样的认识，是在小学三年级。班主任范景春老
师为了丰富学生的课外生活，经常给我们表演一些
魔术。他拿着一个空盒子，先展示给我们看，然后藏
到教室的门后，不一会儿，盒子里就无中生有“变”出
了鸽子。我们很好奇，特别想知道那个百宝盒的“机
关”究竟在哪里。范老师就因势利导：大家既要认真
学好课本上的“已知”，更要勇于探索生活中“未知”。

如今 40多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读书之初的那
段经历，真是感慨万千。这其中有感激，因为它奠定
了我一辈子的读书追求；这其中也有温暖，因为它照
亮了我一生的成长之路。

■濮端华

随闲庭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