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马朝宏 电话：010-82296738 执行主编：宋鸽 电话：010-82296728 投稿信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J I A O S H I C H E N G Z H A N G
2016年10月26日 探寻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8版

总有一些人，因为阴差阳错才成为一
名教师。

当年，蒯威抱着跳出农门的心态，在初
中升学时报考了师范专业。当时的他，数
理化三科接近满分，几门文科成绩只能说
是平庸，特别是语文才勉强及格。师范毕
业后，如愿走上讲台的蒯威，教的却是从小
就没有学好的语文。这样的语文底子，能
做好一名语文教师吗？

时间总能给我们最好的答案。20 年
后的蒯威，成为苏州工业园区学科带头人，
苏州工业园区第二实验小学语文代表人
物，地方教师眼里的民间特级……

总有一些人，好像天生就是来做老师的。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

蒯威还记得第一天上课是教《趵突泉》
一文，他紧张得把“趵”写成了“豹”，期中汇
报课时，又把“倔强”写成了“倔将”。这样
的开始，让蒯威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够胜
任这份工作。焦虑之中，片区的汇报课又
摆在面前，蒯威感到手足无措。此时，学校
邀请了邻校的陆老师给几位新教师做指
导，从那时起，蒯威才发现小学语文课这么
有嚼头。

陆老师近50岁，第一次见面时，他没有
谈备课，没有讲设计，而是邀请大家一起读
课文。他叮嘱蒯威不要着急备课，要先朗
读，再一字一句分析品悟，最后要像播音员
那样把课文朗读出来。陆老师的话像一把
钥匙，帮助蒯威打开了语文教学的大门。
于是，蒯威一有时间就对着空教室练习，用
录音机录下自己的朗读，读着读着，文本中
的人物形象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生动。此
后每次备课时，蒯威便抛开手头的教参、杂
志，开始独自与文本约会。有时轻声低吟，
如同品味清淡幽香的新茶；有时放声诵读，
又像是畅饮甘甜清凉的山泉。有时一边
读，一边记下每一遍的阅读感受；有时也会
把自己录下的朗读，再一遍一遍地回放、聆
听、纠正、改进……渐渐地，文本语言流进
了心间，人物形象活跃于脑海……课堂上，
许多精彩的片段不禁能出口成诵，赢得孩
子们的喜爱。同时，在蒯威的影响下，班级
的孩子们也慢慢爱上了朗读、背诵。

初入语文之门，蒯威在教学上的每一
点收获，几乎都与教材解读分不开。他常
说，文本解读的过程就像谈“恋爱”，每一位
教师，尤其是初为人师者，都应该像对待恋
人一样与文本幽会，真正做到“读‘你’千
遍，也不厌倦”。

在“教育写作”中锤炼自我

没有经过文字表达的思想是肤浅的。
对于蒯威来说，走上教育写作的道路却是
因为自己的一个文学梦。

这还要从蒯威读师范时说起。那是上
世纪90年代的苏北小城，学生的课余生活比
较单调，除了宿舍和班级，大家去得最多的
是学校图书馆、阅览室。而这些地方，也成
为蒯威阅读启蒙的场所，无论是《穆斯林的
葬礼》《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文学经典，还
是金庸、古龙等武侠小说，都像甘霖一般滋
润着这个思想贫瘠的少年。这样的阅读习
惯一直保持到蒯威工作以后，每年他都要花
费自己差不多一两个月的工资买书。

从读到写，这似乎是自发的过程。开
始是写日记，后来是写一些随笔、散文，慢
慢“瞄准”报纸杂志。那时候投稿是一件很
辛苦的事，没有电脑、没有打印机，全凭抄
写，还要认认真真、一笔一画地抄，因为这
里承载着个人的梦想。两年后的一天，蒯

威在当地晚报副刊上读到自己的文章，忍
不住叫出声来：“我的文章发表啦！”同事们
拿着报纸看了半天都找不到，原来文章是
用笔名写的。就这样，一个叫“路远”的人，
在当地的日报、晚报上陆续发表了诸多散
文、随笔。

写作能让人慢慢养成留心生活、静心
思考的习惯。蒯威随身带着一个小本子，
随时记录自己的“灵感”。有一次听到名师
于永正讲述自己的教育写作经历，蒯威突
然发现，文学梦那么陡峭，教育梦却近在眼
前！从那时起，蒯威开始用对待文学的虔
诚记录自己的教育教学生活。

说到教育写作，蒯威喜欢讲这么一则
小故事：从前，有两座一前一后的大山，山
上分别住着两个和尚。每天到山下打水成
了两人必须的工作，他们因此成为好友。3
年后的一天，前山的和尚发现后山的和尚
没有下山打水，便去探望。后山的和尚说，
他已经挖了一口井，以后再也不用下山打
水了。前山的和尚觉得奇怪，便问道：“你
每天和我一样念经、打水，没看你挖井啊？”
后山的和尚说，他每天下山打水前都坚持
挖两担土，从不间断，3 年下来，这口井也
就挖成了。

教师的工作与故事里的和尚打水有许
多相似之处：每天几乎做着同样的工作，今
天重复昨天的故事，注定是平凡、普通的。
然而，在教师专业成长的道路上可以发现，

两个和尚代表着两类教师，一类教师只是
把昨天复制到今天，今天再复制到明天，其
结果是把平凡做成平庸；而另一类教师则
在默默耕耘的同时，从不停下学习、思考、
研究的步伐，看上去他们与其他人一样上
班、下班，结果却是在平凡中作出了非凡的
成绩。这样的教师无疑是智慧的，而这其
中最常见的耕耘便是教育写作。

“少教多学”开启语文课改3.0

一个名师的成长道路上，总有几节关
键的课。

那是一堂随堂课。蒯威在南京外国语
学校仙林分校时，一天上课前，学校教师、
知名心理教育专家黎鹤龄走进了他的课
堂。蒯威上的是《剪枝的学问》一课，整节
课进行得非常顺利，在蒯威心里，这似乎称
得上是一节“完美”的课。交流时，黎鹤龄
拿出一张小纸片，上面是一张表格和密密
麻麻的小圆点，这是一张上课发言记录
表。数据是最有说服力的，这节课发言的
孩子是少数，甚至不用看，蒯威也知道是那
几个成绩优秀的孩子。回到住处，蒯威开
始认真反思，有时为了完成教学任务，为了
让课堂“顺”一点，明明知道还有许多孩子
对答案不太确定，却选择一些优秀孩子发
言，让课堂看上去很美。拿着这张小纸片，
蒯威却像捧着一块大石头。

课堂的目标是什么？教学的本质是
什么？谁才是课堂真正的主人……一连
串的问题撞击在蒯威的心头。他开始积
极尝试教学方式的变革，把孩子在课堂真
实的学习收获作为教学的根本出发点。
此后，蒯威认真思考不同孩子的不同情
况，设计不同层次的问题，尽量让每个孩
子都有发言的机会。上课时，蒯威也试着
放慢节奏，留给孩子们一些思考的时间。
慢慢地，他发现课堂在悄悄地变化，更多
的孩子参与到课堂交流，更多的思维碰撞
在班级产生。

当然，这距蒯威理想的语文课堂还很
远。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一座走
出了无数像叶圣陶这样教育大家的名城。
叶老提出的“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
在当代一批教育改革者的实践中得到验
证。于是，蒯威在自己的语文课堂开始积
极实践“教是为了不教”的教育思想，积极
尝试“少教多学”的教学策略。

带着这样的思考，从校级专题到市级
课题，再到省重点规划课题，蒯威和他的同
事们开始了积极的尝试。他们把“少教多
学”的策略与语文教学、小学课堂结合得更
加紧密，提出“少教”不只是时间上的“多
少”，更重要的是教学内容的选择；通过丰
富的学习活动，对关键内容展开有深度、有
层次的探究，发现文字背后的丰富内涵。
就在今年，“少教多学”实践的教学成果，在

2016 年苏州市首届教育成果奖评比中获
得特等奖。

站在课堂，你才是最好的教材

从教学策略到学科课程建设，应该是
一名成熟教师的职业自觉。一本语文教材
全国教师都在用，为什么教学效果不一
样？“因为站到自己的班级，你才是最好的
教材”，蒯威如此回答。

语文课文确实文质兼美，但毕竟都是
短文章、小文章，学生的阅读得不到拓展。
每学期，蒯威都会组织学生开展长篇小说
主题阅读。这种主题阅读以作家为单元，
曹文轩、金波、杨红樱、林格伦等，一个个走
进了孩子们的生活。图书推荐、人物评价、
片段欣赏，蒯威把这些“大部头”当作“课
文”来教。每次读完一篇“大文章”，蒯威就
会组织孩子们进行汇报展示，《草房子》《青
铜葵花》改编剧本表演感动了每个人。读

“大文章”不过瘾，蒯威还鼓励孩子们写“大
文章”，他们班的个性作业，从过去的循环
日记，变成了循环小说、绘本故事、日记连
载，作家梦渐渐根植到孩子们的心田。“虽
然我无法圆自己的文学梦，但这里或许会
有孩子帮我实现梦想。”谈到孩子们的小说
作品、绘本故事，蒯威自豪地说。

作文教学也是如此，蒯威在教材之外
开发各种素材，鼓励孩子们乐写、多写。遇
到好作文，他总是见缝插针地读给孩子们
听。为了调动孩子们参与的热情，蒯威组
织学生编辑班级作文报，并鼓励孩子们积
极给班报投稿，《春雨报》应运而生。如今，

《春雨报》已经成为班级学生学习生活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为了把作文与孩子们的日常生活联系
起来，蒯威在教室布置上动起了脑筋，只是
教室“寸土寸金”，从哪儿找到一个比较开阔
的空间呢？一次，他到隔壁班级听课，只见
这个班级一侧的墙壁贴满了孩子们的优秀
作业，不觉眼前一亮，这么长一条走廊，正可
以开辟成“作文长廊”。于是，他组织班级宣
传委员着手设计、布置，以“作文长廊”的形
式重点展示孩子们的作文成果，交流写作心
得。“作文长廊”分成了这样几个栏目：发表
作文登记、《春雨》作文报展示、优秀习作评
析。有了这条“作文长廊”，孩子们又多了一
个展示成绩、欣赏佳作的平台。

有一年，蒯威接手了一个新班。在学
期结束的考试中，语文作文题目是“印象最
深的一个人”。批改试卷时，来自不同学校
的教师对一本试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
本试卷中的作文一半以上写的是他们的语
文教师，其中一个孩子写道：“上语文课就
像看动画片一样吸引人，就怕错过那些精
彩的镜头。”阅卷教师都想看看究竟写的是
哪位教师，直到试卷拆封谜底才揭晓，原来
这位走进孩子心里的教师就是蒯威。

一直以来，蒯威把孩子的这句话当作
最高赞赏，也当作自己永远的目标——让
自己的语文课像动画片一样吸引孩子。

班级生活少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同样，
班级管理也难见一招制胜的永恒定律。往
往就是从班级的那些小事着手，不断改革
创新，把这些小事做好做到位，才能把班级
这个大家庭带好、经营好。

在我们班，没有大家常见的值日表。
以前，我们也有过。记得每个学期开学

的时候，为了排好值日表，总要考虑一番，照
顾到每个孩子个子的高矮、力气的大小等。
可等到值日表公布后，又总有一些孩子不满
意。一天，望着孩子们值日时忙碌、混乱还有
些推诿的情景，我开始思考：值日的目的是什
么？难道仅仅是把教室打扫干净吗？我想，
值日工作更重要的是让每个孩子爱劳动、会
劳动，还要在值日中学会合作，培养责任意
识、集体荣誉感。这么看来，值日不可谓不重
要。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

正巧，当时我们班有48人。于是，我开
始大刀阔斧进行值日工作改革：取消值日
表，按座位安排值日。具体做法是：星期一
第一排同学值日，星期二第二排同学值日，
依此类推；逢单周，每组左边同学扫地，右边

同学整理桌椅，双周交换。最后一排同学都
是班级里的高个子，正好负责擦黑板和整理
讲台，从左向右，每天一人。这样一分工，每
天值日的人一目了然，每人职责明确。

在这样的值日安排中，不仅每个人能
够参与值日，还能够锻炼不同的劳动能
力。在值日过程中，孩子们发现同桌之间

（也就是扫地和排桌椅的同学）特别需要合
作，这周你帮我，下周我帮你，互相体谅、互
相帮忙。就这样，值日时再没有推诿、吵闹
声，每次值日10分钟左右就能完成，可谓又
快又好。

最后，我微笑着说：“现在我们没有值
日表了，如果哪一天连值日生也没有了，那
才是我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果要问我们班干什么”工作“的人最
多，孩子们就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做“助
理”的最多！的确，不到 50 人的班级，做

“助理”的就有近20人。
以语文课代表为例，全班有5名助理，这

主要是依据语文学科的作业情况配置的。语
文作业主要有听写、大作文、小作文、习字册

和补充习题，分别为1、2、3、4、5号本。5名语
文助理的主要职责是分别负责这五项作业的
收发、预检、订正，及时向语文课代表汇报作
业数量、总体质量，特别是要督促、辅导个别
作业速度慢的同学及时完成作业。。

除了这些常规工作的“助理”外，我们
班还有一些特色“助理”。比如，做过语文课
代表的学生，如果工作认真、成绩显著，可以
被聘为“语文教师助理”。再比如，为了让更
多的学生得到锻炼，班长一般不连任，必须
间隔一届重新竞选。这样一来，班上大大
小小的助理，可谓“蔚为壮观”。

在这些具体而琐碎的班级事务中，我真
切地体会到：要想实现班级发展目标，更多地
需要教师于小处着手，于细微处着手，创新方
法，扎实推进，班级管理会更有成效。

现在，你要问我，幸福在哪里？我会毫
不犹豫地告诉你，教师的幸福在课堂。课
堂是孩子学习最重要的渠道，是教师与学
生交流最有效的场所。或许，我们中绝大
部分教师不能成为像于永正、薛法根那样
的名师，但我们可以认真上好每天的课，让
每个学生在每节课都学有所得。

我要的就是这种稳稳的幸福，不张扬，
但很真实。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第
二实验小学）

稳稳的幸福
□蒯 威

链 接

蒯威在语文课上融入蒯威在语文课上融入
戏剧元素戏剧元素，，图为学生进行送图为学生进行送
别时的对话表演别时的对话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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蒯威：
让语文课“像动画片一样好看”

□本报记者 宋 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