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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杨赢并不排斥分数，在真正的语文

学习中求得分数，是杨赢孜孜以求的，他
称之为一条“精神的活路”。

大学毕业时，杨赢的老师对他们讲
过一句话：“有人说，教师给学生一杯水，
自己要有一桶水。但更重要的问题是，
要指给他们一条河。”他至今牢牢记着。
杨赢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教师不是教科
书知识的贩卖员，而是人类文化的摆渡
员，他要做的是将学生经由教科书摆渡
到人类最伟大的文化中去，最终送他们
登上人类文化的方舟。

备的是人生之课

教师要想有此担当，只能亲炙书本，
而非教科书。

杨赢备课从不拘泥于教科书，而是
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读书渐多，积累日
厚，你才能清楚你讲的每一课可以镶嵌
在人类广袤文化谱系中的什么位置，便
可以以全新的视野观照教育。”

教师的劳动和创造过程好比一条大
河，要靠许多小的溪流来滋养，只有不断
地通过学习和读书补充它的水量，才能
使这些小溪永远保持活力。杨赢读的书
很杂，不仅读文史哲等社科类书籍，物理
等学科也有所涉猎。正是这些“闲书”，
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天地。

杨赢的办公桌总是太拥挤。桌上
桌下都是书，文艺史哲，并存不悖，古

今中外，共处一室，他自己则被埋在书
的海洋里。学生找他谈话，他往往会随
手抽出一本相关的书籍。有学生和他
说起王鼎钧的《桃花流水杳然去》，他
立刻就问有没有读过齐邦媛的《巨流
河》；遇到爱看历史的学生，杨赢与他
们一起聊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
史》；遇上喜欢科幻小说的学生，他就
与他们一起聊刘慈欣的《三体》。

以前，杨赢总觉得学生不喜欢读书，
后来他发现，是环境让学生无法喜欢
——要读书，手边总要有书，有足够的书
供他们自由选择才行。因为负责学校文
学社工作，杨赢有机会获得了一间大教
室作为活动场地。于是，他拿出800本自
己的藏书放在这间教室里，建立了一个
小小的图书馆，作为第二课堂让学生自
由阅读。目前，这间教室书的数量还在
不断增加。

每个毕业的学生手上都会有杨赢送
的书，也许是过生日时送的余光中的《乡
愁四韵》，也许是参加辩论赛时送的鲁迅
的《花边文学》，也可能是读书报告会抢
到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杨赢说，与
学生分享图书让他对教学有了新的认
识：教学就是共享，只要我们放开手，就
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平时，你可能看不到杨赢备课，他读
的每一本书，也不是为了应付明天的
课。其实，他的备课是大备课，是用一生
时间准备的，备的是人生之课。也只有
这样的备课，才能赋予教书行为以灵魂，
使其上升为教育；也只有这样的备课，可
以让他从芜杂的细屑事务中超脱出来，
具有更广阔的视野和胸襟。

持微火者

杨赢的学生很有特点。他们转到其
他班级时，以善辩和渊博而著称，每当赢
得同学们敬佩的掌声时，他们总是谦虚
而自豪地来一句：“噢，这些都是以前杨
赢教我的！”

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学生很
温和。

犹记得高三开始，杨赢让学生写随
笔。没想到，随笔变成了垃圾桶，学生
的各种吐槽接踵而来。但杨赢始终十
分宽和，他告诉学生写文章要温和、理
性、多元。随着时间的流逝，学生们的
随笔开始渐渐发生变化，有的在写战争
和爱情的小说，有的在写科幻小说，有
的甚至将杨赢看做一个笔友，向他吐露
生 活 中 一 些 让 人 渴 望 又 让 人 烦 恼 的

事。杨赢也是一如既往温和、理性、多
元地接受。

“语文课成为这个荒诞世界里一丝
最真实的温情。”学生甘馨说。

2014届毕业生奚邦荣曾模仿雨果造
了一句格言——“要么成为老杨，要么一
事无成”。上了大学之后回望，他更是把
老师看作自己的思想启蒙者。他说，在
了无光明的道路上，杨赢手持微火，既照
亮自己，也照亮他人。而对学生而言，那
几步路走对了，剩下的路便好走了。

在努力让教育远离功利的过程中，
杨赢时常会用“好处”劝说学生——读书
吧，读书会帮助你考出好成绩。“每次看
到一张张疲惫的面庞，看到有的学生看
电影都能睡着，我在想，这样做究竟能有
多大裨益？”他也时常怀疑自己。

一届一届的学生中，毕业时能真正
爱上读书的其实为数不多，寥寥无几。
这时，杨赢也不免有些黯然，但随即觉得
自己这样想是否又陷入了功利之中，他
坚信，这些阅读和学习经历的作用会在
他们以后的人生中不断地显现出来，而
且会越来越明显。

“那美好的仗没有打完，所走的路没
有走尽，我希望带着学生去共读一本又
一本伟大的经典著作。”杨赢说。

杨赢：将学生引向更广阔的精神世界

本报讯（通讯员 周建明） 为扎实推
进和深化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进一步
调动教师投身课改的积极性，为广大课
改教师搭建交流、学习、提高、展示的平
台，日前，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第三届中小
学课堂教学改革好课堂大赛在商都县举
行，来自全市的278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
本次大赛。大赛由乌兰察布市教育局主
办，市教学研究室策划组织，商都县教育
科技体育局承办。大赛分高中、初中、小
学 3 个学段和 13 个学科，参赛教师来自
全市 11 个旗县市区和 7 所市直学校，是
从各旗县市区的好课堂比赛中脱颖而
出，推荐参加全市大赛。

近年来，乌兰察布市抓住教育教学
改革的关键点，整体推进中小学课堂教
学改革，带动了全市中小学办学水平的
全面提高。自 2015 年起，一年一度的
好课堂大赛成为检阅全市中小学课改
成果、推进学校和教师转变教育教学观
念的重要抓手。

为真正展现乌兰察布市课改成效，
促进教师深入参与课改，本次大赛在赛
事要求和形式上进行了一系列创新。
大赛评委既有全市课改专家组成员，也
有来自中国教师报“西北课改共同体”
的专家名师；参赛教师课前不允许与学
生见面，真正考验教师的课堂教学能

力；大赛评出的优秀选手和评委代表在
赛后上展示课，引入多元评价，既有教
师自评，也有上课学生、听课教师、赛
事评委和观课专家的共评。新颖的赛
事设计吸引了大批教师积极参赛，有多
位 50 多岁的老教师踊跃参加，其中年
龄最大的 57 岁。同时，本次大赛吸引
了一些教研员亲自“上阵”，与教师同
台竞技。

这种形式的全市性课堂教学大赛，
真正起到了以赛代训、以赛促学的目
的。为帮助参赛选手准确把握课堂教
学改革理念、提升课堂教学素养，赛前
特别安排内蒙古自治区教研室的专家

对教师进行专题培训。每天赛后都由
评委为当天选手进行评课，整个赛事结
束后进行全面总结。

大赛向全市教师开放，不仅参赛选
手可以相互观摩学习，而且允许其他教
师旁听和观摩。据了解，大赛期间，先后
有 2000 多人次的教师前来旁听，还有许
多大学教师参与听课和评课。

乌兰察布市教育局局长李琮表示，
本次大赛充分展示了全市课改工作的成
效和教师风貌，市教育局将进一步做好
服务，为学校和教师提供更多发展平台，
坚定不移推动全市教育教学改革深入开
展下去。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学校
课程一体化建设”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马朝宏） 6 月 14 日，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材发展研
究中心带领研究团队及各区县义教项
目、实验校课程负责人近 500 人走进北
京二中亦庄学校，召开以“深化教育领
域综合改革学校课程一体化建设”为主
题的学校课程建设研讨会。北京二中
亦庄学校分阅读、英语、科学、文综等四
大模块共开放 31 节课，进行全方位、全
年段的课程设计展示。校长王教凯介
绍了该校以“高品人才培养”为目标、构
建完善舒展生命的“1123”课程体系的
课改探索历程。大兴区教委副主任周
爱彬表示，北京二中亦庄学校通过课程
群、课程圈的横纵结构搭建，围绕整体
规划育人各个环节的改革，整合利用各
种资源，在落实全科育人、全程育人、全
员育人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北
京教育科学研究院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主任杨德军认为，北京二中亦庄学校的
课程正在逐渐向丰富的生态化课程结
构体系发展。

首届全国少儿节能减排绘画
书法作品征集大赛在京启动

本报讯（记者 郭瑞） 为进一步推
动全国校园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
日前，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
国家节能中心支持，中国节能协会主
办的首届全国少儿节能减排绘画书法
作品征集大赛暨首届全国校园节能减
排作品征集大赛在北京市海淀区翠微
小学启动。中国节能协会副主任房庆
表示，赛程将进行到年底，届时将评选
出节能减排优秀师生并给予奖励（详
情 请 登 录 大 赛 官 方 网 站 www.cesc-
china.cn）。

据介绍，本届大赛主题为“节能有
我、智慧生活”。学生们以自身生活、成
长、学习的经历作为背景，在教师辅导
下，以日常的社会实践为基础进行绘画
书法、作文、摄影等创作。

湖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举行中
小学戏曲展演

本报讯（通讯员 罗继敏） 日前，湖
北省荆门市东宝区举行首届中小学校
戏曲展演及戏曲广播体操比赛，此次活
动由荆门市东宝区委宣传部等单位主
办，荆门市实验小学承办。参加展演的
28个节目既有传统剧目《女驸马》《小女
婿》《智斗》等，也有师生自己创作的剧
目《接班人》等，涉及京剧、黄梅戏、楚
剧、豫剧等多个剧种；戏曲广播体操共
33所学校代表队参加比赛。据悉，荆门
市东宝区从 2016 年开始，全面推进“戏
曲进校园”工作，实现了戏曲演出、普及
教育、社团建设、特色活动全覆盖，初步
形成了具有荆门东宝特色的戏曲传承
新局面。

杭州市滨和小学“嘉年华”邀
家长一起办学

本报讯（记者 韩世文） 如何办好
新学校？日前，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
和小学用一场别开生面的教育“嘉年
华”做出回答。6月 17日，200多名家长
代表和“准学生”先后走进江南实验学
校月明校区和滨和小学，通过“六和启
梦”嘉年华“半日走班”课程论证会、滨
和厨师大PK和“种下一棵成长树”三大
主题活动，为即将竣工开学的滨和小学
把脉定向。该校副校长田燕芳表示，新
学校办学将坚持家长、学生说了算。此
次嘉年华系列活动，除了邀请专家把脉
学校课程设计外，还特别邀请家长和学
生做评委参与食堂建设，种下成长树，
寄语未来。

酒仙桥二小举办课程游园会
本报讯（记者 金锐） 日前，以“让

学生遇到最美课程”为主题的课程游园
会暨精品校本课程建设成果展示现场
会在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第二小学召
开。活动由该校师生共同参与、共同策
划，以“游园会”形式展开，学校 40 门校
本课程全面开放、同时呈现。与会嘉宾
通过听取学校汇报、深入课堂、实际参
与等形式，充分感受了学校课程的真实
效果和发展状态。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让课改成为教师的自觉追求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第三届“好课堂大赛”圆满落幕

什么是有效的师德建设？教师如何
做到自律与他律的统一？用传统的培训
方式是否能完成师德的有效转化与提
升？6 月 17 日，由敬德书院、中国教师
报、《中国教师》杂志社、北京师范大学教
育家书院主办，北京大学附属小学协办
的“中国教师·敬德会讲”本年度第二次
会讲在敬德书院举行，众多与会者围绕

“知行合一与教师德性”主题展开讨论。
一提起教师德性，大家首先想到的

是师德，进而想到的是各种宣讲和报告，
对此，常年与中小学教师打交道的北京
教育学院教授迟希新有不同看法：“我们
经常听到各种各样的理论和典型事迹，
但师德是否可以交流？是否强调了教师
的责任与担当，教师的师德境界就能得
到提升？如果师德建设也是用一种强势
灌输的模式，还会有效吗？”

迟希新特别展示了一幅漫画，漫
画中的教师拿着《思想品德》讲得很有

劲，但下面的听众却似乎昏昏欲睡。
“认识的转变是师德建设的前提，师德
培训可以采用讲座的方式，但不一定
能出效果，如何不让师德培训变为说
教？这可能是师德建设过程中的参与
者、经历者都要考虑的问题。师德不
是讲大道理，不能变成抽象的灌输，这
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道德实践转化的
问题。”迟希新说。

为此，迟希新特别强调，不要期待一
次讲座、一次宣讲就能解决师德问题，

“这个转化一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需要
教师认同和接纳，变成自己心里坚守的
东西，这个过程绝对不仅仅是认知的改
变，还有情感的发生与体验”。

如何完成这个转化，与会者不约而
同提到了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
一”理论。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研究员
任宝菊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理论进行
了重点阐释，在她看来，知行合一正是涵

养教师德性的理念和途径。
“教师不仅要有德性，还要将其转化

为一种德行，良好的德性不仅仅是融于
内心，更是外在行为的显现，在不断的实
践中，这种德性会品格化、气质化。”海淀
教科院院长、敬德书院执行副院长吴颍
惠如此解释她眼中的知行合一，在她看
来，教师的德性并非是天生的，而是在学
习反思过程中不断进行提升的。中国传
统知识分子追求的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认
知，而是一种道德行为，这才是优秀传统
文化最为精髓的部分。

“教师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要不
断地陶冶、修炼、修养师德，形成一种自
我约束、自我修养、自我提高的内在机
制，就像文化一样深入到骨髓中，进入
到血液里，内化为自己的一部分。而知
行合一思想为此提供了许多智慧和方
法。”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教师管理处调
研员赵建军说。

教师如何践行“知行合一”，落脚点
当然是在教书育人中。会讲的展示环
节，北大附小语文教学主任贾宁谈起了
学校的综合实践活动课，尤其是“与中国
古典诗词相遇”课程，眼睛里充满的是为
人师者的自信与感动。“通过这样的实
践活动，我们可以感受到孩子们的收获
不仅仅是知识能力方面的，还有情感态
度价值观，这些是最让我心动的。我
想，这种影响是隐性的，会慢慢滋润孩
子的生命。”在贾宁看来，知行合一与教
师德性最大的连接点就是爱——师生之
间的爱。

“教师的幸福感在哪里？不仅仅是
为学生付出，更是与学生共同成长，对于
真正的教师来说，知与行是密不可分
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是追逐太阳
的人，他们把向上的精神、博大的胸怀传
递给我们的孩子，让孩子们一生幸福。”
北大附小校长尹超说。

用知行合一涵养教师德性
□本报记者 康 丽

◤图片新闻◢

河南宝丰：
豫剧走进小学课堂

6 月 16 日，河南省宝丰
县组织豫剧团演员来到当
地山河路小学开展“戏曲进
校园”活动，小学生们在豫
剧 老 师 的 指 导 下 ，学 习 唱
腔、表演等知识，充分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何五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