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新江，廊坊师范学院计算机教师。今
年54岁，正在走向第33个教学年头。

从教多年的他，一直被一个问题困扰：
经过十几年被动灌输式学习的学生，进了
大学之后鲜有对学习感兴趣的，绝大多数
学生大学毕业后基本就与自主学习这件事
告别了。

20年前，廊坊师范学院创办信息技术
提高班，初衷是为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开辟

“第二课堂”，既不收学费，也不发毕业证，
学习时长也不固定。米新江作为提高班的
负责人，有了更多接触学生的机会。有些学
生身上表现出极强的学习力，他心想，能不
能把这些学生身上的特有品质提取、“复
制”，让更多的人成为拥有学习力的人？

米新江认为，信息时代知识更新的速
度太快，教师给学生再多的知识，都不足以
应付未来，最终决定发展状况的是每个人
的学习力。他坚信，培养学生的学习力，才
是教师的主要职能和教育的发展方向。于
是，提高班不再是教授知识的地方，而成了
再造学生学习力的实验场。

20年过去了，如今的提高班学生数量
变成了 400多人，开设的课程多达 200门，
教师还只是米新江一个人，提高班学制变
成了4年。这些分别来自生物、中文、经贸、
物理、化学、法律甚至体育等非计算机专业
的学生，利用四年的课余时间进行“业余”
计算机学习，全部都能拿到计算机自考本
科学历，几乎都能获得中国计算机软件工
程师中级职称，还有不少学生考上了计算
机专业的研究生；近两年来，这里的毕业生
初入职场平均月薪即可达到2万元。

原本普通的二本院校学生，经过 4 年
的业余时间学习，摇身一变成了月薪 2 万
的职场精英。估计所有听到这个数字的人
都迫不及待地想到提高班去看个究竟——
这些学生在提高班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接
受了怎样的教育？是什么让他们发生了这
样的转变？一个教师怎么给几百个学生开
上百门课程？

“我不负责直接解决问题”

走进提高班教室，看不见排排坐的课
桌椅和黑板，只见学生都对着电脑或看或
写，偶尔会有同学之间相互商量讨论着什
么。这里没有 45 分钟一节课的节奏，所有
学生的时间都是自由安排，可以自由出入
教室。所有教室里，没有看到任何有组织的
教学，能看到的只有学生在自学。这里没有
作业，也没有考试，毕业后也没有毕业证，
没有强制性，但学生都学得很投入。

2013 年进入提高班的张振华在这里
学习已经4年时间了。他告诉记者，刚来到
提高班时很不适应，因为学习遇到问题没
有老师为你“解答”，需要自己通过网络寻
找答案，最多也就是“师傅”（师哥师姐）给
你引导，需要自己去解决问题。从小习惯了
在老师那里寻求答案的他接受不了，当面
质问米新江：“老师，为什么我们有问题您
不能帮我们解决？”米新江告诉他：“在我这
里，不负责直接解决问题，你自己去查，找
不到答案去找你的师傅，几个年级的师傅
都解决不了，你再让你的师傅带着你来找
我，我再告诉你解决问题的思路、工具和资
源。”当时他很不解：老师直接告诉我们不
就ok了吗？为什么要卖关子？

直到后来，他们每个人都独立完成了
学生信息管理系统、机房收费系统、机房收
费系统重构等软件项目，每个人进入项目
组做项目，发现自己不仅已经具有了解决
问题的能力，而且有了自我学习的能力，还
具备了合作能力、组织能力……此时，他才
明白米新江的用意所在。“任何知识的价值
都远远小于我们的学习能力，获得了学习
能力，以后再学什么都没有问题”。

提高班里当学生提出知识性的问题

时，都要引导他们自己寻找答案。米新江
说，信息技术为人类的学习提供了极大的
便利条件，使自由、有目的、主动学习成为
可能。“提高班讲究的是一种活学活用、探
索性学习方式。教学从身边最基础的知识
开始讲起，告诉学生如何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锻炼学生的观察能力，激发学生的好奇
心，一步步让他们学会学习，喜欢学习”。

“提高班现在有四五百人，就我这么一
个老师，我的学生要学200门课程，这些课
程都是我一个人在教，你觉得可能吗？我只
不过是学校的组织者、服务者，我是一个桥
梁，是一个塑造者，是一个心理医生，是一
个后勤服务人员，学习的事情是他们自己
的事。”米新江说。

90%讲课内容与专业知识无关

学生都说听米新江讲课是一种享受，
因为他总能站在学生的角度与实际生活
相联系。想当年，他的课在廊坊师范学院
是很火的，很抽象的计算机知识被他掰开
揉碎再讲出来，所有学生一听就懂，而且
愿意听。

后来，米新江不愿意这样事无巨细地
讲了，因为他发现学生只听加工过的内容，
自己不看书、不学习，这不是他想要的结
果。他开始讲方法、讲背景、讲历史，结果愿
意听的学生越来越少。

但他一直坚持这样做。

在提高班，米新江讲课的对象主要是
刚进提高班的新生，课堂涉及范围广泛，大
到国家、世界，小到生活中的细节，讲历史、
哲学、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米新江
觉得教师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让学生知
道为什么要学习。

等到学生对学习有了兴趣，他就“消
失”了。

来自廊坊师范学院 2014 级市场营销
专业的宋荣凯，在提高班已经3年了，他觉
得米老师的讲课内容90%都与专业知识无
关，但米老师改变了他的学习观、人生观和
世界观。

他坦言，之前自己有一种矛盾心态：一
方面羡慕别人有钱，另一方面又觉得有钱
没什么了不起。米新江让他认识到，一个人
所获得的酬劳是社会对他所作贡献的一部
分回报，如果想变得富有，就要设法为社会
作出贡献。贡献越大，收获越大。所以，谈钱
并不可耻。

以前，不少学生与宋荣凯一样，认为坐
高铁是奢侈，用手机流量是浪费。一次米新
江谈到这个问题：“现在有些人竟然还不开
通流量，没坐过高铁，貌似省钱，其实是拒
绝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机会，放弃了时代
带给我们的红利，亏大了。”

诸如此类的理论，在跟随米新江学习
的过程中，学生会常常听到。学生说，我们
现在都有了“富人思维”。

不少学生都有过这种经历，以前参加

演讲比赛大家都推着不去，把这当成任务。
但在提高班，无论是项目组招人，还是打扫
卫生，大家都抢。在他们看来，抢的不是任
务，而是发展和成长的机会。

已经毕业的学生李社河，当初是因为
高薪的吸引而来提高班学技术的，但来了
之后发现，“提高班的技术学习不足 10%，
更多的是学习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些内
容是米老师授课最多的，他让我们懂得了
怎么让爱变得有力量，什么是感恩，如何做
一个有爱心的人……”

许多学生就是在享受米新江讲课的
过程中，不知不觉阅历丰富了，眼界开阔
了……学习原来真的可以带来快乐。

教师“六导”和“渔之以渔”

来自湖南的刘文彬 2013 年进入提高
班之前，是廊坊师范学院思想政治专业的
学生，4年的时间，这个纯文科男生斩获了
中国计算机软件设计师中级职称，成为北
京理工大学研究生，彻底变成了一个彪悍
的理工男。

不过，他觉得对自己最有意义的不是
这些，而是米新江对教育的认识和实践。

“那些以前只能在书本上看到的理论，项目
驱动式学习、阶梯式进步学习、体验式英语
学习……在提高班都得到了最佳的实践”。

提高班里，除了米新江没有其他教师。
教师不讲，主要是通过教学大纲，为学生制

订学习计划和路线图，搭建学习的阶梯，帮
助他们学会高效学习的方法。

米新江将自己称为“导师”，这个导师
与大学里所说的导师有所不同。

他的这个“导师”有“六导”，诱导——
激发学生对一个学科的学习兴趣；引导
——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学会品味其
中的乐趣；向导——给学生指引方向，少走
弯路；辅导——解决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
中的问题；指导——帮助学生掌握学习技
能，提升学习思想；制导——一旦出现异常
情况，及时指出并制止。

与教师“六导”相对应的是学生学习的
三个阶段，即“授之以欲，培养学生学习的
兴趣；受之以愉，让学生享受学习的快乐；
渔之以渔，学生自己摸索出捕鱼的方法”。

从提高班毕业的学生，基本都能够做
到“渔之以渔”。

刘文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016
年，他发现美国一个俱乐部的英语学习方
法很好，又了解到在中国并没有组织，于是
刘文彬联系了俱乐部创始人，并在创始人
的指导下创建了中国区的俱乐部，他自己
成为这个俱乐部中国区的负责人。受米新
江启发，他把“one for all, all for one ”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作为俱乐部的精神。
“这个过程中，我是非常幸福和兴奋

的，经常半夜三更睡不着，想着如何更好地
建设和发展廊坊师范学院信息技术提高
班。也是因为这些，自己成长得更快了，也
得到了米老师的高度认可和奖励。”说到未
来的理想，刘文彬立志要把提高班这种教
育方式传播到更多的地方去。

只有学生比他强，他才配当“老师”

一个人带四五百名学生，每个学生要
学习百余门课程，这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米新江说，这些课程不是自己一个人
开发的，200多门课程，许多提高班的往届
毕业生都参与了设计和开发。没有这些学
生，就没有今天的提高班。

在提高班，每个年级有自主管理委员
会，委员会又细分为学术委员会、纪律委员
会等，同时还会有不同的项目组、学习小组
等。这一套管理制度，也是米新江和学生在
20年时间里共同发展、共同改进而成的。

每个人都是别人的老师，同时又是
别人的学生，没有绝对的权威，米新江也
不是。他总说，我不如我的学生，他们会
的许多东西我都不会。在他看来，好老师
的第一标准就是要看教师教出了多少比
自己更强的学生，只有学生比教师强，教
师才配当“老师”。虽然米新江的科研能
力也很强，但他认为自己在教学上无疑
是更成功的。

“我的朋友问我，你给提高班的学生上
课那么努力，动力是什么？我的学生问我，
你办提高班坚持了20年，坚持的动力是什
么？学生家长不解，你为什么对你的学生那
么好？有人问我，你都50多岁了，你是怎么
掌握那么多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你想知道
我的答案吗？其实很简单，就是教学相长！”

米新江说，“不是我厉害，是这个时代
让这一切都成为可能。”

“在提高班，学生们充分利用信息技
术，克服了传统学习环境的弊端，实行开放
式学习，让全世界的老师都变成提高班学
生的老师。”米新江说。

进入信息时代，教师再也不是学生学
习的“天花板”，学生超越教师成为可能，也
更是发展的必然。

“我们的学习和管理都在网上。”说着，
米新江打开手机给记者演示，“你看，虽然
我不在教室里，但是我处理了许多班里的
事务”。每个人的学习、生活状况，每个组织
的运行管理情况，一目了然。而这些管理软
件，许多正是学生自己开发的。

米新江，河北廊坊人。其相貌堂
堂，国字脸，面色黝黑，微须，戴一银丝
眼镜，笑时有一酒窝挂于脸颊，发色浓
黑，乃不显其龄。其身微胖，其着装不
修边福；其吃食，每每素之，常以豆浆、
油条、咸菜食之，结账一元九角，阔绰
两元，结余以赠商贩，以邀买其心。

其早年，成绩斐然，全国两万人
参与高考，其两次高中，一次乃西安
交大，不幸，走之；二次河北大学，幸
之，完成学业，其主修物理学、计算
机，但长于文学，娴熟经史，其学术贯
穿中西，每每道之，凡人常以拇指上
竖，赞之！

其曾于两千年岁首，组建一社，起
名提高班，美其名曰：提高素质，提高
技术。其目的，嘉惠于学子，风行于四
海，无远弗届，喜讯以达京都；以世界
知识灌输国人，使民智大开；使海内侨

胞用之中国计算机操作系统。自此招
致学员九期矣，期期不同，期期出新
奇。愚与米偶遇，得其谆谆教诲，其传
吾道，授吾业，解吾惑。使我知识渐
开，吾于是乎转向即聪且明方向发
展。苦曰：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
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名
师之点播，不知学问之大也。吾尝终
日而思矣，不如在其社须臾之所学也。

其每每授课，多讲述哲学少涉猎
IT 业，每当其心情坦荡，常常幽默诙
谐。其名言警句：变是永远不变的；不
怕不知道，就怕不知道；学是永远学不
会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之以

欲、授之以愉。
提高班至今已有十三载历史，磕

磕绊绊，发展壮大，如今弟子近两百
人，能者多为业界大牛。究其原因：
提高班法度严明，先人云“故治国无
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
以持国”。提高班亦如此。世易时
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
药亦万变。次之，米老视弟子如子
女，遂成就势力，乃业界一霸。2011
年岁末，全国各地高校计算机专业代
表赴廊坊观摩研究米老教学，并给予
高度肯定。

由此，吾望此社日后定能为华夏
学习之典范！

此文，乃愚之拙见，唯恐见笑于
大方之家，如有不适，请宽吾罪过。

（作者系廊坊师范学院信息技术提
高班2011级学员，本文写于2012年）

米新江传
□邢金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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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新江 廊坊师范学院教授。
1993年至今，从事计算机教育
与技术研究工作，现任廊坊师范
学院计算机基础教学部主任。

推荐语
他一个人带着四个年级的

400 多名学生，开设 200 多门课
程；他按照每个学生的学习特
点和学习进度，给他们制定培
养计划；这些来自“二本”院校
的普通学生，毕业就可以拿到
2 万元的月薪，而且后续发展
力远远高于同龄人。别人说，
他创造了传奇，而他说，自己
只是挖掘出了潜藏在学生身
上的“学习生命力”。

□本报记者 马朝宏

米新江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传统
教师”，特别能讲，特别会讲，讲得很
好。枯燥抽象的计算机知识被他一
讲，学生不但学会了，还收获了满堂
的欢声笑语。假如他就这样下去，肯
定一直是个特别受欢迎的老师。

可是后来，也就是从 20 年前开
始，他不这样讲了。因为他看到了
未来的发展趋势——过去那种“预
学式”的“学成下山去打拼天下”的
教育注定要被淘汰，随着信息时代
的来临，终身学习成为必然，工作
岗位需要什么学什么。那大学干
什么呢？奠定学习的知识基础，培
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养成高效的学
习能力，对学习有一种发自心底的

热爱，这样的人才能终生、持续、有
效地学习。

于是，米新江创办了提高班，希
望自己的学生离开老师依然可以学
习，从而不断丰富自己漫长的人生。

我们总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
渔，而他讲，授之以渔也将成为历史，

“授人以欲，授之以愉，渔之以渔”才
是教育应该做的事。前两件事，是老
师要做的，而“渔”这件事，主语应该
是学生。不是你给学生捕鱼的方法，
而是他们要自己去创造、摸索，在这
个过程中不断强大自己。

如今，米新江一个人，400 个学
生，四个年级，但他胜似闲庭信步。
他的学生个个颇有学习能力、创新能

力、摸索能力，能够接受困难并且解
决困难，工作积极主动，能够独当一
面，一毕业就两万元的月薪足以说明
他们的能力。

几年前，“无师课堂”在业界引起
一片哗然，质疑声一片。而米新江呈
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鲜活的“无师课
堂”。“无师课堂”从来不是说不需要教
师，更不是抹杀教师的作用，而是强调
教师角色的转变，是教师从台前到幕
后的转变。

站在信息时代的课堂里，每个教
师确实都应该想清楚这样一个问题：

“师者，何为？”这是课堂的出发点，更
是教育的落脚点。

谨防，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记者手记

师者，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