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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特刊·人物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8版2017年9月13日

贲老师趣味肖像
多数人认为，数学教师是严谨、缜密、一丝不苟的同义语。但我发现，

我们的贲老师更多的还是睿智、诙谐与敏锐。这不，我就给数学贲老师总
结了三点：逗、笨、精。

说起贲老师的“逗”可是全校闻名。在课堂上，贲老师随口说出的话，
时常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但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初次给我们上课时的情
景。“贲友林”三个大字清晰地出现在黑板上时，他转身抬头，笑着说：“我叫
贲友林。”顿时，全班哗然。贲老师说：“我知道你们在笑我的名字，但时间
长了你们会明白，‘贲’并不总是等于‘笨’。”

不过，聪明的贲老师有时也表现出“笨”来。比如学习分数应用题，我们
都觉得问题简单，贲老师却说对此问题没有弄懂，让大家自由讨论。其实，这
是贲老师良苦用心的“笨”，真是“笨”得其所！

贲老师的“精”也无人不知。有一次数学单元测试，试题简单，不少同
学做完后偷偷搞起地下活动。贲老师发现大家态度不对，便来巡视，发现
了同学们的小动作。从此，我们给他起了一个谐音外号——“贲幽灵”。

正是贲老师这一逗、一笨、一精，让我们对原本枯燥无味的数学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激励着我们永攀数学高峰！ （留美学生 卫恪锐）

“我们每个人都谈小时候的理想，我
小时候没有理想！直到初三毕业时，我都
不知道中师毕业以后是做小学老师的。
我做老师是典型的先结婚后恋爱，后来发
现这是一场马拉松式的轰轰烈烈的恋爱，
直到现在，我还在恋爱之中，保持恋爱的
感觉真的太美好了。”南京师范大学附属
小学数学教师贲友林说。

不仅一直保持着热恋状态，贲友林还
把每节课都用文字记录下来，成为他与学
生之间一纸甜蜜情书。再后来，这纸情书
公之于众，成为《此岸与彼岸——我的数
学教学手记》《此岸与彼岸 2》《现场与背
后》……

生于上世纪 70 年代的贲友林，为师
27 年，获奖无数，他却认为是教师这一职
业成就了自己，使他成为“全人”。

一个人的教学史

从农村小学、城镇小学到城市小学，
贲友林一路上升，听到称赞的话很多，但他
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与所有教师一样，如果
有一点值得骄傲的，那就是他的坚持与追
求，追求有创意的课堂教学，追求深刻的教
育思考。

回首课堂教学之路，从最初的蹒跚学
步到现在的步态从容，贲友林经历、体验过
糊涂、失败、窘迫、平淡、涅槃……

1990 年秋，贲友林怀揣着一纸“优秀
毕业生”证书走出南通师范学校的大门，回
到了儿时的母校——一所只有 6 个年级 6
个班、180 个学生、9 名教师的农村小学。
教室还是 6 年前的模样，教师还是原来教
过他的那些教师。唯有学生，毕业了一届
又一届。由于学校需要，贲友林作为“替
补”成为一名数学教师。

不久，乡教委组织听课。贲友林根据
教学进度，在五年级上了一节小数乘法简
便运算，设计教学方案时采用当时影响甚
大且很“流行”的尝试教学法。一节课在惶
惶不安中结束了，却意外地得到了听课领
导的好评。

糊里糊涂的贲友林在课堂教学得到领
导好评的同时，朦朦胧胧地意识到：教师的
看家本领在课堂。要想做一名好教师，一
定要能上好课。于是，上好数学课成为贲
友林当时的目标。

在这年的秋冬之交，乡教委组织青年
教师课堂教学比赛。这一次，贲友林准备
得更充分。说是准备，其实也借鉴了许多
他人的教学形式，课上得热闹非凡，却没再
得到意料中的称赞。这让自鸣得意的贲友
林开始反思，并逐渐形成习惯。

2001年，贲友林通过县、市、省层层数
学课堂教学比赛的选拔，最后获得了到山
东淄博参加全国赛课的机会。比赛结束后
的回程路上，贲友林有机会登一次泰山，那
时，意气风发的他，看到泰山日出时仿佛望
到了“上帝抖落的一片金光”。但仅仅几秒
钟的工夫，绚烂复归平静。下山时，贲友林
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下走，突然间他明
白了“我，还是我！后面的路，还得如此这
般，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踏踏实实地走稳、
走好！全国一等奖，犹如泰山日出，那只是
给我曾经上过的一节数学课套上美丽的光
环。今后，我还得在课堂中继续下真功夫、
硬功夫”。

看见自己，看懂学生

听过贲友林讲课的人都有一个共鸣，
他不煽情，课件也做得很简单，几乎没有什
么套路。但是，就是在这样看似朴实无华
的课堂上，学生在老师设计的一个个活动
环节后，自然地把自己的所见、所感、所思
与大家交流。

因为，他的眼中有学生，贲友林说“对

学生视而不见的人，对自己也是盲目的”。
仍旧是那次全国赛课，省复赛过后，专

家们对贲友林的课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
了许多修改建议，贲友林都认真记录下
来。回到学校，贲友林根据笔记对教学设
计大刀阔斧重新修改，可再次试教时，怎么
也找不回上课的感觉，听课的教师也面露
抱憾之色，觉得这节课变成了“四不像”，原
先的一些特点突然间销声匿迹。专家的建
议和指点使贲友林认识到，要从课中找回

“自我”。后来，贲友林恢复了原先的多处
设计，最终获全国比赛一等奖。

课堂，必然带着教师个人的印记，没有
个性的课不可能是好课。参加比赛，让贲
友林更加理性和审慎。

在原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校长闫勤
看来，贲友林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理想主
义者。

他固执。一节公开课，上课内容是《分
数的基本性质》。公开课的现场，有南京市
各区小学数学教研员、各区数学教学骨干
教师以及来自香港的教师与学生团、来自
江苏启东的教师团等近300人。

听完这节课，有老师啧啧赞叹，直言他
们被学生的表现征服了。有老师提出异
议，是否有必要花这么多的时间让学生讨
论交流，因为这不是教材中的重点内容
……有老师坦诚建议，课堂节奏是否可以
快一点？

面对质疑，贲友林笑着回应：教师关注
教什么，“教材”是依据，但从学生学的角度
看，“教材”是例子，是引子。数学学习比习
得知识更有意义和品质的是，打开学生的
思考，让学生享受数学思考的酸甜苦辣，发
现“原来如此”“原来并非如此”，感受思考、
交流数学问题获得的“解放感”。

贲友林固执的是“学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学为中心”的课堂，并不否定、排斥

“教”，当“教”与“学”发生冲突，则根据学生
的学习需求修正教学过程，保证所有的教
学活动都能促进学生的学习。

贲友林的“固执”，不是故步自封。恰
恰相反，即便在刚工作不久，贲友林也具有
追求创意教学的意识。20多年来，勤奋于
从“此岸”到“彼岸”的一次次摆渡，贲友林
硕果累累，却从未停止探索与创新的脚步，
在行动与反思的交互过程中，默默地改善
与改变着自己，在有“故事”的教学生活里，
孜孜不倦于寻找“另一种可能”，每一步都
为超越。

面对求知若渴的学生，贲友林常常想：
知识之外，数学还能加点什么“元素”？

“我们所面对的学生，并非是‘一无所
有’走进课堂的，学校的数学学习是他们生

活中数学经验的总结与升华。”贲友林认
为，数学学习是学生从“有”走向“更有”的
过程。通俗地理解，学习是一种变化，这样
的变化表现为从“有”到“更有”。当然，什
么发生变化，发生怎样的变化，都是有标
准的。

重新认识学生的数学学习，是贲友
林一直以来所思考的。在他看来，数学
学习的过程，是学生对数学有所“发现”
的过程。这里的“发现”，是学生对前人
已有定论的数学知识的习得，是对自身
未知领域的“发现”。教师的任务是引导
和帮助学生进行这种再创造的工作，而
不是把现成的知识灌输给学生。

贲友林现在又在尝试将数学史融入教
学中，不仅把教学变得有“意思”，也让教学
变得有“意义”。

“我不想让学生们仅仅停留在‘知道’
层面，更想让他们体会人类数学化地刻画
世界的过程。”贲友林说。

忙碌，但不盲目

27 年，贲友林处在不同的工作环境，
却有着同样的做教师的滋味——繁杂、忙
碌、辛苦、疲惫。这几个词，也是现实中大
多数教师生活的写照。

岁岁年年，朝朝暮暮，跨入校门，走进
办公室，然后走向教室……这按部就班、日
复一日、无声漫长的行程，委实静默平淡。
习惯，有些是有益的，有些是无益的，甚至
是有害的。缺乏思考的忙碌，犹如疯长的
野草，如果熟视无睹、不求革除，将在习惯
的支配下蔓延。

在忙碌的生活之流里停下来思考，贲
友林开始把易逝的课堂锁定为常存的文
字，对自己的实践进行反思和重建。他警
醒自己：不浮躁，不糊涂！

“写反思”，如今是“爱者欲其生，恨者
欲其死”。教师，究竟要用文字记录什么？
怎么用文字记录？

贲 友 林 常 用 的 格 式 是“ 纪 实 ＋ 思
考”。纪实，就是真实地记录自己原生态
的课堂教学实践与当时的想法，记录时不
加工、不修饰。做了什么，就写下什么；想
了什么，就写下什么。他的教学手记大多
是分两次写成的。第一次是在刚下课的
时候，在教室里用简要的文字记录学生课
堂中的精彩表现，为后继以追忆的形式描
写课堂场景留下线索，这对于学生来说是
公开的。第二次是课后回到办公室或家
中，比较翔实地记录自己和学生的失误与
错误，这是不公开的。

“我记录课堂的亮点，既有预设之中的
精致，也有即时生成的精彩；记录课堂的败
笔，既有教师的不妥不当，也有学生的失误
错误；记录课堂的意外，既有难以预料的遗
憾，也有至今仍存的心结。面对亮点，我欣
喜若狂过；面对败笔，我懊悔沮丧过；面对
意外，我茫然无措过。然而，伴随着思考，
我的内心渐趋平静，行动增添了理性。”贲
友林说。

为什么一半“公开”，一半“保密”，贲友
林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思考，我们对自己
的教育生活保持着警觉；因为思考，我们与
学生的交往将不再简单，不再草率，不再敷
衍，我们的教育行为将更多地由‘随便’走
向‘有意’。反思，对我们的教育行为持有
约束力、改造力，让行动拥有灵魂与方向。”

教学生活的曲折、丰富、耐人寻味，那
是因为有了反思、超越的想法，因而多了一
份“心计”，多了一份“经营”，既扎根现实，
又创造性地追寻理想。

“反思，使我们成为自己注意的人，成
为自己想做的人。这个过程，理智地复现
自我，筹划未来的自我；这个过程，辛苦但
不 心 苦 ，忙 碌 但 不 盲 目 。”贲 友 林 真 诚
地说。

别人眼中的他

贲友林贲友林：：““不可救药不可救药””的课堂情怀的课堂情怀

贲友林 特级教师，现任教于江苏省南京师范
大学附属小学，先后被评为“江苏省青年教师
新秀”“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参与苏教版
小学数学教材编写，著有《此岸与彼岸》《现场
与背后》《贲友林与学为中心数学课堂》等。

第一次看到贲友林名字的人，大
多会跟听到他名字的学生一样，不认
识“贲”字的眉头紧皱，认识的则掩嘴
而笑。贲友林也常拿自己的名字开玩
笑。“开学了，我们进了新班，拿着花名
册点名，发现贲友林 3 个字怎么办？
不认识！跳过去！全班都点完了，老
师说还有谁没点到？然后我站起来
了，老师很吃惊地（其实是装的）问我
叫什么？贲友林。然后老师找啊找啊
（也是装的），哦，落掉了。”这一招很
妙，季羡林先生的老师就这么教过
他。不过这招你知道，学生也知道。

贲友林前面刚接手一个班，本来

想向学生介绍一下自己，结果他刚走
进教室，学生就说：“贲老师，我们把
你百度过了。”这就是今天的学校！
所以，面对学生，贲友林认为“真实、
真诚”很重要。作为一个教师，上真
实的课、研究真实的问题、写真实的
文章是第一位的，离开了真实，所有
的探讨都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

贲友林是真诚的，他的真诚不仅
面向学生、面向同行，更面向自己。
帕克·帕尔默在《教学勇气》一书中
说：“好的教学来源于教师的自身认
同。”看见别人容易，看见自己很难。
贲友林坦言自己“小时候没有理想”，

最初成为教师是为了生存和安全。
这一点，他与大多数教师相似。与大
多数教师目前所做的一样，贲友林只
是认真地走着当下的每一步，只是他
走得更加坚定，更加稳健。

选择别人没走过的路，每天每日
哪怕很少一点，也要在创造性的工作
上下功夫。若经过十年的酝酿，就一
定会有巨大的改变。世上有许多路，
你走过了就多了一条路，每一个教师
都在寻找自己教学的那条路。贲友林
说：“我的成长，可以复制。我痛苦地
认识到自己不是超人，数以万计的教
师都在努力另辟蹊径，我亦如此。”

可复制的成长

□本报记者 宋 鸽

记者手记

看见每一个儿童
贲友林，这位小学数学教师，一直在实践

中研究，从来没有停下过探索和前进的步
伐。因为，他看到了彼岸——前方有一条地
平线，闪亮着，召唤着他。

“学为中心”是人人皆知、个个会说的理
念。其实，知道、会说并不能说明你已确立了
理念。“学为中心”，平实、素朴，没有深奥之
处，但仔细想想，有多少人真正深刻理解和准
确把握了呢？贲友林就是确定了“学为中心”
这么一个人人皆知、平实简单、几乎大家都在
研究、探索的命题，似乎没有创新之点，也没
有高人之处。仔细想一想，贲友林选择这一
命题，绝不是从众，更不是盲从。翻阅他写的
书可以发现，他一路走来，一路在追问、反思。

贲友林教学主张的形成与提出，意味着
他在回归，即回到教学的本质和核心上去。
他在渡向彼岸，不过他从没有忘掉此岸。

贲友林认为：“‘学为中心’是一种指导教学
实践的教育理念与价值取向……着力于让每个
学生在学习中发挥主体性，开发每个学生的最
大潜力，让每个学生在求真、民主、合作、愉悦的
良好学习氛围中获得预期的意义建构、能力提
升以及身心健全发展。”这是“学为中心”深处的
思想——儿童立场。因为儿童立场，才会有潜
心研究学生真正的学习；因为儿童立场，才会有
智慧的策略，才会有“学为中心”的真正实现。

“学为中心”的课堂，让我们看到了儿童，
看到了每一个儿童，看到了生动活泼发展的
儿童。唯有如此，才有“学为中心”数学课堂
的真正实现。

（原江苏省教科所所长 成尚荣）

侠者 度己 度人
他是一个瞭望者、摆渡者、跨越者。永远听从来自“彼岸”的召唤，不断

寻找着新的起点。
在进入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之前，我眼中的贲老师是一个遥不可及

的“牛人”。这些年，贲老师的形象在我眼中不断丰满和立体。
在南师附小，贲老师被人称为大侠，我起初不解，一个周身呼之欲出皆是

儒雅之风的文人，何来侠气？几年朝夕相处，日渐明了，大侠指身怀绝技、有勇
有谋、大公无私的武林高手。初识贲老师，他已是盛名，可这些年他每日咀嚼课
堂，思考、变革，不断用新理念新行动刷新着我们对课堂的认识。侠，又谓之夹
人，引申为助人，泛指通过自身力量帮助他人，对社会和他人作出巨大贡献的
人。贲老师恰如一盏长明灯，照亮了学生成长的道路，又如一座灯塔，照亮了年
轻教师前进的方向。这个大侠之名的确恰如其分，不仅度己，更是度人！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教师 王倩）

推荐语
“教师眼中没有学生，对自己也是盲目

的。”贲友林从乡村到城市，一直都在“看见
自己”与“读懂学生”的道路上行走着。

从教 27 年，他坚持用文字为课堂纪实，
将流动的课堂凝固成文字，在反思与探索
中，将“学为中心”的课堂做到了极致。他说：

“我不能让所有孩子成为数学尖子生，但可
以帮助孩子不畏惧数学，愿意思考、会思考、
会表达。”

贲友林的成长经历没有太多大起大落，
也并不传奇，他与大多数正在思考与探索的
教师一样，有一份坚持，有一份热爱，有一份
理想。

他的成长，可以复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