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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版 2018年12月12日新闻新闻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 通讯员 王开俊 蒋斯亮

宁夏固原：基础教育论
坛聚焦教育改革发展

本报讯（记者 韩世文） 日前，宁

夏固原市第五届基础教育论坛在宁

夏师范学院举行，来自宁夏各地的

300余名教育工作者参加论坛。在两

天的会议里，与会专家从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学校章程建设与精细化管

理、课程建设探索等多方面聚焦教育

改革发展。

固原市教育局局长马凤贤表示，

教育工作者要在夯实基础上下功夫，

在均衡发展上做文章，在改革创新上

求突破；实现从关注“教”到关注“学”

的教学价值取向的转变，注重培养当

代学生核心素养，构建真正的“生命

课堂”和“智慧课堂”。

中国首册原创绘本销量
突破100万册

本报讯（记者 宋鸽） 日前，由新

疆青少年出版社主办的“《我有友情

要出租》销量突破100万纪念盛典”在

北京大学附属小学举行。

《我有友情要出租》以中国小女

孩的形象成书，尝试向世界更广阔的

边界传达陪伴、爱、友谊的主题。活

动现场，原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

海飞表示，中国原创图画书的发展正

处于上升期，《我有友情要出租》是中

国在世界绘本领域获得话语权的重

要标志。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主席张

明舟认为，中国需要输出原创性、高

质量的绘本，在表达全世界可互通的

情感价值的同时，展现中国文化独有

的特色。

众学者深度研讨“说写
课程”

本报讯（记者 韩世文） 日前，第

二届“童喜喜说写课程”全国研讨会

在山东省诸城市举行，来自国内外的

诸多教育学者共同就“说写课程”展

开深度研讨与解读。

会上，来自诸城市的 3 位年轻教

师以语数英三节展示课，呈现了说写

课堂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可能

性。诸城市教育局局长李熙良介绍，

“说写课程”在诸城学校推广以来，学

生能力素养获得明显提升。这为与

会者实践“说写课程”注入了信心。

据了解，目前已经有河南、河北、江

苏、福建、江苏等地的数百所学校全

面实践“说写课程”。

第三届“互联网+教育”
人才交流会举办

本报讯（记者 崔斌斌） 日前，由

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心主办、互

联网教育商会协办的第三届“互联

网+教育”人才交流会在北京召开，

多位专家围绕“成长·赋能”主题进行

研讨。

会上，中关村互联网教育创新中

心与多所在京知名高校达成合作，联

合成立“学生创新实践基地”和“大学

生创新创业实践基地”，希望把高校

人才培养与企业创新发展紧密结合

起来，成为连接高校优质人才和教育

创新企业的桥梁。

襄阳市昭明小学：系列
活动庆祝校庆

本报讯（通讯员 彭琼 方颖）12月

7日，在湖北省襄阳市昭明小学115周

年华诞到来之际，昭明小学开展了一

系列活动庆祝母校生日。本着全员

参与的宗旨，全校开展了汉字听写大

赛、口算达人比赛、书画作品展示、新

时代好少年争章活动……彰显百年

老校传统文化办学特色。

汉字听写大赛上，孩子们在书写

中感受着中华汉字的魅力；口算达人

比赛中，灵动的双眼下暗自比拼着精

算速度；好少年争章活动更是精彩纷

呈，分为红领巾小创客、红领巾小百

灵、红领巾小书虫、红领巾小健将4个

主题，让学生在不同领域大展身手。

学生：“呼叫大海！求助！”

老师：“我一直都在，请讲！”

这是“1811”QQ 群——江苏省

宝应中学2018届11班群里最常见的

师生问答。

这样的呼叫和应答，在 2018 年

11月24日16时40分，再也没有了更

新。因为“大海”——宝应中学教师

翁家海走了。36 岁的他，走得太匆

忙，来不及说声道别。

“我可以回去上班了”

11 月 28 日，天气阴霾。翁家海

的同事、学生来了，一些远在外地的

毕业生也来了，近千名师生自发送他

最后一程。

回忆起翁家海，宝应中学副校长

张广银不禁眼圈发红。11月24日上

午，翁家海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上

课。课后，他感到心脏不舒服。到了

下午，他病情急转直下倒地昏迷，最

终因病毒性心肌炎导致心脏骤停，经

抢救无效再也没有醒过来。

“到现在我们都不敢相信，上午翁

老师还给我们上课，下午就传来噩

耗。”悲伤让学生们久久缓不过劲来。

“他是我们学校重点培养的青年

教师。”张广银说，翁家海身体不太

好，学校只给他安排了一个班的数学

教学任务。去年，翁家海查出胰腺后

长有肿瘤，作为高三班主任的他，一

直拖到学生期末考试结束，才利用短

短10多天假期做了手术。

术后，翁家海放不下高三学生，

身体还没有完全调养好，就要求重回

课堂。事实上，医生极力要求他必须

休息两年才能上班。但在家休养仅

一周后，翁家海就觉得“可以上班

了”，尽管家人一再劝阻，他还是提前

回到了学校。在翁家海术后回班级

的第一天，全班学生自发买来鲜花摆

满了讲台。

“多想再听他说‘加加油啊’”

“前 不 久 ，他 还 在 班 级 QQ 群

里说过‘我一直都在’，可是世事难

料……”许多毕业生在翁家海去世

后写下悼念文章，回忆与翁老师在一

起的学习时光——“多想再听他说

‘加加油啊’”！

“我去了翁老师现在的办公室，

虽然空无一人，但第一眼就认出是他

的桌子，因为桌面整整齐齐，因为桌

上有一个黑色的订书机……”毕业生

顾家璇深情回忆起做翁老师学生的

感动时光。她说，每次同学们作业本

和试卷乱七八糟地交上去，都会清清

爽爽地发下来，上面就有这个订书机

订过的痕迹。

“是翁老师把我的数学从不及格

拉到高考132分。”顾家璇心中的翁老

师特别会鼓励学生，“高一时我的数

学全班倒数，可他却对我说，‘你明明

是可以考到前10名的’。从此以后，

我就真心喜欢上了这位老师，真心喜

欢上了数学这门曾让我深恶痛绝的

学科。”

“我高一学得乱七八糟的数学，

在翁老师那里突然就开了窍。他会

指出题目上的错误，还圈出草稿纸上

的错误。”毕业生高磊说，“我一个从

不喜欢问老师问题的人，每天都会跑

翁老师办公室三五次。”

毕业生蔡成承说起翁老师给他

单独开“小灶”：“快高考了，他悄悄地

把我叫到办公室，给了我一份数学卷

子。其实我都觉得自己的数学没什

么希望了，他却在我身上看到了希

望，然后是第二份，第三份……”

“别的班的假期是厚厚的数学卷

子，我们班总是‘这次回家没有作

业’。您不仅关心我们的成绩，还在

努力留住我们的快乐和健康。”学生

吴静雯说。

“翁老师是我见过的内心最细腻

的一位数学老师，他会弹钢琴，我们毕

业之后，他弹了《月亮代表我的心》送

给我们高三（11）班女生，在知道翁老

师去世的消息后，那几段视频我反复

看了无数遍。”在毕业生晏成露眼里，

翁老师是数学大咖，也是文艺暖男。

“一两身教等于一吨言教”

“一两身教等于一吨言教”，这是

翁家海朴素的教育信条。每天早读，

不管刮风下雨、严寒酷暑，他都坚持

比学生早到。他把爱都给了孩子们，

对自己却很马虎。

2014年，翁家海担任高三（12）班

班主任，冬天的一个清晨，他像往常一

样站在教室门口迎接每一个学生。有

个学生悄悄地说：翁老师，你的脸有点

歪。当时翁家海并没在意，直到上完第

一节课，才发现自己眼角嘴角歪斜，匆

忙赶往医院，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但

是他一想到孩子们还有100天就要高

考了，便上午针灸下午上课批改作业，

晚上谈心或辅导，从未落下一节课。

“在家，他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

学生。”翁家海的爱人说，“大半夜，宿

管一个电话说班上学生病了，他会第

一时间跑到宿舍。”

如今，“1811”QQ 群依然存在，

可学生们再也无法“呼叫大海”，这一

次，他永远地“潜水”了。

“我一直都在”，成了翁家海与学

生们说的最后一句话。

图片
新闻

江西安福：快乐足球热校园
近年来，江西省安福县在开展校园足球运动中，针对学生特点合理设计教学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有效提升中小学生足球技能。目前，该县已在25所中

小学开设了足球课，常年参加足球训练的学生有3200余人。（刘丽强/摄）

（上接2版）

在《谈谈对后进生的工作》一文中

苏霍姆林斯基指出，对于“后进生”的

教育“最有效的手段就是扩大他们的

阅读范围”。在《评分应当是有分量

的》一文中，他说“成功的快乐是一种

巨大的情绪力量，它可以促进儿童好

好学习的愿望”。于是，曹莹通过阅读

奖励等策略，成功拉近了与后进生的

距离，激发了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苏霍姆林斯基一生创作了 41部

教育论著、600 多篇论文、1200 多篇

供儿童阅读的童话、故事等文艺作

品，这些著作由许多鲜活的案例组

成，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北京市特级

教师赵景瑞表示，苏霍姆林斯基的教

育著作善于从教师的需求中谈理论，

从教学的实例中引出理论，从建议中

让教师运用理论，是真正“落地”的

经典。

早年间，就在高峰离开机关到一

所学校当校长时，许多问题常让他疲

惫不堪。“我又开始从苏霍姆林斯基

的书中寻找答案。我发现，我们遇到

的问题苏霍姆林斯基全都讲了。”高

峰说，细算起来，那已经是17年前的

事情了。

17 年过去了，教师们依然在苏

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寻找各种答

案。刘飞说，如果刚开始当教师时学

苏霍姆林斯基重在学“法”，成为学校

管理者后，他开始从苏霍姆林斯基的

著作中悟“道”。从教 30 年时，刘飞

再次阅读苏霍姆林斯基的作品，渐渐

明白教育是从“人化”到“化人”的过

程。为此，他在实践中不断追问自

己：是否尊重了孩子的天性，是否尊

重了教师的人性？

李希贵大概对此也有相似的感

受。从教师、局长到校长，他从苏霍

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中追寻教育的

本质。若干年前，当他读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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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句话

时，被深深折服。

“我到现在还能回忆起当时读到

这句话时的震撼，正是这句话给我们

绘就了教育的底色。”李希贵说。

从苏霍姆林斯基身上找答案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在于它拥有

超越时空的生命力。时光虽过百年，

但苏霍姆林斯基并未走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

合会荣誉主席陶西平认为，苏霍姆林

斯基教育观中最深刻的一个观点，就

是要把青少年培养成全面和谐发展

的人，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

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相互

交织在一起。

而在当下一些学校的教育实践

中，“德育是思想品德课和政治课，体

育是体育老师的事，美育是艺术老师

的事，从而造成无法形成合力，甚至

产生对冲”。陶西平说，“所以我们应

当使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

管理体系围绕一个统一的目标来设

计。教师要围绕目标来教，学生要围

绕目标来学”。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和谐发

展教育理论体系里，特别强调道德的

作用，他特别喜欢这样一句话，“知识

如果掌握在没有道德的人手中，无异

于疯子手持着利剑”。

“这是苏霍姆林斯基五六十年前

说的内容，与我们今天追求的立德树

人是完全吻合的。”肖甦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

远看来，要成为合格的新时代中国教

师，同样需要从苏霍姆林斯基身上找

答案。

“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角色和使

命的论述，与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

‘把心灵献给孩子’的大爱精神是相

通的。”顾明远说。

另一个更加显而易见的事实是，

全国教育大会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

讲话中强调的“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

精神”成为教育领域的热点之一。而

苏霍姆林斯基关于劳动教育，也有一

系列经典理论与实践。

10 年前，时任清华大学附属小

学副校长的窦桂梅前往帕夫雷什中

学“朝圣”。她发现，师生们吃的蔬菜

都是学生自己种的，面包也是学生自

己烤的。

高峰也在追寻苏霍姆林斯基，实

践自己心中的劳动教育，为了让孩子

体验劳动的快乐，学校特意在北京延

庆区建设了一个“玉泉农场”，在那

里，孩子们自己种菜、采摘，自己喂

鸡、收蛋……

“我们不能在黑板上‘种地’，而

应该让孩子在劳动中解决问题，树立

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中科院附属玉

泉小学负责研发“农场课程”的教师

石颖说。

太多的例证，都见证着苏霍姆林

斯基的超前而又充满现实性的教育

观。也难怪肖甦一再强调，“他用毕生

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去证明教育学

首先是人学。虽然他去世已近半个世

纪，但他的教育学说依然具有毋庸置

疑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

影响中国也触动世界

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海曙

小学校长闫学，一路读着苏霍姆林斯

基的书籍成长。她曾在自己的著作

中写道：“是的，我爱苏霍姆林斯基，

我想做他那样的教师。”

高峰还记得，2008 年 8 月的一

天，当他接到导师肖甦的电话，邀请

他一同前往乌克兰纪念苏霍姆林斯

基诞辰 90 周年时，激动异常。后来

听说窦桂梅也要同行，他与窦桂梅通

了电话，几乎是同时喊出了一句话：

“朝圣去，朝圣去！”

窦桂梅离开帕夫雷什中学的那

一天，就在大巴车要开动的时候，她

不顾同车人的“生气”与反对，又下车

跑回去在学校围墙外留下了一张照

片。她说：“我担心这辈子可能不能

再来了，我想记住，再记住。”

成都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

西，被苏霍姆林斯基的女儿苏霍姆林

斯卡娅赞誉为“中国的苏霍姆林斯基

式的教师”，他说“苏霍姆林斯基是前

方的太阳，永远照耀着我前行，让我

的教育人生永远不会迷路”。

事实上，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做

教师，成为无数中国教师共同的追

求。这一点，仅从他的著作出版受欢

迎程度就可见一斑。

今年9月28日，肖甦带领中国教

师代表团赴乌克兰参加苏霍姆林斯

基国际纪念研讨活动。在大会的主

旨发言中，肖甦向上千位与会代表亮

出了一张仅有一个数字的PPT——

1500000！

肖甦说，这是教育科学出版社

这些年来出版的《给教师的一百条

建议》的发行数量。台下的与会者

瞪大了眼睛表示不敢相信，接着是

掌声雷动。

如今，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已经

被翻译成 59 种文字，不断再版、扩

印，各种译本总发行量已经超过 400

万册。这些统计数字充分表明了这

位教育家在中国的影响力。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同样

属于全世界。为了纪念这位世界级

的教育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决

议，号召 2018 年开展世界性的苏霍

姆林斯基 100 周年诞辰纪念活动。

接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天，苏霍姆林基

卡娅激动得哭了。

“这对于一个备受战争创伤，备

受异族侵害的贫穷国家来说，绝对是

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消息——是苏

霍姆林斯基触动了世界。”肖甦说。

斯人已去，精神未远。肖甦还

记得，中国代表团在访问乌克兰期

间，给苏霍姆林斯基博物馆送了一

个水晶礼盘，上面印着一句柔软的

话：在我们心中，有“永远的苏霍姆

林斯基”。

像苏霍姆林斯基那样做教师

呼叫大海——

“我一直都在！”
——追记江苏省宝应中学“80后”教师翁家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