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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天，我去听向彬老师的物理课。这
是初三的第一节物理课，向老师给学生讲“分子
运动理论”。虽说是“理论”，但在向老师嘴里，却
是那么生动形象而且妙趣横生。比如，他给学生
讲“扩散现象，不同物质彼此进入对方”，就说白
水中加糖，糖分子进入水分子。

将知识和学生的生活打通， 让学生以自己
的生活体验来理解书本上的知识， 这并不能完
全说明向老师的课有多么生动。 他的课堂感染
力更来自于说话的表情和手势。 我每次听课都
被他灵动的眼神、百变的表情，以及“眉飞色舞”
和“张牙舞爪”所感染。

其实， 生活中的向彬是比较内向的， 话不
多，甚至有时还显得木讷。 “但只要我一走上讲
台， 话就多起来了。 只要一说到我的专业和教
育，我就滔滔不绝。 ”他曾这样对我说。

木讷而健谈，正是向彬的特点。
课后， 我充分肯定了他这堂课的两个可取

之处：第一，教学语言富有感染力；第二，能够将
知识与生活相联系。但是，我接着问他———准确
地说是质问：“为什么要一讲到底， 而不让学生
讲呢？ ”

他回答：“一是因为上课前进行了 10 来分
钟的准备，时间很紧了 ；二是因为多媒体暂时
不能用， 本来想给学生放的一些影像也没法
放，学生讨论时就没有了依据 ，所以干脆就自
己讲了。 ”

我说：“这都不是理由！ 课堂上出现了新情
况，教师就应该随机调整自己的教学设想，无论
如何，都应该尽量让学生讲。 比如，你举的那些
例子全部都可以让学生说， 而且会比你说得更
多更生动。 ”

他承认在放手让学生学的方面做得不好，
表示一定改进。

我们继续聊，话题转到了班主任。向彬长期
担任班主任，工作细致，特别注重学生行为习惯
的养成。 我问他：“你最近有没有特别得意的教
育成功的案例？ ”

他不假思索地说：“有啊， 我让两个本来纪
律特别差的学生担任纪律委员， 结果他俩干得
非常好，班上纪律也好转了。 ”他说着说着，脸上
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我又问 ：“做班主任 ， 你有没有感动的时
候？ ”

“感动的时候太多了！ ”他又开始眉飞色舞
起来，“前年学校举办艺术节， 两个男生排练小
品需要一撮头发做道具。当时，一个头发稀少的
男生毫不犹豫地把头发剪了下来， 他还不是表
演小品的。 这让我非常感动！ ”

其实 ， 我知道 ， 这些让向老师感动的孩
子，都是平时教育的结果。 他班上的孩子们有
强烈的集体荣誉感 ， 都把集体荣誉看成是自
己的光荣。 所以，大家都愿意为集体作出牺牲
或奉献。

“我再给您讲一个黑板刷的故事。 ”一说起
班上的事，向彬果然健谈起来，“我刚接班的时
候，发现黑板刷边缘松了，每次一擦，中间的毛
总要散落。 我就对一个男生说，你能不能想办
法修修这个刷子？ 他马上抹下手腕上的一个橡
皮带，将刷子拦腰捆扎起来 ，但用起来很不方
便。 后来他动脑筋，用橡皮带环绕着黑板刷的
边缘缠了一圈，问题就解决了。 我在班上表扬
这个男生，教育大家要勤俭节约。 结果这个旧
黑板刷一直用到毕业。 这个黑板刷成了我班一
种精神的象征。 ”

向老师已经工作 22 年，我问他：“你有没有
倦怠，甚至想过改行的时候？ ”

他说：“从来没有想过改行， 但的确有倦怠
的时候，每当这时候，我就多想想毕了业的学生
来看我的时候。 哎呀，特别是过去的调皮学生，
气过我的学生给我打电话：‘向老师， 我想来看
你哦！ ’嘿，那一刻，真幸福！ ”

不知不觉，我和向老师聊了一节课，我再次
鼓励向老师：“一定要改进课堂教学，尽量少讲，
让学生多讲，这样，你才能延续幸福！ ”

他说：“放心吧，李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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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讷而健谈的向彬
今天，我们怎样做教师？ 这是一个困扰很多教师

的问题。 结合自己的经历，我认为教师除了要积极应
对时代的挑战外，还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

要有严谨的工作作风。 我校的一位毕业生在德
国读大学时所经历的试卷复查，让我深思。 该同学
学习的是自控专业 ，进行试卷复查的时候 ，每个人
的桌前都有一本红色封面的答案册，里面写明了各
个题目的答案、步骤、分数和评分标准。 而学生的卷
子写满了各种密密麻麻的红色符号，还有批卷人的
评语。

批卷人就在教室内 ， 负责向学生解释相关疑
问 。 如果学生有不清楚的地方 ， 批卷人会详细解
答。 “这道题这个地方为什么扣我分呢？ ”“哦，我看
看……嗯 ，这道题是这样的 ，问题是要你求……因
此你需要……但是你却……你这样的话就会……
而不是……鉴于你做对了……做错了……因此我
给你××分，扣你××分，可以吗？ ”

一番对话过后， 学生十有八九会败下阵来。 如
果确实存在问题 ， 批卷人会找来当堂坐镇的主考
官，再亲自审一遍，确认之后在试题、考卷封面及教
师的成绩单上，逐一改正。 在德国，“试卷复查”在保
证了公正公开的同时， 也迫使批卷人对考生负责，
对自己的批改负责，提高了教师的学术水平和道德
水平。

“德国人的聪明在于他们的傻。 ”我们所敬佩的
德国人的严谨态度和认真精神， 从点滴小事就能体
现。 但回想起自己的求学经历，我还没有见过一张考
卷是被这么认真批改的。 因此，我们做教师的要养成
严谨的工作作风，因为在行为习惯的养成上，教师常
常是学生的榜样。

要有远大的职业情怀。 在同样的工作环境中，面
对同样的教学任务，有的人能取得成就，有的人一事
无成，有的人则靠行政背景混日子。 之所以形成这样
的差异， 完全取决于教师的个人素养和是否具有远
大的职业情怀。

哈佛大学曾经作过一项调研，有一届毕业生，无
目标的是 27%，目标比较模糊的是 60%，有近期目标
的是 10%，有 3%是有远期目标的。 25 年之后，再追踪
调查， 毕业生中有远期目标的 3%成了美国的精英。
因此，人生的道路上必须要有自己的目标，而树立目
标的能力是综合素质的反映。

我树立的目标是做一名合格的基础教育教师。
我认为，每堂课的质量关系到学生生命的质量，学生
是在课堂里成长的。 因此，教师需建设教学人生。 有
学才有识，有学识才有胆识。 教学的自信力来自教师
深厚的学养。 一个有胆识的教师必然是好学深思的，
能够身体力行的。

今天我们做教师，不光要给孩子满分，还要让孩
子满意，使孩子满足。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有
自己的理想，同时要乐于奉献，敏于学习，勤于思考，
勇于实践，善于总结。 此外，教师要赢得学生，让孩子
喜欢，必须具备 4 个“真”：真情实感，真抓实干，真才
实学，真知灼见。

要有良好的阅读习惯。 教师是一个最容易使人
厌倦的职业。 在现实生活中，不少教师扮演着这样的

角色———教案不变，教学理念不变，一天又一天一年
又一年地做着重复的事情。 但有一个办法，可以克服
教师的职业厌倦，那就是多读书。 这源于我在匈牙利
工作期间的感受。 当时，我和妻子喜欢去布达佩斯的
城市公园散步，在金色的夕阳下，坐在石凳上的都是
专心读书的人：牙牙学语的稚童、血气方刚的青年、
温文儒雅的学者，还有耄耋之年的老人。 公园里，夕
阳下，读书人，就此定格在我的脑海里。 我想，作为一
名教师，能把学生培养成为这样的读书人，成为精神
文化的“绅士”，那该多好！

可以说， 教育的责任包括培养一个民族的读书
习惯，让学生成为精神文化的绅士。 因此，教师首先
要成为儒雅的绅士。 正所谓，有境界自成高格，唯有
高尚的精神境界才能成就高格调的课堂教学。 教师
的文化素养决定了学生的学习品质。 作为教师，我们
要多读书，读好书，时刻不停地读书，这才是我们的

本分，也是常识性的真理。
可惜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教师，除了教材和教辅

材料之外，其他的书基本不读。 教师不读书，只读题，
这是很可怕的。 学校是文化创生之地，是精神传承之
所。 学校里有浓厚的读书气氛， 是学校有生气的标
志。 学校的文化和精神不是写在墙上印在纸上的东
西，它更多的是浸润于校园的空气之中，在师生共读
书的场景之中。

在我看来， 所谓的教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
真、善、美的气韵的相互濡染，相互传递，相互加温，
使之在生命的内核中显影， 并化为人生的热情与追
求。 宋代朱熹就指出：“学，觉也。 以先知知后知，以先
觉觉后觉。 ”而这种觉，更多的是通过“不言之教，不
教之教”而达致的。 教师无意间营造的校园“气候”，
影响后辈学子们的人格气度与生命气象。

（作者单位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今天怎样做教师
□ 肖远骑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北门里小学

信息化学校建设的样板
□ 聂成华

品牌学校建设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 年）》第 19 章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成
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信息化体系，促进教育
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现代化。 ”信息化正成为这个时
代的基本特征，信息环境的管理和教学取代传统的管
理和教学成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北门里小学创建于 1912
年，现有北门里、凤阳路、丝绸路、西马 4 个校区，占地
72 亩，近年来在校长吕红军的带领下，学校顺应大势、
大胆改革，从只有一个校区 700 余人逐步扩展到拥有
4 个校区 3200 余名学生，成为一所引领区域教育信息
化，在山东省、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现代化、集团化名
校，被誉为“二十年后中国信息化学校的今日样板”。

信息化———涅槃中的艰难决策
“改革可能失败，但不改革一定是死！ 那是一段不

堪回首的路，但我们却走得异常坚定。 为什么选择信
息化？ 既是对教育发展深思熟虑的判断，更是一种置
之死地而后生的发展策略。 ”在谈到学校信息化发展
的时候，校长吕红军感慨万千。

2004 年，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北门里小学由于各种
原因，与兄弟学校的发展差距日益拉大，学生只有 700
余名，但经过一年的内外改造，强化管理，学生迅速回
升到 800 余名。

责任是动力，更是压力！ “素质教育的大环境，要
求办学者必须关注校内和校外，课堂和课外，而信息
技术和网络技术既提高了课堂的效益，也突破了时间

和空间的局限，真正成了没有围墙的教育。 ”吕红军最
终下定了决心：搞教育的信息化，置之死地而后生。

重实干———不做空想者，只做笃行人
北门里小学选择信息化兴校这一路径之后，在深

入构建建设思路，付诸实践，身体力行办学上是从来
都不会打折扣的。 北门里人的骨子里始终透着“实干
家”的气息，他们不畏艰难，重点解决信息化的环境建
设、教学实践、动力创新 3 方面问题，实现了“一对一”
的数字化教学。

信息化的环境建设：规划高标准，实施重策略。 技
术的发展是非常快的，要实现效益的最大化，首先是
规划的科学化。 从 2006 年开始，学校结合当时技术发
展现状、教师状况和学校财力情况，聘请电教、教研等
人员共同制定发展规划（2006—2010），并随着不断变
化的形势及时做出调整。 在技术的选择上，根据与课
堂结合的紧密程度，学校确定以交互式电子白板作为
支持教师教学的主要工具，配备实物投影、课堂即时
反馈系统、教学软件等。

目前，所有校区的所有班级全部装配了交互式电
子白板、实物投影和课堂即时反馈系统，40%的班级已
经实现了一人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常态教学，非电脑班

拥有 6 个公共网络教室，全校的生机比达到了 2∶1。
信息化的教学实践：培训首先行，骨干再带动。 技

术的配备首先是为了应用，而根本在教师，关键是做
到以人为本。 教师对新技术的排斥首先源于对新技术
的恐惧，因而培训是最重要的。 他们采用了以下的培
训方式： 一是让新技术的提供者对教师进行培训；二
是校本培训 ；三是走出去请进来学习 ；四是坚持 “三
动”原则，即任务驱动、活动促动、机制拉动。 学校已经
成为全区名教师成长最快的学校之一， 在 2008 年、
2010 年全区评选的市级骨干教师中，该校连续两届都
占到全区的四分之一。

信息化的动力创新：课题做带动，专家来引领。 大
凡一项新的技术，一开始都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 从 2006 年开始，学校先后加入了国家“十一五”教
育技术重点课题 “信息环境下的小学生提前读写研
究”、“基于交互电子白板的混合式学习的研究”、“关
于开展一对一数字化教学的研究”等课题组，王陆、黎
加厚、蒋鸣和、庄秀丽、赵景瑞、李先启等专家学者都
是课题组的专家团队成员。 同时还积极进行了 “魔
灯”、“一百易”英语、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实验工作，得
到了课题组专家的充分肯定。

几年下来，通过课题实验，不仅改变着传统的教

学和学习方式，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科研成果。 学校
教师在全国课题研讨会、讲课大赛等活动中多次荣获
一、二等奖。

生为本———信息化的核心落脚点
任何技术的应用，任何课题的实施，归根结底都

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发展，都必须把学生放到应用和研
究的核心来考虑。 比如，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要掌
握电子白板、互动技术、实物投影、电脑的知识和操作
技能，在电脑班，除了掌握以上内容外，还要鼓励他们
钻研，制作电子报刊、编写电子书籍、电脑绘画，甚至
简单的编程，力争使他们成为电脑小能手、电脑小专
家。

以“应用敏特英语网络学习平台培养学生综合语
言应用能力”课题为例，敏特已经改变了学生学习单
词的枯燥，五年级的学生大多已经学完了初中二年级
的单词。 一批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多次在全国与信息
化有关的各大比赛中折桂。

“信息技术环境下的小学语文提前读写教学”课
题实验，使低年级的孩子在利用电脑突破识字关的同
时，阅读量成倍增加，写作能力、表达兴趣明显提高，
最多的孩子一年的读书量在 150 余本，许多孩子的博
客发表在《中国教育报》、《创新作文》等报刊上。

如今，在北门里小学，每位师生的大脑中装着的
不仅仅是一所学校，而是整个世界。 孩子们接触到的
不仅仅是传统课堂上教师讲授的那一点点 “鸡肋性
的知识”，而是整个互联网中的海量信息。 我们看到
的不仅仅是一所学校的变革， 而是中国信息化学校
的未来。

投稿邮箱：zgjsbbjjzz@126.com

骆中崇文重教，历史悠久。居罗田之南门，纳天堂之灵秀，吸大别之翠岚，被日月之恩典。人皆曰：
骆中历五十二载，乃英才之摇篮，栋梁之苗圃。

骆中之美，美在校园。蝉鸣鸟啼，春声秋韵。松幼柏嫩，高低参差排路边；曲径通幽，绿草如茵似花
园。直栏横槛，交错勾连；鳞次栉比，错落悠然。操场宏阔，任健儿以驰骋；报栏画亭，引学子而盘桓。朝
晖夕阴，书声琅琅；先贤泰斗，遗训满墙；耳濡目染，桃李其芳。 团结以聚力，勤奋而业精，务本求实不
豫，董道创新无穷。 虽远繁华喧闹市，堪是人间伊甸园。

骆中之精，精在管理。 邦国之兴源乎人才，人才之兴源乎教育；教育之兴源乎学校，学校之兴源
乎管理。 和谐校园，科学发展，方针引领，遐迩闻焉。 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校园整洁清爽雅观。 干群
同心，共滋芝兰；教学相长，争育栋梁。学风浓厚，秩序井然；教风和煦，乐于奉献。勤学苦练成大器，
教书育人勤为先。

骆中之新，新在理念。 治学之道，以人为本，创造和谐，重在发展。 领导垂范，打造品牌师资；教
师好学，酿成书香校园。良师导航，深入浅出，因材施教，游刃有余；学子求知，五育并举，孜孜不倦，
全面发展。年轻教师敢为先，开拓创新；优秀学子宏图展，比学超赶。考场竞技，展才智屡屡折桂；教
坛论剑，显身手频频夺金。质量兴校，登巅峰以揽皓月；特色强园，引师资而闻四方；张扬个性，出成
就之异彩纷呈。

骆中之异，异在教研。 良师荟萃，各持所长，专本相济，英才咸集。 师者竭精华，何曾自太息；学者
殚精力，哪肯不自量？权衡质量，师资为先，抓常规以促教，育满园桃李香。深钻细思勤实践，比学赶帮
搞教研。科研竞起，课题启航显风流；学术争鸣，奋力扬帆济沧海；高效课堂，杜郎旋风卷罗南；研修为
本，累累硕果传佳音。 家长满意，社会称赞；骆中学校，声名鹊起非偶然。

泱泱骆中，气势恢宏。 自强不息，盛世欣逢；厚德载物，学运昌隆。 新篇永续，精神永雄。 赞曰：齐
心协力，锻龙渊利剑，创鄂东名校；意气风发，育万千英才，辉大别光芒。望苍穹而飞遐思，驾长风而升
帆樯。 喜看今日之骆中，矫如腾空之龙凤！

附：湖北省罗田县骆驼坳中学坐落在大别山南麓，是一所完全中学，创建于 1958 年，现有 51 个
教学班，2800 多名在校学生，300 余教职员工，是罗田县规模最大的学校。 “骆驼精神”是学校之“魂”，
学校以“一切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为办学理念，坚持走“依法治校，以德立校，科研兴校，质量强校”
之路。 学校倡导“修德博学，笃行善导”的教风，“严谨求实，团结进取”的校风，“励志善思，敏行好学”
的学风，要求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乐于奉献，文明守纪”。 学校先后荣获湖北省“绿化先进学
校”、黄冈市“文明单位”等荣誉。

百校赋
骆中赋 □ 徐金奎

1858 年，福泽谕吉在江户开设兰学学塾，讲授西
学，这便是“庆应义塾”的起源。 他仿效欧洲私立学校
的常例，订定塾则，规定学费，确立课程内容，设立财
团法人，锐意革新塾务。 1860 年，他到美国考察，次年
又到法、英、荷、德、俄等 6 国访问，认为要谋求东洋
革新，必须首先输入西方文化教育。 之后，福泽谕吉
通过兴办私塾和著述活动传播西学，把“文明开化”、
“教育救国”的思想散播到社会中，开辟了拯救日本
的新途径。

当时，庆应义塾所用的教本，多数是福泽谕吉从
美国买回来的西学书刊。 除各种辞典、地理、历史等
书以外，还有法律、经济、数学等，分发给学生研读。
这是日本其他学塾望尘莫及的措施。

福泽谕吉主张义塾的教育方针应有两方面：有
形方面，以“数”“理”为基础；无形方面 ，以培养 “独
立心”为旨趣。 换句话说，论事以合理为准绳，言道
德则以独立自尊为立身行事的基本 。 福泽谕吉把
独立精神作为培养人才的内在精神素质加以强调，

和有形的西方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成为学习西方
文明的内容。 后人把他的思想归结为“独立自尊”，
“所谓独立， 就是没有依赖他人的心理， 能够自己

支配自己。 ”
福泽谕吉的教学精神 ，同样令人敬佩 。明治元

年五月 ，上野发生战争 ，江户顿时陷入混乱的状
态之中 ， 市内的一切公共游艺场所全都收市 ，居
民也纷纷避难 。 义塾所在地距离上野约 8 公里 。
福泽谕吉在战争逼近的紧急情况下 ，依然从容地
讲授经济学 ，一时传为佳话 。 在兵荒马乱当中 ，唯
一能够独立其间 ， 扶持新教育的命脉于不坠的 ，
只有庆应义塾 。 福泽谕吉坚忍不拔的办学精神 ，
由此可见 。

战乱平定后 ，塾生人数急剧增加 ，但多数是身
历战争，刚退伍的青年。 他们性情暴躁，面目狰狞，
行为狂妄，时有拔刀相向的事情发生。 为了要整顿
学塾的风纪 ，变化他们的气质 ，福泽谕吉制定了简
单的塾则 ，一面要求他们严守 ，一面自己也以身作
则 ，躬行实践 ，以期导纳他们的生活于正轨 。 经过
一番苦心，学塾学术气息浓郁，归于井然有序。

（钟 禾）

教育家影像

“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
福 泽 谕 吉

(1835—1901)， 日
本近代最杰出的
启蒙思想家和教
育家 。 他毕生从
事著述和教育活
动 ， 启发了日本
国民的 觉 悟 ，推
进了日本现代化
的进程 ， 因而被
称为 “日本近代
教育之 父 ”、 “明
治时期教育的伟
大功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