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翠屏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 ”这是四川省宜宾
市翠屏区教育局对老百姓许下的铮铮诺言。

翠屏区是宜宾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着西
部大开发战略的不断深化，随着全国教育改革的风起
云涌，一场关于生态教育的探索正在这天府之国的核
心地带蔓延开来。

“生态教育的内涵，一是教育多样性，二是减负增
效。 在市委、市政府提出工作方式转型的背景下，我们
的教育在学校发展、课堂教学等方面都在经历着深刻
的转型。 ”翠屏区副区长廖霆对生态教育做了提纲挈
领的部署。

“生态教育是一种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教育。 在我
们设想的教育图景中，学生必须是快乐的，教师必须是幸
福的，课堂必须是生本的，管理必须是人文的，办学条件
必须是标准的，教育发展环境必须是宽松的。 ”区教育局
长黄耀学满怀憧憬地描述着生态教育的细节，一场以四
大规律为指引的全面改革随之拉开了帷幕。

四大规律打造生态教育
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体验式主题德育” 培根

树本
在翠屏区，所有的义务教育学校都实行每月一主

题的德育系列活动。 每个月，区教育局会确定一个很
小的主题，由学校具体细化。 如节约粮食，各校可从就
餐管理、主题班会入手开展活动，区教育局在期末对
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抽查考核。 这是一种完全让学生参
与其中的体验式德育， 通过坚持不懈地陆续推进，将
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德育体系。

随着德育工作的深入，不少学校也发挥自己所长，
成为区域德育璀璨的亮点。 如宜二中回归本真的“真德
育”实践，形成了强大的德育场；李端中学的“端文化”，
倡导学生做一个思想品行端端正正的合格公民。

体艺教育同样是学生成长不可或缺的元素。 自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
质的意见》颁发之后，翠屏区就出台了“121 体艺教育
促进行动”，即以每天锻炼一小时为保证，通过九年义
务教育，使学生至少掌握两项体育锻炼技能，培养一
项以上艺术特长。 “我们要让学生尽可能得到全方位
的发展，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享受快乐。 ”分管教学的
曾祥立副局长说。

遵循质量提升规律———“课堂效益年” 掀起课堂
革命

在翠屏区教育局一班人看来，质量不仅仅是学生
的分数，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近几年，他
们最重要的工作无疑是改造教育教学的主阵地———
课堂。 2010 年，一场为期 3 年的“课堂效益年”活动在
全区各中小学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第一年“聚焦课堂”，意在让所有的老师特别是校
长的主要精力放到课堂上来。 “聚焦课堂”就是要让老
师们认识到，必须要让课堂生动活泼起来，要让学生的
主体地位得到尊重与发展。 区教育局把全区所有的一

把手校长都拉出来赛课，50 多名校长从初赛比到决赛，
分小学、中学评出一、二、三等奖，成绩跟换届考核挂钩。
这一举措，让所有的校长都下到了课改的深水区。

第二年“打磨课堂”，旨在将课改从认识层面提升到
操作层面。 全区有 10 所试点学校推广了邱学华的尝试
教学法，以“小组合作学习”为抓手，全面落实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同时还开展了分管校长赛课等活动。

第三年“展示课堂”，区级、片区、学校等各大层面
的老师进行课堂展示，“两赛三论” 成为活动的重点，
两赛即校长优质课大赛、教师优质课大赛；三论即干
部论管理，教师论教学，学生论尝试。 大范围的赛课，
将“课堂效益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遵循学校发展规律———“特色学校”星光灿烂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校长的理念、思路、

方法决定学校的未来。 2008 年，翠屏区政府提出了“特
色学校创建工程”， 区里每年举办一次 “特色学校论
坛”，邀请全国知名教育专家、全国一线校长前来“华
山论剑”。 本地校长也济济一堂，聆听专家报告，参与
校长论道、课堂展示、同伴交流。

今天，你步入任意一所翠屏区的学校，都能强烈
地感受到内蕴深刻、独具创意的特色理念与文化。 如
凉姜中心校的“桃花朵朵开”，象征着不放弃任何一个
孩子；宜二中的“求真教育”，漫漫求索，永卓真知；宜

八中的“儒雅教育”，构建儒雅校园，培养儒雅学生；人
民路小学的“精致教育”，成就精致人生……这些，都
是各校根据学校实际、文化传承、师生状况提炼出来
的学校理念，不仅是学校的文化内核与灵魂，更是引
领学校各方面工作的指导思想。

“特色学校创建工程”犹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得
到了市领导的高度肯定。 区教育局每 3 年考评一次，
邀请教育专家前来评估， 将学校评为 1A、2A、3A、4A
四级。 在去年验收的学校中，最高是 2A 级。 更令人欣
喜的是，一批“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的校长脱颖而出，
他们不仅有着远大的见识与深刻的思想，更能将规划
与战略落到实处。

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均衡化与现代化” 助推
教育公平

现代社会对优质教育要求甚高， 而优质教育资源
又那样稀少， 因此落实教育公平就显得更为迫切和重
要。 “这种公平不是低水平的公平，而是要人人都有好
的就学环境。 为此，我们第一要推动区域教育的高位均
衡发展，第二要推进教育现代化。 ”曾祥立副局长说。

近年来， 翠屏区在推进教育均衡化方面可谓用心
良苦。 第一是捆绑联动发展。 每所城市优质学校要捆绑
一所薄弱学校，双方的校长互为对方学校的副校长，实
行捆绑式考核，目前全区已有 30 多对联动发展对子学
校。 第二是建立片区研修联组，每个联组确定一个牵头
学校，定期开展教研活动，带动薄弱学校发展。 第三是
试点委托管理， 特别薄弱的学校， 直接委托给城区学
校。 第四是乡镇中心校一体化管理，将边远村小全部命
名为中心校的校区，师资调配、设备安排严格和中心校
一样，建立教师连片走教制度。 （下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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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在许多人看来，教师的专业化成长，总是要经历艰苦中锻炼意志、寂寞中享受阅读、实践中勤于反思、
困惑中积极求师的磨炼，才能完成自我成长。 但在李迪看来，教师的成长离不开众多质朴、古怪、娇憨、灵
秀，甚至桀骜不驯的学生，是会“七十二变”的学生成就了能“七十二变”的教师"。 能培养无数优秀学生的教
师竟然是由那些“不听话”的学生培养的，原因何在？

在学生的“逼迫”下成长
□ 李 迪

新生代班主任

新视野

2005 年 8 月，我开始写班级日记。 当时我并没想
到那些文章能出版， 因为我只是真实地记录自己的生
活：学生打架、丢钱、逼班长退位、女生被外班男生追
求、整顿班风等……

后来， 我将这些日记发到网上。 许多教师深有同
感，我所记录的故事和他们的教学生活一模一样；看日
记时， 他们会和我一起欢喜一起忧，“与其说这是班级
成长日记， 不如说它是反映班主任酸甜苦辣的随笔”，
“这些文字完全可以拍成电视连续剧”……

我也曾想将日记整理成独立的随笔投稿， 但做不
到。 因为这些文字里浸着爱、含着情、和着泪，它们早已
有了生命。 每次阅读我都深深陷入写日记时的情绪，一
味随着事态的发展而兴奋、激动、欢欣、伤感……

在这里，我不是编剧、不是导演，只是演员。
那些行为习惯不好的学生， 你根本无法想象下一

刻他们会制造怎样的难题， 所以我的班级日记就一直
不停地写着。 这一路，我走得跌跌撞撞，最终都化险为
夷，圆满解决，这引起了出版社的兴趣，他们主动和我
联系，要免费为我出版所有日记。 2008 年 1 月，《李迪
文集》（共 4 册）出版了。真实的描写引发了众多教师的
共鸣。倘若没有这些性格各异的学生做导演，我的教育
生活怎会如此精彩纷呈？

但是，我的收获还不止于此。

班级日记《我班有女初长成》写的是一
个八面玲珑的学生菁菁的成长故事，只她
一个人我就写了 5 万字。

菁菁对我的感情真挚而深厚，但她却
惯于瞒天过海、投机取巧。 困惑中，我寻师
求助。 内蒙古的郭景瑞老师、北京的王晓
春老师，都为我出谋划策。 在浙江蒋玉燕老
师的指导下，我开始学习心理学，并用契约
法成功帮助了菁菁成长。 那次的经历，让我体会到
了心理学的奥妙。 于是我开始系统地学习心理学，
并运用于教学，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在菁菁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我利用暑假翻阅
关于她的日记，并在每一篇日记后为自己的处理方法做
点评：这个事件我处理得好不好，若是不好，根源在哪
里？ 若是成功，为什么？ 倘若事情再来一遍，我会怎么做
……两个月后，菁菁和班里另外 3 个“问题学生”的成长
和反思录《她不仅仅只叫“刺蔴苔”》整理好了，我将电子
书稿交给出版社。 一个小时后编辑老师就打来电话，说
这些记录和反思很有价值，出版社愿意出版。

所以，我一直说自己是被“问题学生”逼迫着成长
起来的，是他们那与众不同的行为、观念，让我的班级
日记一波三折，逼着我进一步学习、总结，而我的思索
也因此而日益深刻。

我常想：自己没有冷静沉稳的办事风格，没有圆融
豁达的交流技巧， 更没有长远的目光和顾全大局的缜
密思维， 有时还要对亲朋好友甚至学生耍一点儿小性
子，这样的我怎么能获得学生如此真挚的情意？ 学生周
记却很好地回答了我心中的疑问：“和您谈话， 我们总
能感受到您那颗真挚的心。 在您受到伤害、 遇到困难
时，那簌簌的泪水、那紧锁的眉头和毫不自持的生气、
宣誓、恼怒、愧疚、道歉，都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最真的
您，不虚伪、不矫揉造作。 一件小事、一篇小文、一句嗔
怪、一个眼神、一个微笑，或几声牢骚，都能让我们心有
会意……”

真是这样吗？
曾有人感叹我的教育生活充满了纯真、 温馨、浪

漫、美丽。 那是因为我会在午后与学生一起欣赏《莲的
心事》，学习莲的高洁、矜持；会在月夜和学生吟唱《送
别》、《雪绒花》、《花非花》、《云水禅心》， 这是一种美的
熏陶，能让师生的心灵得到净化。

为什么要净化学生的心灵？ 因为他们并不总是那
么清澈。 学生在校的 3 年里，我对他们的“爱情教育”是
贯穿始终的。 我认为人一生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工作
和事业；二是婚姻和爱情。 所以，除了让学生掌握一技
之长，我还给学生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爱情教育”主题
班会。 比如，我曾写过《男人味儿是什么味儿》，谈到男
人的胸襟、理想、责任心，当男生不认真值日的时候，我
们便根据班规，让他们在讲台上背诵《男人味儿是什么
味儿》；还有《女人味儿是什么味儿》，文中写道：“……
女人需要的调味，不外乎温柔、善良、阳光、热情、从容、
淡定，知书达理、温文尔雅，成熟而不失纯真。 我相信，
卓文君和李清照都不仅仅是依靠自己的美色千古留名
的……前卫不是女人味儿， 不要以为穿上件古怪的服
装，烫个爆炸头，戴几个耳钉、外加一件露脐装，就有女
人味儿了。这样的味儿是一种‘怪味儿’。有钱的女人不
一定有女人味儿。 物质堆砌不出来女人味儿，化妆品只
能美化女人的皮肤，有的女人浓妆艳抹、穿金戴银，但
她一开口就让人感觉铜臭有余而情调不足， 让人感觉
索然无味。 古人云‘腹有诗书气自华’，爱读书的女人肯
定有味道，那么，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阅读吧……”当
女生涂脂抹粉，仪表行为不符合校规要求时，便要背诵
《女人味儿是什么味儿》。 学生对这样的处罚并不排斥，
同时这种方法在潜移默化中， 提高了学生明辨是非和
审美的能力。

学生知道我比较开明， 所以男女生互有好感甚至
早恋也不刻意对我隐瞒。 比如，班里蒙蒙和小斌有早恋

倾向。 蒙蒙学习习惯很好，小斌却经常在课堂上睡觉。
我不是“棒打鸳鸯”，而是在小斌违纪后感叹：“现在上
课睡觉，将来你的家人就免不了饿肚子。 你对家庭实在
是太不负责了……” 几次下来， 蒙蒙就提出和小斌分
手， 原因是 “小斌整天不好好听课， 就知道玩、 睡觉
……”事后，小斌开始努力学习、积极进步，因为他要增
强自己的责任心，让自己拥有男人味儿。 再如，小华是
一个敏感、单纯、有理想的男生，学习成绩不错，女生古
莲聪明漂亮，学习却不认真，还有抽烟、打架、乱讲朋友
义气的不好行为。 但成绩优秀的小华却被满身“邪气”
的古莲吸引。 小华和古莲便如此，他们的交往越来越密
切了，我知道“王母娘娘”不好当，就只能继续在班里引
导学生理解“女人味儿是什么味儿”。

一个月后，小华没头没脑地说：“老师，我感觉人与
人之间太可怕了，全都是心口不一，全都是当面一套背
后一套。 ”我一惊，以为他的人生境界达到了禅宗所说
的“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我细细地给他讲解，想
让他早日明白“山依旧是那座山，水也还是那些水”。 小
华若有所思地点头，主动将话题引向古莲。 我问：“你们
现在相处如何？ ”小华答：“其实我有时候心里烦她，表
面却还是对她笑……” 我惊叹：“原来你说的 ‘心口不
一’，是说你自己对古莲的态度啊！ ”他很诚恳地点头，
又苦恼地问：“老师，我是不是很虚伪？ ”我很肯定地回
答：“你不虚伪，你只是太善良，你不愿意让古莲伤心。
不过，你不喜欢她却欺骗她，才是对她最大的不公平。
只要你能真诚、尊重、宽容地对待彼此，你们还是可以
像朋友一样融洽相处。 ”小华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最后
又迷惑地问道：“老师，您跟我说实话，古莲到底是不是
个坏女孩儿？ ”

这个问题让我怎么回答？ 我若说古莲是好女孩儿
吧，她分明不认真学习，还抽烟、打架，不是我们倡导的
“女人味儿”， 但是我怎么能随便说自己的学生是坏孩
子，古莲若听到这样的评价，会有怎样的态度？ 会不会
破罐子破摔？

于是，我回答他：“古莲不是一个坏女孩儿，她只是
一个有很大毛病的好女孩儿， 我们都希望她早日克服
掉那些毛病……”

小华和古莲后来成为很要好的同学， 两个人依然
十分信任我。 我想，这就是真诚的作用吧。 学生真诚待
我，我又怎能不保留和他们一样纯真的心。 我曾说，女
人味儿的调味料包括“成熟而不失纯真”，现在想来，我
的成熟固然源于学生的“逼迫”，我的纯真岂不是拜学
生所赐。

曲折、困惑———无意的逼迫

李迪 ，河
南省郑州市科
技工业学校教
师， 国家二级
心理咨询师 、
河南省作家协
会会员 ，2011
年被评为 “河
南省最具智慧
力的班主任”，
郑州市优秀教
师。 出版作品
《 李 迪 文 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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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学校建设 生态教育的西部样本
———四川省宜宾市翠屏区生态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 文 艺 田 也

多点耐心更美好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

俞敏洪在其微博中曾写道 ：也
许，教师一句不经意的话就能改
变学生的一生。 而他最喜欢的老
师就是 “能够鼓励我 ，推动我前
行”的教师。 所有教师都应该鼓
励孩子，尤其对于那些暂时处于
落后状态的孩子，更要给他们希
望 ，给他们梦想 ，这样的老师才
了不起！

但并不是每个学生都能遇
到能够鼓励学生 ， 推动学生前
行的教师 ， 更多的时候学生遇
到怎样的教师只能拼运气 。 有
网友说 ：“我儿子刚上小学一年
级 ， 开学才两周老师就让我儿
子办什么 ‘延缓 ’，说我儿子什
么也不知道 ，现在如果不办 ‘延
缓 ’，以后就永远是个差生 。 我
不知道老师嘴里说出来的 ‘什
么也不知道 ’究竟是什么 ，他要
让一个刚上学两周的孩子知道
什么样的专业知识！ ”

把学生 “一棍子打死 ”的现
象数不胜数 ， 同时也暴露了许
多教师所缺乏的东西———点燃
学生心灵之火的耐心。 的确，能
给孩子希望的教师是了不起的。
曾几何时，教师一句不经意的话
语和鼓励，就让身为学生的我们
爱上了那位教师，爱上了他教的
课程。 而我们得到的，不仅是知
识，更是一段紧张却快乐的校园
生活。

真诚、坦率———无招胜有招

平等、善意———关心无极限
2006 年秋的一天，学校正热火朝天地开着运动会。 我和学

生一起欢呼雀跃， 一次次迎接着我们班获得名次的运动员凯
旋。 这时，体育委员小蓓轻拽我的衣角，我便随小蓓离开人群，
她开门见山地说：“老师，下一个比赛项目结束时，您别只迎接
我们班得了名次的同学，跑到最后的运动员也很努力，也很辛
苦啊！ ”

我惊叹、懊恼，转而感动，对小蓓连连道谢。 我怎么可以犯
这样的错误！

于是，下一场比赛结束后，我耐心地站在终点线旁，等待最
后一名的归来，我扶着她散步、放松……一转身，远远地看见小
蓓偷偷朝我竖了一下大拇指。 那一瞬间，我恍然如梦，不知道自
己是教师，还是学生。

新生入学后，都要买舞蹈裤、舞蹈鞋、手绢、扇子、画板、素
描纸等。 学生都是统一交钱，再由班干部购买学习用具。 去年深
秋某日早读前，我听班干部转红在讲台上说：“这段时间我们每
个人交了多少多少钱，花费多少，还剩余多少。 有的同学可能疑
惑，不知道钱是怎么花的。 你们可以随时到生活委员那里去查
账……”

听着转红的话，我蓦然想起以前我带班，班长辛苦为大家
买学习用具，学生却怀疑班长贪污，最后闹了很大的矛盾。 莫
非，现在这个班的学生也在怀疑班干“贪污”？ 我焦急地说：“班
干部牺牲周末休息时间为大家购买学习用具， 真的很辛苦，你
们可不能误会他们啊！ 我们不能让班干部在操心、劳累、流汗
后，还受委屈……”我这里还打算长篇大论，转红却将头转向
我，反驳说：“老师，您说的不对。 同学们交了钱，就应该知道钱
都花到了什么地方。 若是他们交过钱后，对钱的去向不闻不问，
那才是糊涂。 ”

顿时，我感慨万千。 我的学生心胸如此坦荡，而我又想了些
什么！ 在这件事情上，究竟谁更有资格做教师？

所以每次接新班，我都会在适当时机对学生说：老师仅仅
是年龄比你们大的长辈， 我平时做事肯定有思考不周详的地
方，你们若觉得我哪里做得不妥当，一定要真诚、善意地提醒
我。 老师在这里先谢谢你们。 记住，我们的目的都是为了班级发
展更快，都是为了大家身心快乐……学生听罢，会很认真地点
头，并时时关注班级事务和教师的行为。 我也如同有了千里眼、
顺风耳，常常收到各样小纸条，“老师，今天小蕊哭了，她可能有
心事，您抽空和她谈谈吧！ ”，“老师，今天是赵伟的生日，我们约
好了中午都在餐厅买面条，然后一起到 3 楼吃。 您也来吧！ ”有
时候我会收到这样的手机短信 “老师现在有空吗？ 来寝室一
趟”，不用问，一定是寝室里闹矛盾了。

这便是我班主任工作事半功倍的原因———每一届学生都
在培养我、帮助我带班。

我认为，所谓爱一个人，爱一个班级，不应该是你在这个人
身上、这个班级中得到越多，才爱得越深，而是因为你为这个
人、为这个班级付出越多，才爱得越深。 当学生愿意“培养”自己
的老师时，他们会格外关注老师、关注班级，这样的付出、关注，
不仅会让学生更加爱老师、爱班级，而且能成就教师。 很多教师
喜欢当班主任，因为他们深深体会到了被学生关怀的幸福。 能
让教师感觉到痛苦的，向来就不是忙碌、付出，而是空虚、无聊。
如果教师都能在教育生活中收获幸福， 他们会越发关心学生、
热爱教育，而学生也会尊敬教师，这将是多么和谐的师生关系。
良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的。 优秀的班主任，就是这样被学生培
养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