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梦，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是一

座具有光荣传统的百年老校 ，
希望教师们继续积极探索和
实践教育教学规律 ，帮助学生
全面发展……”2011 年， 第 27
个教师节 ，时任北京市市委书
记刘淇来到北京第一实验小
学 ，和在一线工作的教师们座
谈 。 听着这位长者真挚的期
许 ，参加座谈的毕然在心里默
默承诺 ： 今生要和教育相始
终 ，努力做一位以教育为信仰
的教师。

毕然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
中文系。 她的妈妈是一名幼儿
园教师，从小受妈妈的影响，她
梦想长大以后也能成为一名优
秀的人民教师。 1996 年，她带着
自己的梦想走进北京第一实验
小学的大门。

毕然现在广为人知的身份
是语文教师，教课说课水平自不待言，其实她爱好广泛、多才多艺，除
了深厚的文学造诣，还选修过音乐。 刚到学校报到时，学校领导看着她
的简历，眼前一亮：这是一位可以在任何科目都能独当一面的人。 因为
学校缺音乐教师，这个中文系才女就以音乐教师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
圆梦之旅。

刚刚工作 3 个月，这个初出茅庐的小姑娘就遇到了一项挑战。 当
时，有外地教师来第一实验小学听课，学校研究后决定安排毕然上一
堂展示课。 现在回想当时的场景，毕然连称不敢想象，“并没有像人们
想象的初生牛犊不怕虎，真的是悬着一颗心去做的，就想把学校安排
的任务做好，不能辜负了领导对自己的信任，丢了学校的脸。 ”那一天，
她讲的《时间像小马车》受到了听课老师的赞扬。

第二年，毕然开始担任语文教师兼班主任的工作。 她先后考取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专业（本科）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研究生课
程班。 通过自己的努力，她在各类竞赛、培训、公开课、研究课等教学实
践中实现了飞跃性发展。

毕然表示，作为一名优秀教师要有一颗向上向善之心，像植物渴
求阳光一样，拥有卓越意识，追求教育理想；要有专业意识，在专业领
域达到一定深度与广度，通过深入浅出的讲授，让知识为学生所用；坚
持资源意识，善于用一双敏锐的眼睛，发现并利用身边的各种资源，为
我所用、促我成长；在学校里工作、学习，要树立关系意识，积极营造良
好的人际关系、融洽的师生关系，为和谐的校园环境出一分力；此外，
教师必须具备忧患意识，登高望远见人所未见，不断给自己提新要求，
不断充实自己。

2007 年，毕然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不是一次偶然。

梦境，创造不一样的精彩
经过不断的探索和思考，如今，毕然已经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

行之有效的语文教学方法：重视激发兴趣，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
字的情感，在夯实基础的同时，不断丰盈学生的精神世界，从而全面提
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通过各种手段，毕然努力让自己、让课堂、让语文成为学生的“最
爱”。 她利用语文欣赏课培植学生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力求将语
文课程中最有魅力的知识展现给学生，使他们产生惊奇、赞叹、热爱、
追求的情感，学习兴趣、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得以提升。

她把“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这一教学目标铭记于心，在帮助学
生掌握听、说、读、写基本能力的同时，又加入人文性的内容。 通过发掘
中国语言的神韵与民族精神，让学生真正领悟母语之美。 她说：语文的
力量在于精神的引领，它能不断丰富学生的心灵感知力，在潜移默化
中影响孩子的言行，让他们明白什么是真善美，以及如何勾画出一个
大写的“人”字，“立德，然后立言、立行”。

毕然并不崇尚模式，在她看来，自己的教学法只不过是一个模糊
的方向性概念，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应该有很多不同的教学生成。

毕然把语文学习的过程看成是师生精神享受的过程，是提高生
命质量的过程，是体验和提升生命价值的过程。 针对小学生的学习
特点，她还采用了体验式的学习方法 。 通过创设情境 ，让孩子跳出
旁观者的角色 ，以文本主人公的身份去体悟 、去感知 ，从而把知识
转化为一种情感，引领孩子的精神成长 ，让孩子在感同身受中积累
知识、丰富情感，从心底里萌生出对知识、对美好人性的渴求。 在课
堂上 ，在童话世界里 ，在她发起的 “童心创作室 ”里 ，孩子们体验着
真实的人生经历，品味着欣喜与悲伤 。 渐渐的 ，他们学会了理解与
感恩，“他们的灵魂不再粗糙”。 现在，毕然的体验式教学法，受到各
方肯定，并开始在全校推广。

凭着对三尺讲台的深厚感情 ，凭着永不服输的韧劲 ，毕然在教
学中不断挑战自我，逐渐形成了清新、自然 、扎实 、灵动的语文教学
风格。

圆梦，满载一船星辉
善于思考的毕然对教育科研课情有独钟，她积极参加市、区、校的

各种教研活动，还多次承担了做课和教研任务，她说“要快速成长，就
要把自己放到压力之下”。

国家、市、区级展示课累计 30 多次，讲座交流 10 多次；为教育部
录制 15 节支援西部的教学光盘，并在全国播放；主持的课题《学科欣
赏课的实践与研究》，获区级一等奖……众多重量级奖项的获得，使她
成为名副其实的青年骨干。

在区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任职期间，担任本校和兄弟学校教师
的师傅，带过多个徒弟，使她们成为学校骨干教师，多人在区教学竞赛
中获得一等奖。2009 年 5 月和 2010 年 4 月，她指导本校的熊燕和周瑾
老师参加了区“宣新杯”比赛，均获得了一等奖。

这么多的教研，这么多的活动，累不累？ 对这样的疑问，毕然从来
都一笑置之。 当工作成为一种快乐的享受，就不再产生负担，何累之
有？ 对毕然而言，这些经历不是负担，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在研究和
积累的过程中，她经常利用闲暇写一些随笔、课例、案例，把一些收获
和体会记录下来，成为语文教育教学中不可多得的珍宝。

怀抱少时梦想，满载一船星辉，毕然用生命在教育苗圃里描绘着
自己的当下与学生的未来。

红梅映雪分外香
———记北京市第五十六中学教师邬雪梅

一个“吃不饱”的教师
“老师，不好意思打扰您吃饭了，您的点评我还没听明白，要不

您再给我说说？ ”评优课结束后，邬雪梅拿着自己的饭菜蹭到评课
老师那里，眼巴巴地瞅着对方。 这一招，无疑，很有效。 “私下里，老
师会说很多课上不会说的话。 ”邬雪梅对自己的这种小技巧也颇为
自得，“不用太多，只要有一条有用的建议，对自己的成长就是莫大
的帮助。 ”

邬雪梅 1997 年参加工作，刚开始她也有着小姑娘的羞涩，像其
他老师一样对公开课、评优课敬而远之，但随着时间推移，她渐渐喜
欢上了这种讲课方式：“不喜欢这种展示， 无非是怕暴露自己的短
处。”她讲。但是，当对成长的迫切需求压倒焦虑时，她就喜欢上了这
种成长方式：通过公开课、教研来梳理、总结、提升，给自己成长创造
机会。用同事的话来评价：她就是一个在教学上永远“吃不饱”的人，
永远在求新、求变，希望借助各种机会来提升自己，改进课堂教学。

“我刚有个好主意，不知道效果如何，你来我课上看一下，给点意
见。 ”邬雪梅总会向同事提出这种“无理要求”，同事们也特别喜欢附
和。 因为“跟她在一起，你自己也有不断更新的成长感”。 要是同事觉
得效果不好，课上还不好意思点评，也没什么，邬雪梅有个小本子，会
在课下追着同事求建议。

教学 17 年，很多人开始把教学方式稳定下来，形成课堂模式。 邬
雪梅却不这样，她没有墨守成规，而是积极地加以研究，勇于尝试各
种教学方法，在变化中寻找最适合学生的方式。 连续 7 年她在高三教
学中根据每届学生特点先后推行了小组合作式学习、案例式教学、学
案导学、运用交互式电子白板教学等，觉得什么好就一定会去学。

给学生真正有用的东西
随着对教材的日渐熟悉，邬雪梅的课堂变得幽默、风趣，深受学

生喜欢，但她认为那时的自己正处于发展的瓶颈期。 “顺风顺水时，人
往往会沿着老路走下去，也就没有了应有的反思。 ”所以，她非常感谢
2003 年的那次棒喝，这也是她钟情于上公开课的原因之一。

2003 年，区教委对学校进行视导，学校推荐邬雪梅展示一节公开
课。 那堂课上，邬雪梅把自己的教学才能展示得淋漓尽致，课堂气氛
非常活跃。 上完课，专家做点评，在肯定邬雪梅教学上的努力后，话锋
一转：“希望你以后能多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 ”这一句话让处于“自
我陶醉”阶段的邬雪梅猛然惊醒：教是为了学，只有有利于学生学习
的教学才是高效的。 每次回想这次经历，邬雪梅总有欢呼的冲动，因
为“打不破是瓶颈，打破了就是提升”。

由此，她的地理教学进入一片新天地。
接下来， 她尝试从学生的立场来看待问题， 关注学生的学习特

点，关注他们的学习障碍。 她的教学理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想办
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用教材把学生教会而不是把教材上的知识
教完。 她积极进行多种教学方式的尝试，结合时事，以问题为中心推
进教学；引入案例，让学生在对情境的分析中构建知识……

这样的探索很累，这样的课堂需要很高的教学智慧，却能让学生
乐于参与、积极思考。 学生不仅
习得了知识， 更重要的是提高
了思考、探究的能力。 2004 年，
邬雪梅的研究课 《城市区位因
素》 在北京市中学地理教学课
例 评 选 活 动 中 获 得 特 等 奖 。
2008 年，《案例教学在高中地理
教学中的适用性》 获北京市基
础教育科学研究优秀论文一等
奖。

她自嘲一辈子就是教师的
命， 总有兴趣挖掘出教学上的
新东西。 现在的邬雪梅不仅关
注知识， 更希望自己的教学能
在学生的人生中留点东西。

现在，每教一届新生，邬雪
梅的第一节课从不讲教学 ，而
是讲自己对地理的想法。 一草
一木皆能开悟于人， 学地理知
识是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如何
认识世界， 学会和周围的人与
物友好相处。

一张一弛，爱生有道
常有人觉得邬雪梅年轻，邬雪梅报之一笑，调侃道：“被学生给带

坏啦！ ”她跟学生亦师亦友，一张一弛间树立起自己可敬可佩又和蔼
可亲的教师形象。

“与人者，与其易疏于终，不若难亲于始。 ”在学生看来，她的第一
面是严厉的。

“哎呀，完了，上学第一天就被抓包了。 ”徐松（化名）毕业前曾是
邬雪梅班里的班长，他对邬老师的第一印象特别深刻。 开学第一天，
在操场上刚分完班级和老师， 自己正扭头和身后的同学聊得热火朝
天，肩头却搭上了一只手。 “哎，同学，别乱说话啊！ ”一看是自己的新
班主任，他就蔫了。 等被带到新教室，邬雪梅的一句话让他又觉得异
常亲切。 “今天，大家进我这个班，我会负责到高三，我承诺自己会非
常尽心尽力，希望你们自己也要努力，老师一定会努力帮助你们。 ”他
想这或许是个不错的老师， 可没想到接下来竟是一个月的 “高压统
治”。 这一个月培养了学生们良好的自律意识和学习习惯，让学生也
明白了老师的真正用心。

一个月后，邬雪梅阳光的一面方才绽放———跟孩子打成一片，学
生们渐渐发现这个老师真不错。 “很温柔，眼睛还不大，笑起来的时候
用笑眯眯三个字最为贴切。 ”有学生笑着描述。他说自己不怕邬老师，
“只要不犯错，绝对可以把邬老师当做我们最亲密的朋友。 ”有人忘带
课本了，她会来一句“看来，下回还是我替你存着比较保险”。 上课学
生讨论一时停不下来了， 她就抬头看着天花板，“我就想知道是谁最
后一个张着嘴”，幽默而犀利，声音不大，却有着绝对的杀伤力。 “老
师，抱抱”，当曾经教过的学生向其表达亲密，她从不拒绝，主动张开
热情的双臂……

很多学生毕业后，都跟邬雪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他们看来，
这个热情开朗、 未见其面先闻其笑声的邬老师是一个表面严肃认
真，但内心敏感细腻的人 ，她带给他们地理知识 ，带给他们看待世
界、处理事情的正确方式，更带给他们爱，让他们拥有一段温暖的校
园记忆。

怎样让地理课堂更有价值
———记北京市西城外国语学校教师吴琳

教育，我的信仰我的梦
———记北京第一实验小学教师毕然

教学的本质是育人
“您是这辈子最了解我的老师……以后我走的每一步，我都要让您

知道，没有您就没有今天的我。 ”看着毕业生写给吴琳的这句话，笔者不
免对吴琳好奇起来，她有着怎样的魅力，可以让学生如此感恩？

吴琳，1985 年参加工作，父亲是大学教师，所带的研究生没有一个
不说他好的。这让吴琳觉得父亲的学生对大学生活很怀念。但是她教的
学生却并没有给她这样的感觉，很多毕业生在进入大学后，都曾向她抱
怨大学生活的无奈、无趣，并表示对高三生活无限怀念。 他们说：“高三
苦，但有您这样的老师可以信赖，有目标可以去奋斗，生活很充实，进入
大学后根本没人关注，看不到自己的路，前方总有重重迷雾。 ”为什么出
现这样的状况，问题还是出在基础教育阶段。 “我们过多地关注知识的
传授，却忽略了伴随学生一生的素养和能力。 ”

她从不认为自己的地理课是所谓的副科，“都是在育人， 哪里需要
什么主副之分？ ”在她看来，对学科主副的粗暴划分实际上是向唯分数
论投降，是教育职能的迷失。

她认为，无论什么学科都应该关注学生，而不是分数，不是升学率。
“成绩好的孩子是不是心理素质就高，是不是人格修养就好，是不是就
一定能比别人更成功？ ”吴琳曾反复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课堂不
再是教师演示知识的过程， 而是
师生共同生成、建构知识的动态、
交互的过程。“优秀的教学不是为
教师寻找更好的教学方法， 而是
为学生建构更好的机会。 ”

她的一个学生毕业后来采访
吴琳：“您认为教育是为了什么？”
吴琳回答：“教育是为了学生的发
展， 教学要能点燃学生思维的火
花。”她的地理教学关注学生人格
的完善，努力赋予他们参与社会、
自我成长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成
为生活的强者。

尊重学生，尊重生活
地理教学中如何育人？ 28 年

来，吴琳不断地进行着探索，逐渐
形成了这样的教育理念：“为学生
创设一种氛围， 在地理课堂中感
受生活，学会探究，提高素养；为
学生提供各种机会， 在地理课堂
中展现自我， 体验成功， 增强自
信。 ”

她重视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 《地理教育国际宪章》提出要使
“地理在各个不同级别的教育中都可以成为有活力、有作用和有兴趣的
科目，并有助于终身欣赏和认识这个世界”。 吴琳认为这应该成为每一
位地理教师工作的目标：学习知识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对
学科的兴趣，掌握学科的学习方法，提高用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学会独立地获取、筛选、分析、评价地理信息，为学生终身学习打下
基础。吴琳将课堂教学内容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社会热点问题有机地结
合起来， 指导学生用课堂所学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 引导学生关注社
会、关注生活，以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培养他们学习地理的兴趣。

“一个女科学家奖的颁奖典礼，让我们文科生去干什么？ 很多内容
都听不懂呀。 ”学生们垂头丧气地回来，一进办公室就向吴琳抱怨。 “这
是一个机会，你们看到了不一样的生活。 ”她这样对学生解释。 世间万
物，看似独立，实际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水形成了云，云落而为
雨。 她讲了一个学生的故事：大二时他和同学一起去以色列交流学习，
除了各种行李，包里还塞了一把伞。 有人取笑他大冬天还拿一把伞，多
此一举，等到了当地，大家个个对他投以钦佩的目光，因为以色列是冬
季多雨的地中海气候。 “地理和以色列相去何止千里万里？ 但它却能提
高生活的品质，还能彰显学识。 ”一次抱怨，经她之手成了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的契机。

吴琳就是有这种思考的能力，她从不把教材视作唯一的课程资源，
而是从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寻找课程资源。 她觉得地理教师应该因地制
宜（地理事象的地域性）、因时制宜（地理事象的变化性）、因人制宜（学
生的个性差异）创造性地展开教学活动。 从学生身边、从现实生活中选
取教学素材，立足于学生现有的生活经验，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

“要把教材和生活相结合，要引导学生用地理原理去解释现实生
活。 ”这才是地理学科的生命力所在。

技术提升教学
“您更像搞信息技术的老师。 ”一次有关白板的公开课上完后，有老

师这样评价吴琳。 从 2007 年起，吴琳带领年轻教师利用交互式电子白
板在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教学实践，教
学效果显著。

借助交互式电子白板，吴琳构建了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互动、分
享为核心”的 21 世纪教与学的全新环境，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
生命的气息。

在课堂上，吴琳向我们展示了白板教学的过程。这种交互式教学的
核心在于互动，学生在情景中进行问题探究、信息交流和自主学习。 “利
用白板的交互功能，教师可以创建双主体的互动课堂，提高课堂教学的
有效性。 ”她说。

交互式电子白板为吴琳的课堂教学开拓出一片新天地 。 2011
年，吴琳的教学课例《地球的运动》在全国第三届现代教育新技术优
秀研究成果和优质课评选中荣获特等奖；2011 年，她撰写的论文《利
用交互式电子白板提高学生认知活动的质量 》获中国教育学会中小
学信息技术教育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学术年会论文评选一等奖。 2012
年 4 月，在第四届全面信息化教学高峰论坛暨全球示范校校长高峰
会议上，她做了“改变教师，改变学生，改变人生”的专题发言。同年 5
月，在第五届全国中小学交互式电子白板学科教学大赛暨新媒体新
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上 ，吴琳以 “课堂 ，让生命更美好 ”为题侃侃而
谈，赢得与会者的一致肯定。

在吴琳看来， 引入白板等现代教育技术的课堂关注学生的知识
生成过程 ，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 ，让学生在问题情景中切身
感悟，在体验式学习中自主思考，在合作探究中分享智慧。 这与倡导
“关注每一个学生的生命状态 ”“要把人的发展作为关注的中心 ”的
“生态课堂”不谋而合，也体现了学校“为了孩子一生的幸福”的办学
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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躬耕杏坛 仰望星空
———北京市西城区名师风采展（之三）

□ 董明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