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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刘 霄

做有灵魂的教师
我是沂蒙山的儿子，不仅有吃苦耐劳的毅力，坚忍不

拔的精神，更有对教育的一片痴情。我在教育中跋涉，每一
次驻足回眸自己走过的足迹，总感觉有一种阳光普照般的
温暖和美好。

教学点里的“幸福”

1992 年 6 月， 作为优秀毕业生的我被分配到山东省
沂源县南麻镇最艰苦的地方———侯家官庄教学点。学校坐
落在山顶，没有院墙，没有大门，只有 11 间黑漆漆的教室，
教学设施更是一无所有。生活用水还要从山下很远的地方
挑回来，是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

工作条件艰苦、课余生活贫乏，一切都让我倍感失落。
我告诉自己，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无论多不情愿，都该
耐着性子走下去。 但与学生接触一段时间后，我就被孩子
们的淳朴和对我的依恋深深地感动了。

我对教育的热情也不知不觉地被学生调动起来。 期中
考试后，本想把例行家访应付过去就好，没想到学生和家长
都盼着我去，还有几个家长让学生询问家访的具体时间。

每走进一个家庭， 我都能感受到他们的淳朴和率直。
我开始喜欢这里的一切，决定摒弃杂念，踏实工作，为了学
生、家长的那份情，也为了自己的理想。 虽然我们过得艰
难，但我与学生并没有放弃寻找欢乐。

1993 年元旦，我和学生准备办一场精彩的文艺演出，
庆祝新年的到来。 白天，我利用课余时间和学生一起排练
节目，像一名听话的学生，愉快地接受文艺委员的安排。晚
上，写完教案后，还要给学生表演的“三句半”写稿，常常不
知不觉就熬到深夜。 双休日，又带着学生找村队文艺爱好
者指导节目。我的辛苦和忙碌让同事很不理解：“学校的条
件这么差，要什么没什么，随便找几个学生唱唱歌，应付应
付就过去了，何必这样认真？ ”我笑着说：“就因为条件简
陋，学生生活单调，我才要精心策划这次演出，给孩子们创
造条件，让他们对生活充满激情和希望。 我要让山里的孩
子活得像城里的孩子一样精彩！ ”

沂蒙山区风景秀丽，每年春天，我都会利用双休日带
学生上山掀蝎子，既可以让学生勤工俭学，又可以锻炼学
生吃苦耐劳品质，让他们体会到生活的不易，还让他们领
略了大自然的风光，拉近了师生、生生的距离。

记得 1995 年秋天， 教学点所在的村队需要在村庄西
边的荒山栽柏树。正是农忙季节，可栽树不能等，于是我主
动把任务承担了下来，和学生一起在村庄西边约 4 公里的
山上栽树，我告诉大家：“这里的树只能靠天活，我们要把
坑挖得深一些、大一些，栽的质量高一些。”开始时，大家还
能按照要求做，时间长了又渴又累，便有学生为了完成任
务而挖很小很浅的坑，甚至有个学生在一个坑里栽上十几
棵树苗，或直接把树苗藏在了石头底下，不种了。

我和学生聊天说：“等明年我们再来掀蝎子，看到自己
栽的树活了，是什么感觉？ ”“肯定很惬意！ ”“是啊，等以后
我们子孙后代来这里，看到长辈栽的树郁郁葱葱，一定会
很自豪。 ”我话锋一转，“可是，这样的场景或许我们看不
到了。 ”

一些学生着急地问：“为什么啊，老师？ ”我叹了口气
说：“有些树苗早到了石头底下或十几棵挤一个坑了，如何
能活？ ”偷懒的学生听了很愧疚，偷偷地把树苗拿出来，认
真栽树。

我在这个教学点工作了 4 年多， 直到 1996 年教学点
撤消我才离开。 在这里，我艰难跋涉，却其乐无穷，在这里
养成的吃苦耐劳的品质更是让我一生受益。

也许我无法改变环境，但可以改变自己。 笑对困境，
才能激发我的斗志 、锻炼我的毅力 、坚定我战胜困境的
决心。

学会妥协

离开侯家官庄教学点，我来到一所农村学校，教 3 个
班数学，兼宏志班（其实是后进生班）班主任。 闻名全校的
“六大金刚”都成了我的“得力部下”，顶撞教师、打架斗殴、
逃课、吸烟、喝酒，样样都干。我告诉自己：这是领导对我的

信任，也是成长的机会。 我才能静下心来，思考策略，理顺
方法。

为了更好地帮助这些学生，我晚上和他们同住一个宿
舍，谈生活、谈家庭、谈人生，海阔天空，渐渐地有了“学生
的样子”，他们不再狂妄不羁。

在我结婚那天，我担心学生出现问题，就利用晚上宴
席前的时间回到教室。 当我走进教室时，所有学生都愣住
了，随后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笑着说：“我来给你们送喜
糖。听任课老师们说，你们今天表现得很好，我就知道你们
都是好样的！”这时，“六大金刚”之一的学生周突然站起来
说：“同学们，以后谁也不能给老班添麻烦。”孩子们很守信
用 ，此后真的不再打架斗殴 ，吸烟 、喝酒的次数也明显减
少，而我也成了他们的朋友。

爱因斯坦说：“凭借恐吓、 压力和权威来管理学生是
一件最坏的事 ，它破坏了学生深挚的感情和真诚 、自信 ，
它养成学生驯服的性格。 ”当学生不断犯错误时，教师永
远不能轻言放弃，应该在引导学生反省改过的同时，反观
内省，不断修正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提升自己的教育智慧
和能力。

2005 年初二下学期，班里转来一名个子不高，比班上
学生大两岁的孩子魏猛。 来了才 3 天，他就开始逼迫同学
给他接水、打饭、买东西，一副“老大”的模样，还恐吓学生
说：“不听我的话就揍你。 ”

有一天，我刚走进教室，王浩就朝我跑过来：“老师，我
受不了了……”话未说完，他就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原来，
王浩是魏猛欺负的主要对象， 每天都要王浩给他端洗脚
水，不端就揍他。

我一听非常生气，可我还是努力镇定下来，找来魏猛，
和他心平气和地谈话。但交流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我生气

地问魏猛：“你有什么资本让同学做你的奴隶？ ”话音未落，
一个刺耳的声音传入我的耳膜：“你他妈管不着！ ”教室里立
刻鸦雀无声，空气像凝固了一般，学生都怔怔地看着我。

我心中五味杂陈，但更多的是愤怒。 魏猛感觉不妙就
迅速跑离教室，为防止意外发生，我让学生把他追回来，并
暗中告诫自己：冷静，问清楚再说。 为了调节心情、思考对
策，我离开了教室。班委跟上来劝我说，这句话是魏猛的口
头禅，让我别生气。 我灵机一动，何不借机举行“远离不文
明行为”的主题班会呢？

主题班会开始了， 我说：“听说魏猛骂人是一种习惯，
对我并非有意。”魏猛看我没发火，心中的石头落了地，“但
如果骂人成了习惯，就会非常可怕。 这节班会我们讨论不
文明语言产生的后果，并深入思考，寻找症结所在。 ”在班
委的带动下展开激烈讨论，有学生发表了精彩言论，有些
学生则羞愧地低下了头。最后，我总结说：“不仅是骂人，其
他的不文明行为也一样，既影响了感情，又有损自己的形
象。 高素质的人才会赢得友谊、信任、钦佩和尊重，相信同
学们会远离不文明行为的。 魏猛同学，请你和团支书利用
一周时间办一张‘远离不文明行为’的手抄报，说明不文明
行为养成的原因、危害以及改正的方法。 ”魏猛使劲地点头
表示赞同，一场风波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周，我欣喜地发现“远离不文明行为”黑板报，图
文并茂、内容生动。学生还决定把这些内容再细化，做成形
式多样的手抄报，在校园里展示、解说。一场告别不文明行
为的活动在更广泛的领域开始了。

初中生正处于成长的叛逆期，难免会犯错误。 当教师
被学生的言行触怒时，一定要冷静，要用自己睿智和宽容
感化他们，让学生得到教育、学会思考，也让自己以愉快的
心情投入到工作中。

相信学生

那次 ，学校决定举行 “三操一拳 ”比赛 ，时间短 、任务
重，学生练习三周后效果并不理想。 学校就要求下午课外
活动时间各班自行练习，由班主任督促。

由于要出差，我便把带领大家练习的任务交给体育委
员。回来后，我来到操场，看体育委员把班级分成了 4 个小
组，根据小组的练习情况进行分层练习。 每个小组都从组
员中选出某一项练得最好的学生，给组员做示范。 学生练
习得有声有色，体育委员笑着说：“老师，您来做什么，不相
信我啊，您去忙吧。”“我相信你，我来一是欣赏你的聪明才
智，二是欣赏同学们优美的动作。 ”

练习的第三周，体育委员主动来找我。
“老师，有几个同学不能参加训练了，我做不了主，来

问问您的意见。 ”
我疑惑地看看他问：“怎么回事？ ”
“其他班想从咱班中找几个学生去给他们当教练。 ”
“这是好事啊 ，说明咱班练得好啊 ，让他们去吧 ，我

支持！ ”
去其他班当教练的学生中，就有转学到我校的周海。
周海学过散打、跆拳道，但是经常和同学打架，朋友很

少。 有武术功底的周海在“三操一拳”的学习中表现很好，
学得很快。 体育委员还破例让他当“三操一拳”的总教练，
他的专业、热情、负责任让其他班级很羡慕，纷纷请他当教
练。 体育教师同意了我让周海担任体育教师助理的请求，
让他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巡回指导全校的太极拳训练。融入
到集体中的周海，找到了自身的价值。

最终，在“三操一拳”比赛中，我班取得了好成绩。这份
好成绩来自体育委员的大胆负责，来自全班学生的辛勤训
练，来自学生的自主管理。

放权不是放任和偷懒， 而是对学生的充分信任和尊
重。班级要成为学生温馨的家，是家长放心的地方，是学生
喜欢的地方，是学生的避风港，是学生的能力得到发展和
锻炼的地方。

扬起理想的风帆，直挂云帆济沧海。 我将把自己对教
育事业满腔的挚爱变成成绵绵不断的动力之源，把自己锤
炼成一名业务素质过硬、学生喜欢、家长放心的关注学生
成长的具有灵魂的教师。

2008 年 ，我力排众议 ，带着儿子 ，远赴海南 。 因为我
坚信 “每一个活过的人 ，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 ，
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点含泪的
烛光……”我希望自己能留给这个世界一些东西。

来到海南，我成为一所民办学校的教师。根据民办学校
生源的特点， 如何激发家庭条件好的孩子的读书欲望成了
我努力思考和实践的课题； 如何帮助被宠坏了的孩子重新
养成良好的习惯， 成了我早晚绞尽脑汁的问题； 如何走进
90 后孩子的内心世界，成了我在各类青少年书籍中徘徊的
理由。

为了能让自己有愉快的工作心情 ，为了让孩子身上
那些即将熄灭的闪光点再次燃烧 ，身为教师的我除了成
长别无选择 。 我认为 ，最有效的成长之道就是怀揣着爱
与使命感去实践。 当别人听到我的呐喊，他们都用怀疑、
鄙夷的眼光看我，认为我只是喊口号。 我也曾自问：我真
的是一个虚荣的人吗 ？ 直到我看到真格基金创始人 、新
东方创始人之一徐小平的创业日记 ，才坚定了自己的教
育理想。

1995 年底，俞敏洪来温哥华看我。 当时我失业在家，俞
敏洪则事业有成。我问他：“你都这么有钱了，还追求什么？”
老俞沉默了一会儿说：“还缺少崇高感！ ”就是这份崇高感，
成为新东方发展的精神动力。 2006 年，新东方上市了，我也

像俞敏洪 1995 年那么有钱了。 这时，我也开始感到极其缺
乏崇高感，于是，开始了天使投资。

看完日记，我倍受鼓舞，虽然自己事业无成，囊中羞涩，
但这并不影响我成为一个具有崇高感的人， 不妨碍我以认
真、敬畏、科学、负责的态度去实践教育事业。

我曾在四川的农村学校工作近 18 年， 在农村学校，每
天和那些淳朴的、憨厚的孩子打交道，让我更加明确了自己
的使命：我要帮助这些孩子。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我都希
望他们能过一种他们父辈未曾有过的生活。

这些都是促使我不断学习、帮助学生的动力。 然而，要
给别人一杯水，自己首先要有一桶水。所以我首先要做的就
是以最快的速度学习更多的东西。阅读便成为我汲取养料、
自我成长的不二选择。我开始不断地大量地多角度地读书，
反思成文，再付诸实践。 如此循环往复，促成我一次次地突
破和成长。

一切都是顺其自然、机缘巧合。成或不成我都觉得很幸
运，因为不管在哪里，我首先面对的是学生，我要解决的问
题都是学生的问题，与其他无关。

2011 年，我裹在春运大军的洪流里，来到了深圳。 有
朋友祝贺我说，钟老师，你现在终于成功了，苦尽甘来，不
用那么辛苦了。我淡然一笑说：“我哪里是成功了，我现在
是一切归零了，一切都要重新开始。 除了尽快成长，没有

其他。 ”
那一年，我已年届不惑，却还要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工作，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首先是工作量比在四川的学校工作时多了一倍多 ，

工作量增多对我来说不算什么，无非就是多做事。但我要
从一个习惯了慢文化的人变成一个快节奏的人， 让我苦
不堪言。

其次是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和我之前接触
过的学生完全不同 ，他们的许多学习习惯都需要从零开
始培养 ，而这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非短时间内可以
促成。

这些都是小问题， 最难的是如何让一盘散沙似的班级
重新凝聚。 于是，我开始一边回顾之前的经验，一边查阅资
料。 从建立班级文化开始， 让学生对自己的班级产生认同
感； 从举办班级活动开始， 让学生在活动中增进彼此的感
情；从人人有事干开始，让每个学生都成为班级的主人……
一切问题都在我决定成长的那一刻开始转变。

今天，我更加确信，每一次从困境中脱离，帮助学生完
成一次次转变，不仅是因为我爱学生，爱我所从事的教育职
业，更是因为我把每一次挑战都看成自己成长的良机。

那么我为什么要促进自我成长？ 不为别的，为良心，为
深埋心灵的崇高感、使命感。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光明新区光明中学）

� 山东省沂源县南麻中学教
师，全国优秀班主任、山东省首
届十佳创新班主任。

每个人都向往美好的事物，但维系美好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 教育尤是如此，只有潜心
教育事业，并付诸努力，才能扬起理想的风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我们的校园里， 有一些教
师的能力平平， 却能让学生的各
个方面都得到应有的发展， 一生
受益。 也有一些教师喊着“一切为
了学生”，却完全脱离教育规律教
育学生， 只提高学生的 “考试能
力”。 这样的教育是“伪教育”。

但辩证地看， 这是正常现象。
作为一个复杂和实践性很强的事
业，教育不是完美的，甚至是残缺
的。 教育者的教育理念、 教学方
式、 思维方式各不相同、 参差不
齐，甚至互相矛盾，都会导致教育
质量有高下之分、 优劣之别。 同
时， 教育工作中还掺杂着如人情
世故、行政干预等因素，让教育充
满不确定性。

但是， 不管现实怎样无奈，作
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们都应该笃
信自己的教育信仰，坚守真正的教
育，从专业的角度，身体力行真正
的教育。 否则，我们将沦为毫无个
性与特色的匠人，让魅力无穷的教
书育人工作成为谋生的工具，而教
育也将失去它真正的价值。

在我看来， 真正的教育是让
人无限向往的， 是在充满幸福与
阳光的校园中，师生能自由生活、
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 真正的教育不会
不请自来，我们必须一边憧憬，一
边脚踏实地行动。

这种守望， 首先是对教育持
有美好期待。 真正的教育是一项
富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的工作。 我
们的期待在一定程度上会决定我
们用什么态度对待教学。

唯有我们对教育抱有美好的
期待，我们才会真心对待学生，努
力引导、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 才
会充满激情， 全身心地投入到工
作中，坚守教育底线，战胜前进途
中的每次挑战。

守望真正的教育， 要对教育
心有敬畏。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是未来的主人。 因此， 不放弃探
索，不放弃学习，保持对生命个体
的敬畏、对教育的敬畏，放弃被规
范的成长流程和万能的成长模
板，针对每个孩子的实际情况，设
计最优培养方案， 才能让我们更
好地完成使命，成就真正的教育。

守望真正的教育，还要有坚定
的教育信仰。脚踏现实、仰望理想，
我们唯有坚守教育信仰，以理智和
探索的热情为利器去拼搏、 奋斗，
才能用心关注与我们相遇的每个
学生，才能准确批判不合理的教育
现实，进而反思和审视自己平凡而
又不平凡的日常教育生活。

理想总是很丰满， 现实总是
很骨感。 守望真正的教育，我们才
能沉下心来做教育， 在不完美中
追求完美。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保康县
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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