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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校阅读联盟，是一个学术性的高品质交流平台，因你的加入而精彩。

期待有你！◆会员尊享
1. 学校读书沙龙内容优先刊发
2. 教师读书心得优先刊发
3. 阅读活动开展有特色的学校 ，记
者将深入采访，全面报道
4. 优先享受教师专业写作公益辅导
5. 可成为中国教师报战略合作伙
伴，享受本报提供的学校定制化服务

1. 各地成立读书会，确定负责人，公布联络方式，预告读书内容，定期
举办读书沙龙
2 组建推广阅读专家团队，指导成员校深入、持续推进阅读，内涵发展
3. 为阅读成效显著的成员校量身打造观摩研讨会、现场会等推广活动
4. 为优秀成员校挂牌，建立培训基地
5. 为成就突出的成员校校长、教师举办教育、教学、管理思想研讨会
6. 组织出版社、阅读成员校交流活动，为成员校出书搭建平台
7. 组织出版社向阅读成员校赠书活动
8. 召开千校阅读联盟年会，发布相关标准、报告

咨询报名热线：
010-82296740 13810009700 冯永亮
010-82296736 13439386850 刘亚文
邮箱：jsshzk@126.com

河北省邢
台市第十中学
是一所公办全
日 制 初 级 中
学。近两年来，
他们大力实施

“绿色课堂、生态校园”战略，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
课堂，依靠学生、发展学生，取得了显著效果，逐步
得到了社会和家长的认可。邢台市第十中学校长祝
卫国曾告诉我：“刚开始搞课堂改革时， 家长不理
解，怕改不好耽误了自己的孩子，顾虑重重。有的家
长甚至要挟我说‘我的孩子成绩很好，不能和那些
差生在一起学习，如果你们不分快慢班，我们就转
学！ ’”

在当时的情境下， 祝卫国很清楚学生转学对
学校发展意味着什么： 邢台市第十中学是个薄弱
校，在每年的生源大战中都处于弱势，别说到外面
挖生源，能保住片内生源就已经很好了。而为了保
住生源，许多学校的校长、教师都极尽招生宣传之
能事，为了满足家长的需求，什么事都敢做，比如
承诺分实验班、大班、小班，公布任课教师姓名等，

但这样做的效果并不理想。
面对这样的形势， 祝卫国和他的团队没有一

味迎合家长需求，而是冒着生源流失的危险，坚持
课堂改革方向。 “如果我们迎合一个家长，就会失
去多个家长；如果我们迎合一部分人，就可能迷失
教育的正确方向”，所以他们不设快慢班，只有平
行分班；没有大小班，并且将班容量控制在 48 人
之内，严格做到“退一补一”，决不超员。 在课堂改
革上，他们和山东杜郎口中学联盟，多次互派教师
深度交流学习，大胆引进杜郎口模式，并在充分消
化吸收后形成有本校特色的新模式。在课堂之外，
他们学习人大附中西山学校经验， 以校本课程开
发为抓手，打造学校特色，引领学生发展兴趣、张
扬个性。为了调动教师开发校本课程的积极性，祝
卫国亲自主持开发了校本课程———书法艺术，吸
引了近百名学生选修。 他们还大力加强校园信息
化建设，现已基本建成宽带网络全覆盖的校园网，
实现了班班白板互动式多媒体教学。

虽然他们拒绝了个别家长的要求， 却进一步
加强了和家长的联系———成立 “家长委员会”，把
课堂全天候开放给家长， 学校举办的专家讲座也

邀请家长参加。就像祝卫国说的，“培训家长，努力
使家长和学校的教育期待高度一致，只有这样，我
们的改革才能顺畅进行。 ”在家校紧密合作的大背
景下，学校“绿色课堂、生态校园”发展模式以“正
能量”的态势被不断放大，多家媒体对其经验进行
报道，教育行政部门还曾召开现场会予以推广。无
疑， 邢台市第十中学的改革之路已悄然在教育界
“热”了起来。

由此，我想到学校招生时的生源大战。 这场大
战，向上由中考延伸到高考，向下延伸至“小升初”，
时间也由考后延伸至考前， 甚至提前一个学期，大
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了争夺生源，各校绞尽脑汁，百
般承诺，多方应允，还美其名曰“为了满足家长的需
求”。我不禁要问，这种卑劣的抢夺生源的行为究竟
是家长的需求，还是学校、校长的需求？

对此，祝卫国以切身体会给出回答：“现在，人
们办学很功利，很多人都是为了政绩、名声。 这两
样东西都是致命的铁枷锁，把人枷得死死的，连气
都喘不过来……你一旦和这两样东西交上了朋
友，就如同吸了毒、中了邪一样，死追猛打，就像夸
父逐日一样直到渴死、累死。 ”

校长需求，还是家长需求

赵新芳教育生活禅（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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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的新探索
□ 赵 洁

“梦想中心”教室的墙不一定
是白色的， 可以涂上孩子们喜欢
的颜色； 教室的桌子不一定是并
排的，可以摆成童话堡垒的形状；
图书室和互联网是开放的， 孩子
们可以围在一起探究未知的世
界；演讲台是低矮且颜色亮丽的，
教师鼓励孩子们面对大家时要侃
侃而谈……从一年级到九年级 ，
每个孩子都可以在“梦想中心”度
过充实、绚丽的 300 个小时。

“梦想课程”里有什么？它将素
质教育分为 3 个模块：“我是谁”，
可以让孩子们通过认识自己来更
好地认识周围的人、事、物；“我要
去哪里”， 让孩子们看到生命与世
界的多样和无限可能。 在真爱梦
想的课程中 ，孩子们可以找到真
正热爱的东西。 但找到并不意味
拥有 ，孩子们还要拥有得到它的
本事 ， 即第 3 模块 “我要如何
去”。 在这部分，孩子应具备的一
些基本技能被提上课表 ，比如谷
歌飞行器和理财知识的使用等 。
教师将这些看似高端的知识巧
妙地渗透到梦想课程中 ，让农村
学校的孩子更容易理解和使用。

“梦想课程”怎么上？ 作为国
家课程的补充 ，“梦想课程 ”以校
本课的方式被纳入学校的课程 ，
一改之前提及校本课程就让人
联想到书法 、舞蹈等兴趣班的旧
套路 。 同时 ，作为校本课和综合
实践课的素材 ，“梦想课程 ”可结
合学校特色 ，补充学校校本课程
开发的不足 ，丰富学校的素质教
育教学。

“梦想课程”的教学重点是让
孩子养成自学的能力， 教师不再
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孩子学习的
陪伴者， 是积极的提问者和鼓励
者。 他们与学生共同学习，突破自
身知识和认知的瓶颈 。 “梦想课
程”不仅把教室 、课堂还给孩子 ，
给孩子提供有乐趣的学习体验 ，
更培养了孩子健全的人格， 让孩
子掌握了终身学习的技能。

（作者单位系上海真爱梦想
公益基金会）

（“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方
法比知识更重要 ”、“信任比帮助
更重要”是“梦想课程”的三原则，
下期让我一起解读“梦想课程”三
原则）

“真爱梦想”行动 22

细节的力量幸福教育离我们有多远
———《静悄悄的革命》读后

□ 朱建军 小说小

□ 王柱华

即使教师有了一桶水要给学生一杯水，也要先找到杯口。 王柱华/图文

每读唐诗宋词都会邂逅“凭栏”二字，它高频
率地出现在诗人的笔下。 随着辞藻华美、抑扬顿
挫的诗句， 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悠远清绝的画
面：一根根栏杆或横或竖，一个个青衫男子或站
或坐，背影萧萧，衣袂飘飘。 远处是水天浩渺，江
山万里，意境苍茫。 “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一
个“凭栏”泄露了作者的心事，撩拨着千百年来读
者的心扉。

凭栏是一个寻常的动作 ， 凭栏也是一道静
默的风景。凭栏是诗人远眺的目光，是他们孤单
寂寞的背影， 也是无可言说的思绪和绵长深广
的情怀。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不同的栏杆，承载了
不同的人生。

“阅景无旦夕，凭栏有今古。 ”（杜牧《题宣州开
元寺》）这是出身名门、心怀理想却又未展襟怀的
杜牧在凭栏，是怀古也是慨今，是追忆也是伤情。
曾经的青苔白鸟， 此时的幽情怀想， 多少岁月沧
桑、个人际遇都熔铸在这凭栏一叹中。

“草色阳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 ”（柳永
《凤栖梧》）唐宋文人中，柳永最是多情浪漫也最是
率真坦荡。 流连勾栏，写词抒怀，不惜用浮名，“换
了浅吟低唱”。 他凭栏相思，是倾情，是疏狂，是沉
醉。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谁懂得这
份凭栏无语的深情凝望， 谁知晓一个白衣卿相的
痴恋情怀？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 ”
李煜凭栏，望的是江南故国，望的是岁月山河，也
是心中的迷茫、怅惘、叹息、痛悔……江山社稷一
朝失去，再也不能拥有。 作为曾经的君主，他怎堪
回首？他想遥望，却不再敢凭栏，流水落花春去也，
都已是天上人间。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岳飞凭栏，
是抒发理想志向，是浇心中块垒，是渴望收复山
河的气魄胸襟。将军怒发一冲冠，便豪情激荡肺
腑 。 他用裂石之音诠释 “凭栏 ”，用慷慨之气书
写“凭栏”，后人读之自是热血满怀，壮志凌云。

经历了亡国苦痛，见证了山河破碎，到了辛弃
疾，面对栏杆，已不再凭栏，一句“把栏杆拍遍”喷
薄而出，惊飞了秋水断鸿，也拍打、震撼着我们。这
动作，凝聚了多少压抑与激愤？ 无人会登临意，一

根根栏杆落满了英雄泪。
古时的亭台楼阁自是随处可见， 所以凭栏成

了千年文人不约而同的动作， 给后人留下一缕缕
绵长深远的思绪。

凭栏有着一份难以遮掩的寂寞孤单， 凭栏是
一种深刻的惆怅思绪。所以，凭栏常常是个人的体

验和行为，是不能共享的。 在他们凭栏的时候，我
们往往只看到一个人的目光，一个人的背影，画面
简洁却水阔天长，意蕴丰富，让人念念不忘，生出
深沉的感动。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育鹏小学）

谁解凭栏意

那时，他很孤独，如一只鹤。 这是他自己的
想法，别人只认为他是一只草鸡，因为他只是清
洁队的一员。

每天 ，扫完街后 ，大家或是闲聊 ，或是打
牌、看电视，只有他一个人看书。 有个叫狗子的
同事笑他说：“怎么，想考状元啊？ ”大家听了都
嘎嘎地笑，讥讽地笑。 他只是默默看书，一言不
发。 当然，他不只是看，也经常写。 他有一个梦
想，成为作家，著名作家。 所以他写了一摞又一
摞的稿子 。 大家嗑瓜子时 ，他在写 ，大家逛街
时，他也在写，除了扫街就看书、写作。 时间一
长，他成了游离于清洁队外的怪物。

“这家伙，做梦呢。 ”一个同事说。
“不是做梦，是发神经！ ”另一个吸着烟的同

事说。
这时 ，狗子走进来 ，东摇西晃的 ，一身酒

气，站在了他身边。 他抬起头，看了醉汉狗子一
眼，继续写起来。 其实他心里有些犯怵，因为上
次狗子就曾批评他的文章“算什么东西”，争辩
之余两人还动了手。 他根本不是狗子的对手，
一拳就被狗子打倒在地，嘴唇都肿了。 事后，大
家都说是他不对，作家嘛，怎可和醉汉计较。 领
导也不满意，翻着白眼道 ：“一个扫街的 ，写什
么写！ ”

他知道，在这里，自己是孤独的一根野草，
只能忍。 但狗子并没有因为他的沉默而离开，而
是伸手夺过他手中那一摞稿纸道：“我看看。 ”狗
子并没有看稿纸， 而是吐了两口唾沫骂道：“什
么狗屁文章！ ”便将它扔向空中，稿纸如蝴蝶般
乱飞。 他斜眼瞪着狗子，用劲咬了咬牙。 大家又
一次笑了，嘎嘎的，狗子也笑了，哈哈的。 这时，
她走过来。 一直以来，每每别人取笑他时，她都
会站在不远处望着他，眼里满是欣赏、敬佩。 在
大家的笑声中，她蹲下身，拾起一张张散落在地
的稿纸，仔细看着，随后说：“写得真好！ ”

他的心猛烈一跳，第一次感觉到温暖与力
量。

“好什么？ ”狗子撇着嘴问。
“看了几句，就被迷住了。 ”她轻声说。
狗子张张嘴，没说什么就走了。 她拿着稿

纸，走到他面前，双手递给他：“写得真好，完成
后能让我读一遍吗？ ”他抬起头，眼前是一张干
净、清爽的脸庞，纤尘不染。 他点点头，接过稿
纸。 从此，每次写完文章，她都是第一个读者。
读罢，她都会微笑着赞叹“真好，太迷人了！ ”她
总是说迷人而不是吸引人。 大家都说清洁队里
又出了个“女状元”。

在她的赞美中，他的文章终获大奖，他也因
此被调到文联工作。 临走时，他拿来一本书，请
她留言，要一生收藏。 她握着笔，如握扫把一样，
站在那儿红了脸。 恰在这时，会计经过，看到此
情此景，笑着说：“她不识字，每次领钱都只是按
手印，这次也按手印吧。 ”

一时间，他呆住了。 阳光下，她仍微笑着，睫
毛反射着阳光，亮亮的。 他飞快找来印盒，打开，
请她沾上印泥， 她在扉页上工工整整地按下一
个指印。 望着那红红的指印，泪眼模糊中，他仿
佛嗅到了春天原野里盛开的山丹丹的花香。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山阳县山阳中学）

□ 郭 利情走笔温

教学没有那么难
———读《高效课堂理论与实践———我们的教育学》

□ 丁才印读联盟成员校阅 ·读书心得

当这座紫塞山城上空开始有鞭炮依
稀炸响时 ，作为一名教师 ，我这一学期
的教学任务才真正地结束了。 当我静下
心来 ， 忽然发现心中有收获的窃喜 ：学
校课堂教学大比武获得最高荣誉 ，我被
授予“三星级教师”称号。 年末县级骨干
教师评选中我又以最高分摘得殊荣 ，期
末考试所教班级成绩也取得了第一名 。
难能可 贵的是在 20 多年的教学生 涯
中 ，没有哪一学期像这学期这样教得轻
松、舒心。 仔细想来，这些成绩的取得并
非偶然 ，因为我始终有 《高效课堂理论
与实践———我们的教育学 》一书伴我左
右 , 它总是在我茫然无措时让我看到全

新的教育景象。
它是学校送给每位教师的礼物。学期

初，崔青荣校长就把这部“高效课堂”的力
作，作为新学期礼物放到了我校近 200 名
教职工的办公桌上。 开始阅读此书时，我
像大多数走在课改路上的同行一样，面对
花样迭出的教育教学理论和诸多课改先
进校的成功经验， 既热血沸腾又茫然无
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书中内容的细
细品味，云雾渐渐散去，我感觉一股欣喜
在心中生发。

我曾经自诩是一个善讲、 负责任的
教师 ， 我每节课都不肯浪费掉一分一
秒 ，下课铃声响了 ，还要嘱咐学生几句 ，

生怕有所遗漏 。 我讲得很辛苦 ，学生成
绩却一直平平 。 相反 ，有的教师很少滔
滔不绝地讲 ，但学生的成绩却很好 。 我
曾经固执地认为 ， 那些人并不是好教
师 ， 他们那样做对学生是不负责任的 。
然而一到中考 ，这些 “不负责任 ”的教师
的学生成绩却是出奇地好 。 对此 ，我只
认为 “他们就是命好 ”，能一直教那些素
质好 ，教师不讲也能学会的学生 。 但在
亲自到山东杜郎口中学参观学习 、拜读
李炳亭的著作 《杜郎口旋风 》之后 ，我才
彻底改变了之前的看法 。 尤其是读了
《高效课堂理论与实践———我们的教育
学 》后 ，我对 “观念决定行动 ，认识的局

限性必然导致行动的迟缓或者谬差 ”的
观点更是深信不疑。

原来，不是他们不负责任，而是我落
伍了。于是，我如饥似渴地拜读《高效课堂
理论与实践———我们的教育学》， 圈点批
注，做摘抄笔记，写体会文章，并对照“好
课堂的共性”标准重新设计“课堂流程”。

真是“观念不变课难改，观念一变一
重天”。 在众多无眠之日的冥思苦想和实
践后，学生的成绩提高了，我也不再教得
那么辛苦了。 我真正理解了“课堂必须是
基于学和服务于学的课堂”的含义，也恍
然大悟，“教学原本没那么难。 ”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承德县承希学校）

□ 徐沛喜书感悟读

雨冷，酒暖，书香，人多情。 寒天奉书，
一室皆春气矣。

———董桥

读一些无用的书， 做一些无用的事，花
一些无用的时间， 都是为了在一切已知之
外，保留一个超越自己的机会。 人生中一些
很了不起的变化，就是来自这种时刻。

———梁文道

我不想谋生，我想生活。
———（英）奥斯卡·王尔德

真正的光明决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
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
雄决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 只是永不被
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 所以在你要战胜
外来敌人之前，先得战胜你内在的敌人。你
不必害怕沉沦堕落， 只消你能不断地自拔
与更新。

———傅雷

指印
□ 余显斌

丝语

我被李明阳的 《我的母亲我的家———明阳诗
歌散文选》中流露出的真情深深打动，一口气读完
了它。该书之所以有超凡的感染力，除了感情特别
真实以外，还因其细节描写的魅力。

商界流行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其实这句
话不仅适用于商界，同样适用于作文章。成功的细
节描写使作品细腻深刻、含蓄生动，极富表现力。
作家李准说：“没有细节就不可能有艺术作品。”细
节描写的功效可见一斑。

著名作家、 学者孙绍振在该书序言中写道：
“在这些美好的感谢中，写得最为动人的显然是亲
情，在亲情中最为撼动人心的显然是亲子之情。 ”
作者也正是通过无数个细节描写， 表达了与母亲
的浓浓母子情。

在《端午的香味》一文中，作者记述了幼年时
和母亲一起烧火、 炒菜的场景：“母亲让我把火烧
得旺旺的，她在锅里倒进菜油，待铁锅冒起青烟，
便把勾兑过豆粉的肉丝‘嗤啦’一声倒进锅里，再
迅速放进切成丝的青椒，放上醋、酱油、盐，满屋立
刻喷香。 ”母亲的勤劳、精明和对子女的疼爱体现
在生活的点滴小事之中，记得“夏天（二哥）到河边
洗衣服，篮子一放就下河洗澡，母亲喊他上来，他

一头扎到水底，憋住气，半天不出来，急得母亲在
上面喊”，这段描写既写出了二哥的活泼、顽皮，又
写出了母亲对儿子的担心，是“忧”中有爱。

母亲不仅爱儿子，同样爱她的儿媳和孙子。冬
日里，“当孙子到家时，母亲就会架起火盆，把托人
从山里买来的炭烧得旺旺的。天没亮，母亲又会到
集市买最大的鲫鱼、 最肥的鸡给她的儿媳和孙子
吃。这时候，满街的人都知道许老太太的孙子回来
了”，“待秋天回家时，母亲便踮起脚，从树上摘下
几个最大的石榴，带给在城市生活的孙子”，同时，
母亲说她还要“分一些给邻居的孩子，因为那些孩
子眼巴巴地看着这些石榴一个夏天了”。

《大爱无言》写的则是深沉的父子情。 作者十
二三岁时曾跟随父亲贩卖米糠，“凌晨四点多吧，
就得起床跟父亲上路了，走路时还迷迷糊糊，瞌睡
得不行。 父亲怕我睡着了跌着， 就不停地与我讲
话：什么是启明星，什么是北斗星，银河在哪儿、牛
郎织女星在哪儿……” 父亲不似母亲那样直言爱
意，但这种无言的大爱正是对母爱的弥补，他让孩
子的意志得到了磨炼。

《那房，那院，那人家》写的是夫妻情。 在作者
刚结婚时，物质生活还比较贫乏，妻子却想着法子

改善生活，“妻子买来肥肉，先熬油，再用油渣烧豆
腐。 冬天里，两人围炉而坐，锅里热气腾腾……夫
妻恩爱苦也甜”。

作者这样描写手足情，“老二现在的任务是带
孙子，听说每天的日程是起床、锻炼、吃早饭、送孙
子上学、配合嫂子做中饭、睡午觉、接孙子、照顾孙
子吃晚饭、再睡觉……”循环往复的琐碎生活而没
有诗意，却还原了生活的本来面目，让人们感到真
实而温暖。

李明阳还写了“师生情”。 在《人生的阶梯》一
文中，作者追忆了可亲可敬、英年早逝的赵庆元老
师，“记得一个冬夜，外面下着雪，在他低矮而暖和
的屋子里席床而坐。一个鱼头、一斤酒，三个人，没
有酒杯，就倒在一个把缸里轮换着喝，边喝边海阔
天空地吹牛， 那酒喝得———真是———不亦乐乎”，
作者还以沉痛的文笔缅怀同窗情，“从今途经蚌埠
地，绕城三匝何处栖”，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李明阳认为“散文的感情应是真实的”，“没有
感情就没有散文”。 的确，散文创作需要“去伪存
真”。作者以他的真实，打动了千万读者，以他的魅
力细节，震撼了万千心灵。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淮南市潘集区教育局）

他爸爸教的
老师表扬了小强的作文，说这篇作文在

体裁方面很好，要同学们向他学习。
明明听了不服气地说：“这有什么了不

起，准是他爸爸教他的！ ”
老师问：“小强的爸爸是干什么的？ ”
明明大声回答：“裁缝！ ”

鱼呢？
课堂上， 学生听老师讲诺亚方舟的故

事，讲到大洪水把地球上生物全淹死了。
阿呆问老师：“你确定？ ”
老师：“确定。 ”
阿呆再问：“那鱼呢？ ”
老师：“出去！ ”

园幽默校

日本著名教育家佐藤学《静悄悄的革
命》一书，是我第一次认真阅读的教育理
论书籍。 从前，我之所以不看教育理论书
籍，是因为它们已经成了某些专家的文字
游戏，常常是为理论而理论，失去了对实
践的指导意义，让人望而却步。

但是， 作为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博
士的佐藤学却能用平实的语言， 对教育
提出尖锐批判。 书中关于课堂教学和教
研活动的陈述和经典观点让人耳目一
新，发人深省。

寻找课堂教学的平衡点

二战后的日本新教育运动强调学生
的“主体性”，提倡学生自主探索、自己解
决问题的“自我学习”形式。但是佐藤学却
认为， 当时的日本教育过分宣扬 “主体
性”，并将学生与教师的互动、与教材以及
学习环境等割裂开来，让教育成为仅针对
学生需求进行的“神话”。表面上学生卸掉
了重负，获得了自由，实际上学生依然在
国家、教师、家长提出的“主体性生活”的
强制下不堪重负。

由此看来，认为“一切自主的学习都
是理想的学习”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而对

我们今天的教育来说， 如何把握讲授式
教学和自主探究两者间的平衡至关重
要， 我们绝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
极端。 正如佐藤学说的，今后的教学，显
然应该从大一统的传授性方式， 国家课
程主导的 “行政型 ”方式中蜕变出来 ，以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为轴心，同时避开“主
体性神话”，向着活动的、合作的、反思的
学习方式转变。

寻找课程改革的突破点

去年暑期，浙江省深化普通高中新课
程改革方案如约而至。该方案的重点和亮
点是选修课———选修课程建设列入特色
示范学校的评估指标。

可以想象，将会有一批学校为此付出
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出现比拼印刷品和
资料装订的“大会战”，而“大会战”产生的
大量无效劳作会严重影响一线教师的工
作态度和积极性，甚至可能出现“千校一
面”、“高度同质化”的现象。

佐藤学在书中还特别提到，“在开展
教研活动过程中，存在诸多陋习，包括扯
皮、互相批判、形式主义等，其实这些情况
大多数教师都心知肚明，但无心也无力去

改变。 ”
新课改对教师的教研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而我们也应剔除陋习、正视困
难， 在教研活动中 “抛开一切抽象的语
言”，解决具体问题；课堂上，更多地关注
学生的态度、想法，而不是只关注学习内
容。更多地关注那些沉默的，观点模糊、思
考缓慢的学生，而不是只关注回答“我懂
了”、“对，就是这样”的学生，因为“不确定
的思考和表达，往往在创造性方面更能发
挥威力”。

寻找学校管理的着力点

学校中有这样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
上公开课的经常是工作 5 年以内的年轻
教师。 但不少年轻教师在公开课中不以
常态示人，而是站得很高，缺少与学生的
互动和交流。 他们脑子里想的不是“学生
在思考什么 ，他们应该怎么思考 ”，而是
“我接下来该做什么了？ 怎样将教学计划
顺利完成”。

但是我们要知道，教师面对的是几十
个思维活跃的孩子，怎么可以用一个计划
应对这么多的思考？ 佐藤学认为，教师追
求的应当是“用心相互倾听的教室”，而不

是“热闹的教室”，要做到这一点，教师最
需要培养自我反思、崇尚合作和乐于分享
的品质。

关于学校管理，佐藤学倡导“相互学
习、共同成长”式的管理。 无独有偶，我们
的新课改方案中也提倡与高校、中等职业
学校、社会专业人士的合作，鼓励教师走
校任教，实现资源共享。而实现相互学习、
共同成长的前提是让真话、实话出现在活
动、会议中，写在论文、课题、教案中，需要
我们以务实的态度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
一味地埋怨体制。

学校管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保证每
一位教师的幸福。 如果教师为了学校工
作而牺牲个人幸福 ，“幸福教育 ”也将无
从谈起 。 教师也是人 ，也需要有休闲娱
乐的时间 ，如果长期超负荷工作 ，那最
有可能的结果是教师变得越来越中庸 ，
变得没有特点没有特长 ，进而失去成长
的主动性和机会 。 从这一点来讲 ，保证
教师的 “主体性 ”和保证学生的 “主体
性”同样重要。 而当教师、学生都能幸福
地工作 、 生活和学习时 ，“幸福教育 ”离
我们就不远了。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姜
山中学）

乡间春归早
□ 李运明节遐思季

春来了，从雪花融化的水渍中现身而
来，从寒梅陨落的香蕊中轻盈而来，在太
阳日渐明亮的眸子里，在小溪潺潺流淌的
声韵里，轻悄悄地来了。

春，来了。 春，是数九寒冬里的向往，
是冰天雪地里的期盼。哲人说，冬天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立春已过，冬天渐远，春天
正在向我们走来。 然而，急于迎接春天的
不是哲人，而是那些活泼可爱的孩子。 空
旷的田野上，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收敛起
砭人肌肤的锐利，孩子们把料峭的寒风和
厚重的衣服甩在身后，他们奔跑着，欢叫
着，放飞各式各样的风筝。 鲜艳的风筝在

蓝天上飘扬，他们是要让春天搭乘这美丽
的风筝自天而降吗？

春，来了。 忙着迎接春天的还有勤劳
的乡亲，不待春节鞭炮的硝烟散尽，他们
仿佛已经听到了春天愈来愈近的脚步声。
看惯了草长莺飞、柳绿花红，他们不需要
再用欣赏的目光去看春天的明丽和妖娆。
但他们也爱美，当春深似海、繁花尽妍的
时候，他们也会折些绿枝插在门楣，掐些
花朵泡在清水瓶里置于案头。

一年之计在于春。 当下，乡亲们想的
只是农事，他们已经开始一年的劳作。看，
来来往往的，这是他们在给即将返青的麦

田施肥；听，突突突的，那是他们在给刚挖
好的苗床浇水；锄头起落，是他们在给经
冬的药材松土；路边沟畔，是他们在荒地
上植树造林。

春，来了。 微风徐徐，留守的鸟儿也
不再畏畏缩缩，开始展翅飞离屋檐。 院子
里 ，三两只家雀儿欢闹着 ，叽叽喳喳 ，搅
闹成一团，引得小黄狗仰面吠叫，惊得家
雀儿四散而逃。 一只斑鸠跃上舒朗的枝
头 ，咕咕高歌着 ，不知是在呼朋引伴 ，还
是在呼唤着春天快点到来。 高远的天空
里，还没有大雁整齐的队形；故旧的燕窠
里，也没有小燕子娇小的身影。 但村子里

返乡的“候鸟”———那些出外打工的人们
却要开始出行， 他们无暇等待故乡春天
的莅临，要去寻找一片更美好的风景。 他
们走出村口，带走了亲人的嘱托和祝愿，
杳如高空过眼的雁群， 把亲人牵挂的目
光拉得悠长悠长。

春，来了。 当你看到草芽探头探脑地
钻出地面，那是春来了；当你看到枯草丛
中三两朵野花悄然地绽放， 那是春来了；
当你看到河边的柳枝吐露了粒粒嫩芽，那
是春来了。

春来了，乡间春归早，人比春天勤。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亳州市铁路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