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题预告

如何看待农村教师进城现象？

每年暑假过后 ，都会有一批农村教师被调进城区 ，其中不
乏一些优秀的骨干教师，这对本来师资就紧张和薄弱的农村学
校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长此以往，农村教育谁来坚守？

我们将就“如何看待农村教师进城现象？ ”话题展开讨论，
你认为农村教师大量向城区涌进的根源是什么？你赞成或反对
农村教师进城的理由是什么？ 欢迎您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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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时事，特开辟《网眼》栏目。 读者可发送电子邮件投稿至
zgjsbwptx@163.com，字数 1000-1500 字。 具体内容如下：

纵横谈：对中国教育问题较为宏观的阐述；
有此一说：虽有偏颇，不无道理；
一吐为快：看到就说，直抒胸臆；
局内人：记录自己身为教师的无奈；
校园目睹之怪现状：重在描述，可以不议；
广角镜：以社会万象反观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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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启花 龚永涛 整理

您会“劝学”吗

香山夜话

君子曰：学不可以已。 为了达到劝学的目的，荀子曾写下了近两千字的《劝学》，历朝先贤也有很多劝学名篇流传于世。 相信每位
教师都曾遇到过不爱学习的孩子，那么您是如何让厌学的学生爱上学习的？ 如何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您在转变他们的学习态
度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与做法？ 本期夜话———

思 考 篇

劝学，从让学生喜欢开始
□ 罗 兴

营造多彩的校园文化，让学生喜欢。 学
生厌学 ，很大程度是因为校园生活的单调 、
枯燥。 所以，学校要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校
园活动 ， 从硬件上营造出富有个性的校园
文化 ，打造无恐惧感的教室文化 ，让学生享
受校园生活 ，感受学习的快乐 ，从内心喜欢
上学校。 只有这样，劝学才算真正找到了切
入点。

展现向上的教师形象，让学生喜欢。 通常
会有这样一种现象： 当学生喜欢上某个教师
时，往往在这门课表现得较为突出。 因此，要
把教师积极向上的一面展现给学生， 如能说
会道、热爱读书、善于表达、乐于思考等。 当
然，教师不能只是做做样子，要真真切切地践
行，从言谈举止中展现自己的魅力，让学生亲
近、喜欢，从而爱上学习。

散发独特的学科魅力，让学生喜欢。 每
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独特魅力，但在很多时候
教师没能让它“散发”出来。只是一味地传经
布道 ，充当 “知识 ”的二传手 ，让学生在题海
中无休止地“游”。这种方式会让学生感到单
调、枯燥，从而厌学。 因此，只有学生觉得每
门学科都是那样 “好玩 ”、那样有趣 ，才会有
学习的动力。

（江西省于都县马安上宝小学）

借鉴中医方式诊疗“厌学症”
□ 谭发礼

对待厌学的孩子，可以借鉴中医“望、闻、
问、切”的诊疗方式。

望，即观察。 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洞悉孩
子的内心。 只有基于深入了解的引领、引导才
会有实效，才能促进其转化。

闻，即倾听。 倾听孩子诉说，帮助孩子释
放情绪、 化解心结。 只有当孩子感到被尊重
了，才能学会尊重别人。 当他的人际关系逐渐
得到改善，虚心接受意见也就成为可能。

问，即关心。 只有关心孩子的生活，关注
孩子的点滴进步， 才能让孩子体验成功的愉
悦，并逐步学会正确定位自己的价值取向，学
习才有内在动力。

切，即把脉。 找准问题症结，对症下药，就
会手到病除！

有了“望、闻、问、切”的综合诊疗，辅之以
无微不至的关怀和耐心细致的沟通 ，“厌学
症”定会冰消雪融。

（重庆市巫山县南峰小学）

还孩子玩的自由
□ 潘红梅

现在的孩子从出生起， 就缺乏自主的权
利，被迫在家长的规划蓝图中成长。 为了“不
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很多家长在孩子没入
学之前，就为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兴趣班、才
能班。 于是，本应无忧无虑的童年，却不得不
过早地体会学习的“苦”。 这也使得孩子逐渐
失去了对新事物的好奇心。

其实，自由自在的玩，是一种最省钱、最
省精力、收效又最大的学习。 在玩中发挥想象

力、创造力，在玩中与同伴学会合作、学会竞
争、学会把握机遇。 这种玩更能激发孩子参与
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斗志。

如果孩子连玩的兴趣都没有了，还能期望
他对学习有多大的兴趣？

（黑龙江省宁安市兰岗镇学校）

不愿上学，不是孩子的错
□ 鲁言平

厌学，是一个综合性问题。 这里面有社会
的原因，有家长的原因，更有教师的原因。 那
么，作为教师，如何让孩子不厌学呢？

课要上得有声有色。 为了减轻教师的负
担， 各教育局教研室都在进行教学模式的研
究。 这虽然有利于教师的教学，但一年到头就
这一种模式，学生怎么会不厌烦呢？因此，我在
语文课上，使用了音乐、图画、舞蹈、故事等多
种方法。 这让学生耳目一新，更容易产生学习
的兴趣。

要给学生充分的空间。 对于低年级的学
生 ，集中注意力的时间有限 ，为了吸引孩子
们的注意力 ，我向他们许诺 ，如果他们能集
中注意力完成任务， 可以向我提出要求 ：玩
一会儿游戏，或者画自己喜欢的画。

赋予游戏学习功能。 学生都喜欢玩游戏，
那么不妨给游戏增加学习的功能。如玩丢手绢
的时候，就让被罚的学生背诗歌、背课文，学生
在游戏的过程中，加深了知识的印象，可谓一
举两得。

（山东省栖霞市蛇窝泊镇中心小学）

仅有爱心是不够的
□ 于静波

爱是一切教育的基础。 毋庸置疑，解决学
生厌学的问题，要有一颗爱心。但是，仅有爱心
是不够的，还要讲究艺术。 因此，在工作中，我
努力做到以下几个转变：

变走近为走进。 学生常因厌学而心生隔
膜。 我们做教师的，应该走下讲台，走进他们
的心灵 ，和他们同频共鸣 ，做心心相通的真
朋友。 从学习到生活，从课上到课下，“拉家
常 ”，打成一片 。 亲其师 ，信其道 ，孩子不转
变，难。

变随机为经常。 厌学生的转化，需要我们
合理规划，科学管理，需要我们时常关注，一鼓
作气，直至见到成效。

变独唱为合唱。 教育不是独角戏。 教师要
善于联合多方面的力量，形成合力。如，家校联
手，避免“5+2=0”；师师联手，班主任和科任教
师同心协力；生生联手，优等生、厌学生结对
子，一帮一，多帮一。

变直来直去为拐弯抹角。厌学生通常会对
教师的要求有一种防备和抵触心理，如果直来
直去，直奔主题，往往效果不佳，甚至事与愿
违。这就需要我们换种策略，曲线救国，从孩子
的优势、兴趣爱好入手，“顾左右而言他”，以达
目的。

变贪多求全为由点及面。不能转化所有的
学生，那就一个一个来；不能改变所有的缺点
和不足，就从某一方面开始。由点及面，由偏而
全，就是胜利。 这就是教育规律。

（山东省东平县第四实验小学）

陈英春： 学生厌学主要有以下几个
原因：

一是兴趣丧失。 如果对所学内容不
感兴趣 ，只是应付 ，自然就会产生厌学
情绪。

二是动力不足。 学生学习的目的不
明确 ，对于 “为什么学 ”、“为谁学 ”不清
楚，因此缺乏自我施加的压力。 没有压力
就没有动力， 没有动力， 就像没油的汽
车，难以远行。

三是失败受挫。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屡
屡失败，自信心受到严重打击，对自己的
能力产生怀疑， 无法体验成功的乐趣，长
此下去，厌学在所难免。

四是知识断档。一些必要知识如果出
现了断档，就会给新知识的获得带来很大
的阻力，天长日久，学生“学不会”的感觉
就顺理成章了，厌学的情绪也就形成了。

徐金奎：我到过洋思中学，也到过杜
郎口中学，我认为那里的学生热爱学习有
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把学生都当成自己的孩子。 只
有不会教的教师， 没有教不好的学生，这
是他们的人本信念。

第二，先学后教。 这策略合乎人性特
点，无论是学生还是成人，都有探究的需
要。 先学就是给他探究认知的机会，在需
要帮助的时候，教师再予以指导。 这样可
以充分利用并节约学生宝贵的学业时光
和生命资源，其学岂不乐哉？

第三，人对愉悦体验有强烈的情感需
要，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中的身心
体验与在题海训练中的身心体验是完全
不同的。每个人都期望被认可、被赏识，当
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展示和表现自己的学
业成就、思考成果的时候，学习就不再是
一种负担。

任秋红：泛泛地说教，对厌学的学生
无法起到良好的效果，所以教师必须针对
学生厌学的具体原因，对症下药。

1. 因为学习基础差，跟不上，失去学
习兴趣而厌学。 对这类学生，教师要从文
化课辅导上入手， 帮他确定学习目标，树
立学习的自信心，慢慢培养学习兴趣。

2. 因为性格孤僻、不善交际，在校人
际关系不好而厌学。 对这类学生，教师要
多关心， 多为他创造与人交流的机会，帮
他在班级寻找朋友，多多关注他的情绪变
化，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3. 因为不喜欢某个教师， 进而不喜
欢其所教学科而厌学。 对此，教师要教会
学生辩证地看待一个人， 不能因个人的
喜好而否定他人身上值得学习的地方 。
同时还要与相关教师沟通， 缓解他们之
间的关系。

4. 因为家长不理性的教育观念 ，学
生逆反而厌学。 面对此种情况，教师可以
和家长沟通， 给家长提一些中肯的建议，
教给他们与孩子沟通的方法。同时教师还
要与学生对话，引导学生理性看待家长的
态度，用正确的方式与家长沟通，不要把
意见憋在心里。

建 议 篇

独特的劝学体验 □ 朱继强
侄子正读初二，期末考试在班级排名倒数。 这使得一向心

高气傲的表哥气不打一处来。 暑假来临，表哥接回了在镇上读
书的他。

黎明时分，表哥早早地洗漱完毕，来到侄子房间：“喂，起床
了，书不读了。 今天你帮爸爸的忙，割草去。 ”侄子虽然十分不情
愿，但想到父母不易，还是起床了。

来到地里，表哥给侄子分了任务，200 米的草割完就回家。 挥
舞着手中的镰刀，侄子觉得这任务太简单了，不就是割草吗？三下
五除二就可以解决。 总比那些个 XYZ、化学元素好对付。

可是还不到 50 米，侄子嫩芽般的小手就有点使不上劲了，汗
水刷刷地往下流，口渴得要命，喘着粗气的侄子抬头望向表哥。心
想，爸爸看他这样会心疼的。然而表哥却无动于衷，面无表情地从
他身边走过，“趁早干完，一会太阳会更毒”。

“不就是这些任务吗？没什么大不了的！咬咬牙坚持坚持就可
以完成了。 ”侄子赌气地想。

好不容易完成任务，侄子以为表哥会表扬他。 不想表哥又对
他说：“我们回去之前，顺便将地里的棉花打打药。 ”

太阳越来越毒，侄子已累得身体完全透支……只是，表哥还
没有放弃他的“励志”行为。

沮丧地坐在田头，侄子用哀求的语气说：“爸，你说，你到底要
我怎样吧！ ”

读过高中，有点文化的表哥竟然来了句古语：“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
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

连续 3 天，做着同样的事，父子俩仍然是没多少的话。 3 天，
细嫩的皮肤晒得红一块，紫一块。 3 天，侄子想了好多，教室那可
爱的电风扇，老师那亲切的唠叨，还有那白净的作业本……此时，
他多么希望秋季早点开学啊！

从此，在学校里他百倍努力，刻苦勤奋……
（湖北省洪湖市大沙中心学校）

行 动 篇

在这里，教师能够在艺术教学和专业发展方面得到更大提升 在这里，教师能够走出校园进行艺术交流和展示自己的作品 在这里，我们将会推出教育界的书画艺术名家

中国教师书画院全国教师书法绘画高级研修班

授课教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美术学院等知名教授及专家
授课内容：国画班/书法、水墨山水、花鸟、人物、写意画专题研修

（含教学班：书法、美术新课堂教学）
油画班/写生、风景、人物、油画创作、鉴赏研修
（含教学班：书法、美术新课堂教学）

中国教师书画院全国教师书法绘画高级研修班现面向全国热爱书画艺术的教师招生
（贫困山区、边疆地区、雅安灾区的教师提供免费名额。 有意向的教师，需提供当地教育局
和所属单位的推荐信或介绍信）。

研修期间，教师有机会参观知名画展或画廊，全程观摩书画大家创作过程，学员优秀
作品将在《中国教师报》发表，并颁发荣誉证书。

全 年 班
国画班、油画班各 50 人
研修日期
2013 年 9 月-2014 年 6 月

联 系 人 魏老师 梁老师
咨询电话 010-56181657

010-82296743
13366612008

传 真 010-82296668
邮 箱 zgjsshy@126.com

详情登录 http://www.zgjssh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