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尚茜，这位曾经在全国优质课比赛中拿过一
等奖的名师，在接近不惑之年时，却越来越困惑：大
多数人面对当下教育的弊端选择了顺从，而学生痛
苦学习的表情却使她常常感到悲凉和无奈。 学生对
于她苦口婆心的规劝、 呕心沥血的付出并不领情。
“我花好几个月做的精美课件， 把自己感动得稀里
哗啦，但真正讲课的时候，学生要么没几人听，要么
把一节课搅得一塌糊涂。 上完课后心情很糟糕，一
辈子就这样过吗？就这样混吗？ ”困惑的积累让杨尚
茜陷入了职业倦怠。

2012 年春， 带着职业倦怠和批判质疑的情绪，
杨尚茜参加了中国教师报通讯员培训，走进了湖北
省襄阳市樊城区。 目睹了樊城区课改实验校的高效
课堂模式，亲见了刚入校不久的 7 年级学生自信大
胆、富有创意的展示，她惊讶不已。 在小组建设体验
式培训中，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们在“桃花朵
朵开”的游戏中自然愉快地结成 6 人小组，体验了
紧张的讨论与合作的喜悦。 展示环节，杨尚茜秀了
一把自己的绘画才能，好不得意。 樊城之行让杨尚
茜意识到了课堂教学改革的方向：“别具一格的会
议形式，让人一扫往日开会时瞌睡、走神、玩手机的
毛病，不自觉地全神贯注、思维碰撞、积极合作。 看
来模式造就人呀！ ”

同年 10 月， 杨尚茜走进了另外一所课改学校。
自由活动时间，她偷偷钻进了教学楼，想看到常态的
课堂模式。 结果， 她连看几个教室都没见教师的影
子，全是学生在“导生”带领下，安静自研，有次序地
热烈讨论。 最精彩的当然是展示环节， 各组组长去
“导生”处抽签后认真筹备，有的组把要展示的题编
成节目，有的组编成小品，还有用歌曲唱出来的，每
个学生全都站在展板前自信大胆地表现，没有胆怯、

退缩或跑神，只有全身贯注和激情飞扬。
“那一刻我震撼了，一种发自灵魂深处的震撼：

学生真的是课堂的主人！ 学生真的可以胜任课堂主
人的角色！ 这样的课堂怎可能昏昏欲睡，怎可能分
心做小动作，怎可能惹老师生气！怎可能不高效！天
呀，这么多年我都在干些什么？ 为什么我还在抱怨
学生一无是处？ 是我错了，是我没找到好的方法。 ”
懊悔和兴奋充满杨尚茜的整个身体和灵魂。

“学别人，做自己”，是杨
尚茜专业成长的理念， 也是
她坚持的课改理念。 从铜都
双语学校回校后， 她重新对
小组建设进行了规划， 课堂
模式更加开放， 教室里还按
自然座位坐，8 人一组 （前后
排各 4 人）。 分组时，先两两
自愿，师友结合组成对子，然
后自愿 4 人小组 （两师友对
坐，两师傅对坐），最后 8 人一
大组。 每一组选拔出组长，采
用组长负责制。 然后每组经讨论产生劳动组长、纪律
组长、评价组长、生活组长、规范组长、板面策划及幕
后指挥。 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 每个人要明确自
己的职责和使命，然后制定组内公约，对小组轮流展
示及纪律各方面进行规范和制约。

上个学期，学校组织教研组长、备课组长再次
到山东青岛学习。 即墨二十八中的课改之旅给杨尚
茜带来了新的灵感。 回校后，她加强了师友之间的
互相帮助， 上课提问时必须师友一起举手才提问；
展示时必须学友先展示，师傅补充；每周评价时师
友捆绑评价……

前不久， 杨尚茜邀请学校数学组 17 名教师听
自己的课。 她坐在第一组座位上，作为一名普通学
生参与小组活动。 学生似乎根本没把她当老师，他
们旁若无人地自研、讨论、展示、质疑、点评。 展示环
节，一名学生说：“在我看来，我前面李明头发的长
度是总体，一根头发的长度是个体，我从李明头上
拽下来 20 根头发是总体中的一个样本， 我可以用
这 20 根头发的平均长度去估计总体的平均长度”。

杨尚茜赶紧表扬：“说得好，另外
要注意抽样的科学性，不要只朝
一个地方拽， 拽得跟葛优似的，
就不好了。 ” 学生们笑声一片
……

下课后， 数学组教师震撼
了。 教师韩涛说：“学生能把较难
理解的概念讲到这种程度，就连
教过多年学的教师也很难 达
到。 ”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彭
超说：“学生这一节课多高兴呀，
怎么可能瞌睡呢？”杨尚茜说：“我

现在注意隐性帮助学生、成就学生，在他们热闹布置
黑板时，我悄悄地给需帮助组的组长提出好建议，让
学生展示出风头。学生开心，我也很幸福。 ”一直在旁
听他们对话的班主任焦保国插话说：“这一段儿我家
访时，几乎所有家长很感激杨老师，因为孩子非常开
心。 你们数学组的课改如火如荼，我们语文组得赶紧
课改……”

今年 7 月 6 日，学校期末成绩统计显示，杨尚
茜所教班级的数学成绩在全年级进步最大。 这更坚
定了杨尚茜及其同事的课改决心。 如今，杨尚茜真
正体验到了教师职业的幸福……

我们常常会不小心被生活“格式化”，每天重复
着相同的经历，然后在平淡中泯灭激情。

从事教师职业的人， 或许往往有更深的感触，
三尺讲台，数十年耕耘，在一番“春蚕到死丝方尽”
的奉献之后，安享余生。

但是 ，就在许多人感慨 “生活大抵如此 ”的时
候，总会有一些“不甘寂寞”的人，他们敢于挣脱束
缚，重新定义自己的人生。 正如陕西省西安市高陵
一中教师侯琳，有着 24 年教龄的她，在课堂教学改
革之中，在班主任工作之中，
不断自我突破与改变， 迎来
了自己职业生涯的 “第二
春”。

打破课堂教学的藩篱

做教师乏味吗？
曾经有学生这 样 问 侯

琳。
当时的侯琳感觉 “无言

以对 ”，几十年来 ，从高一带
到高三，再从高一带到高三，
不知道兜兜转转多少个来回。 侯琳说：“感觉一生只
在重复 3 年，3 年便可观透一生， 重复吞噬着新鲜，
生活被格式得一成不变……”

但在学生面前，侯琳无法坦陈这些苦衷，只能
说，我习惯了。

原本她以为会这样一直这样“习惯”下去，但学
校里一场突如其来的变革，却改变了一切。

2010 年， 在全国新一轮的课改浪潮影响下，高
陵一中紧紧围绕“关注学生发展，强调教师成长，重
视以学定教”的课改理念，参考前人理论和实践经
验并结合自身实际，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553 智慧
课堂”这一教学模式和学生自主管理的班级管理模
式。

智慧课堂，要求教师退居二线，让学生说起来、
动起来。

和一些老教师对课改难以理解不同的是，侯琳
感觉很新鲜，也表现得异常积极。 因为，传统课堂的
弊病，侯琳早已经感同身受。

“教师唾沫四溅满堂灌，学生死气沉沉睡一片，
低效能、高负担，独尊应试、追求片面。 ”她用了这样

一段话来表述自己认识的传统课堂。
曾经她也在课堂上声嘶力竭地呐喊，动情晓理，

恩威并济， 但始终难以点燃学生的激情。 侯琳问学
生，为什么没兴趣？ 孩子们回答说，不知道该听什么。

在接受新课改理念时， 侯琳更进一步认识到，
传统课堂上，教师独霸了思维和表达的空间，致使
学生在思考和表达方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模仿性
和依赖性。 传统课堂教学在强化知识的同时，从根
本上失去了对人的生命存在及其发展的整体关怀，

从而使学生成为被肢解的
人。 这些悖于教育规律的
现实教学生态的存在 ，已
然成了当前课堂教学的最
大藩篱。 要想重新点燃学
生的激情， 让学习在课堂
上真正地发生， 就必须打
破这一藩篱。

在侯琳看来 ，“553 智
慧课堂”教学模式，正是基
于解决上述问题而探索形
成的。 在这一教学模式中，
导学案的设计落实了学生

的课前预习，让课堂听讲更有针对性。 讨论、展示、
点评、追问、质疑、补充，让学生有了更加广阔的思
维和表达空间，让教学不再“单边”，让学生成为主
体，让学习真正发生。

这一教学方式也深受学生欢迎。 有一次，上课
突然停电，课件没法使用，侯琳就和学生们商量，可
否尝试一下传统课堂模式？ 没成想学生断然拒绝。
他们说，学习是他们的权利，他们才是学习的真正
主体，即使不用课件，他们照样能把这堂课上好。 侯
琳充分尊重学生的意见，这堂课，照常进行。

“感觉工作和生活也开始变得鲜艳。 ”在从传统
课堂“传授者”转化到到新课堂“引导者”的角色之
后 ， 侯琳觉得自己在课堂上 “变了一个人 ”。 她
说———

在过去，我对上班充满恐惧，而现在，我每天都
期待着学生带给我的惊喜与创意。

在过去，我苦口婆心却只落得伤心，而现在，我
无需操心便可放心。

在过去，我声嘶力竭喊坏了嗓子，而现在，学生
据理力争争破喉咙。

在过去 ，学生会说 “要我学 ”，而现在 ，学生会
改口说我要学。

用爱浇灌每一个心灵

教育是需要付出大爱、投身大爱的事业，需要
教师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爱学生。 在担任班主
任期间，侯琳对学生付出了自己独有的爱。

2012 年，在离高考只剩下 3 个月的时候，学校
忽然做出一个决定———让侯琳出任高三（16）班班
主任。

高三（16）班，这是学校里出了名的“烫手山芋”，
很多人根本不愿意接手。 这个班的平均分比其他班
级低了 18 分，大部分学生缺乏自信，已经放弃了考
大学的念头， 班里纪律涣散， 有些学生思想还很偏
激。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侯琳迎难而上。

在第一次班会中，她就决定从根本上改变班级
面貌。 侯琳利用各种边角时间，和每个学生谈心，消
除他们的顾虑，让他们树立学习的信心。 随后，她又
和每一位科任教师交流，让他们多鼓励学生，千万
不要放弃。 再后来，她又一一和家长进行谈话，从不
说孩子的缺点，让家长鼓励孩子。 这一系列的谈话，
让学生们渐渐找回了“被爱”的感觉。

临近高考，学生的心理比较脆弱，有一次，一个
学生因为看见自己的饭菜里有只苍蝇，就觉得自己
很倒霉，运气差，认为自己高考也会失利，在班上使
劲大哭。 侯琳来到她身边安慰她说：“你多幸运啊，
如果吃进去了那才叫倒霉。 ”孩子听后破涕为笑。

还有一个孩子，因为和舍友关系弄僵了，非要
离校。 侯琳将她带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晚上，和她彻
夜长谈，终于打开了她的心结。 为了帮她和舍友和
好，侯琳又一一找她宿舍里的学生谈心，还自费拉
她们一起吃饭。 终于，一个宿舍的朋友和好如初。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
就是在这样与学生心灵碰撞的交流中，不少学

生开始变得开朗起来，自信起来，勤奋起来。 最终这
个班级在高考中大有斩获，比预期之中的二本上线
人数多了两倍。

“只有用爱才能真正感化学生。 ”侯琳说，“当你
真正用心去和每个人交流时，你会发现那里有许多
风景，都是你之前未曾遇到的，也正是因为这些风
景，促使着你不停地边走边看。 ”

遇上一片新风景
□ 本报记者 黄 浩

杨尚茜：传统名师的重生
□ 本报记者 王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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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年前，年轻的刘秘已经是北京一所中学的教学新
秀，业务精湛，备受好评。 也恰逢那时，他知道了课堂教
学改革的风向标———山东省杜郎口中学。随之，“杜郎口
旋风”激荡着他的内心世界。

现在回忆起来，刘秘的脸上还难掩“杜郎口热”带给
他的兴奋，“我要让学生在课堂中‘活着’”！好在，学校给
他提供了实现教学理想的平台。

“在沉闷的课堂中，学生在受罪。 ”这句话刘秘铭记
于心，于是在北京，他大胆地让学生动起来。 就这样，他
一点点地看着学生能够在课堂中流畅地展示，能够在小
组内“兵教兵、兵强兵”，学生在对学、群学的过程中提高
了思维能力、语言表达能力、书写能力和自信心。 “作为
教师，只要好好反思一下，就会找到学生不快乐的原因，
如果每天在课堂上都能得到这样的锻炼，考试成绩自然
不会差”，刘秘说。

刘秘的思考与行动不只在北京，2009 年 7 月，他做出
了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抉择，离开北京回到了家乡贵州省黔
西南州。 他深知，家乡的教育更需要先进的理念去引领。

“我从小不善言谈，后来在北京教书，虽然知识上不
输给别人，但在语言表达和自信心上还是有些差距，我的
家乡的孩子与我有共同的特点。 ”刘秘选择回到家乡，希
望通过好的教育方式，改善当地孩子的综合素质。而他也
预感到，这份事业可能会让他发挥更大的价值。

回到家乡后， 受政策影响， 刘秘没能进入公立学
校， 但幸运地来
到了黔西南州兴
义市同源中学 ，
一所更适合他发
展的民办学校 。
这所学校地处兴
义市郊区， 得天
独 厚 的 自 然 条
件， 使这里成了
一个适合学生学
习的天然氧吧。

同源中学的
第一堂课， 就印
证了他对家乡孩
子的判断，“这些

来自农村的孩子胆小听话、听课很认真，但不敢回答问
题，他们脸上既写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又写着各种羞涩，
这让我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

刘秘开始在课堂中渗透一些课改理念，但考虑到学
生的适应能力，动作不敢太大。

改革的第一步，从学生多“爬黑板”开始，课堂动起
来了。 “没有学生睡觉了，学生的笑容多了，讨论问题的
声音也大了”，但是刘秘发现，只有少数学生敢于单独站
出来为大家讲解题目，大多数学生因为胆小，怕出错，怯
怯地坐在位子上不敢讲话。

刘秘没有灰心，相反地，这更加坚定了他对课改的
信心。 他想到一个办法，决定周末组织班里的学生徒步
走 5 公里到七香楼游玩。他告诉学生，到达景点后，除了
欣赏风景，还有一场文艺汇演。全班同学分成 5 个小组，
每个小组表演一个节目， 大家还要选出一位主持人，最
后评选出一个最佳节目、一个最默契小组，每个小组推
选一位组长，负责组织小组成员排练节目，并全程负责
成员安全。

接下来的几天，刘秘默默观察学生们的准备，孩子
们积极又认真，活动也圆满成功。此后的课堂里，没有了
胆怯，没有了害怕，课堂呈现出你争我抢的快乐状态。那
一届中考，他班里的很多学生考上了重点高中，而所有
的孩子都对同源中学念念不忘。这里面包含着刘秘的爱
与智慧。

2012 年，他主动向学校申请从 7 年级开始带班。 零
起点的学生，如今已经完全可以做好自学、交流、展示、质
疑和补充的课堂环节了。 “他们的展示大方自然，即使有
几十个陌生人站在教室里听课，孩子们也不会紧张，质疑
和补充恰如其分。 同学间关系融洽，班干部管理有方，我
管理起来很轻松”。 刘秘现在已经不担心成绩了，他知道
人的综合能力远比分数重要，孩子们走出大山靠自信，自
信能够让他们不断超越。

“要课改，先要走近学生，更要相信学生，然后，学
生才会自己走近你，更会相信你。 课改之路很长，也许
没有尽头， 但课改人留下的深深脚印会为别人的前进
指引着方向”， 刘秘拿起办公桌上的一只橘子继续说，
“山里的孩子也许只能给我一个橘子，但我必须尽力给
他们更多。 ”

刘秘：
让学生在课堂“活着”
□ 本报记者 郭 瑞

杨尚茜，河南省郑州市
第十九中学数学教研组长、
首席教师，西南大学硕士研
究生，郑州市名师，河南省学
科技术带头人。2008年 11
月获全国数学教师优秀课大
赛一等奖。

侯琳，陕西省西安市高陵
县第一中学历史高级教师，
1989年参加工作，20多年
来，始终坚持在教育教学第一
线。曾被县教育局评定为骨干
教师，2012年被评为校级学
科带头人、优秀班主任。

刘秘，2001年 7月
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物
理系，进入北京市大成学
校任教。2009年 7月离
开北京回到贵州省黔西
南州兴义市同源中学，获
得 2011-2012年度兴义
市教学质量二等奖，2012
年 7月被评为兴义市优
秀教师。

9月8日，河南省新蔡县杨庄户乡英才少年学校学生
张睿把一束从田野里采来的鲜花送给老师杨艳，祝福老师
节日快乐。教师节来临之际，新蔡县教育部门倡导全县中小
学教师过上一个节俭环保的教师节。学生们纷纷用废纸做
成红花、从田野里采来鲜花、把自制贺卡送给自己的老师，
喜迎教师节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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