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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是美好的事物，也许是世上最美
好的事物。 ”这是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经
典台词。 对教师而言，有梦想才有希望。

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草根教师，本
来生命的轨迹已经画好：上课———下课，
学校———家庭，不断循环，做一个平凡的
教师，直至退休。 然而，生活中常常会出
现许多意外， 而人生也因为这些意外而
愈加精彩。 2011 年，我注册了中国教师
报“香山会馆”，人生轨迹从此发生改变。

“香山会馆”是一个能点燃教师梦想
的教育论坛。

注册之后， 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论坛
里的文章，不断发帖和别人交流。这里精

英云集，普通会员时常会有和专家、名师
“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许多新观点、新理
念冲击着我的头脑，对我而言，这是一场
真正的“头脑风暴”。我申请了版主后，业
余时间几乎全部泡在论坛上。 由于当时
学校在推行杜郎口课堂教学模式， 在论
坛的学习， 使我对课改理论有了较为深
刻的理解。 从那以后，我不再安于“混日
子”的平庸现状，开始了自己的实践和思
考之旅。

论坛的学习和交流让我的课堂大为
改观，我蜕变成一名“新教师”，在我的影
响下，学校的许多教师也走上课改之路。
后来， 我又成功策划并主持了香山会馆

的第一次夜话，由于参与人数众多，当天
的发帖数、点击数都破了纪录。 那次夜话
留给我太多难忘的故事。

一路走来，我一边学习，一边实践和
思索，生活充实而快乐。 两年来，我将自
己的点滴心得记录下来， 如今已在报刊
发表论文、随笔近 200 篇。 尽管如今的我
依然和周围的教师一样平凡，既非专家，
亦非名师， 但我因拥有梦想而对未来充
满希望。 每天，对我而言，都意味着蜕变。

香山会馆是我成长的“福地”，同时，
它还引领一大批教师成长， 它点燃了我
们的梦想，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希望。

（甘肃省西和县教育局）

作为《中国教师报》的老作者，当然
更是老读者，从 2006 年以来，我见证了
《中国教师报》的发展，见证了一次又一
次的变化。 可喜的是，报社建立“香山会
馆·读者俱乐部 ”后 ，报网一体 ，不但让
报纸的平台更宽广 ， 也给我们广大读
者 、作者安下了一个可供交流 、学习的

“温馨之家 ”。 而教育新闻人俱乐部的
《教育新闻电子报》 就是报网一体的最
好“见证人”。

作为“教育新闻人”版主，作为老读
者，我希望《中国教师报》这份服务于全
国教师的媒体，加快走群众路线的步伐，
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心连心， 与学校管

理者心连心，与广大教师心连心，敢为教
师 “变脸 ”，敢为教师 “说话 ”，敢为教师
“维权”，敢为教师成长“指路”，主动为教
师工作和生活服务， 真正把报纸办成全
国教师都想看、都要看、都爱看的一份专
业大报。

（四川省通江县教育局）

成就教育梦想
□ 秦艳华

读报，丰盈教育生活
2010 年《中国教师报》走进了我的生活，《总编七日谈》、《课堂现场》、《香山夜话》等栏

目深深吸引着我，让我痴迷。 每次拿到《中国教师报》，就像得到了宝贝一样，我欣喜地品
读着每一篇文章，每次品读都有新的收获，每次感悟都有新的共鸣……我的生活因她而
多彩起来。 《现代课堂周刊》、《课改研究周刊》让我感受到了课改的精彩，帮我找到了前进
的方向；《教师生活周刊》让我放飞心灵，享受阅读的快乐，为我的生活增色；《教育家周
刊》让我懂得了爱与责任的真谛，增加了我前进的动力；《国内新闻》开拓了我的教育视
野，并且让我喜欢上了新闻写作，打开了教育生活的另一扇窗。 每天随心而读，静心学习，
《中国教师报》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几抹色彩。

用报，成就教育梦想
从一篇篇文章中，我读懂了教育，读懂了“新学校、新课堂、新教师、新学生”的内涵，

我开始尝试着改变自己的课堂。 “以生为本”的课改理念在我的课堂中落地开花。 富有生
气与灵气的课堂，得到了县教研室领导的肯定，我的课被评为省、市级优质课一等奖,我也
逐渐成长为一名新教师，被评为市级教学能手、骨干教师。

这些成绩的取得，都得益于我坚持学习《中国教师报》，我感受着读报的欣喜，收获着
学报、用报的幸福。

在此，我最想说的是，《中国教师报》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成长路上的导航人。 她改
变了我的教育理念，引领我走上了课改之路；她丰盈了我的教育生活，助推了我的专业成
长，成就了我的教育梦想！ （山东省临朐县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留醉与师友
□ 徐天海

有一种幸福，名叫成长，在字里行间体味师韵；有一种成长，名叫交流，在网络上探讨
教育真谛；有一种交流，名叫奉献，在服务大家中提升技能；有一种奉献，名叫陶醉，在孜
孜不倦中升华自我。

2012 年底，我的一篇通讯在《中国教师报》上刊登了。 我很兴奋，找来细看，结果这一
看竟然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报纸上有中国教师报“香山会馆”的网址，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我点击进去，豁然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找到了一个编读交流的快捷通道。 从此，我就成
了“香山会馆·读者俱乐部”的铁杆粉丝，一有空闲时间，就登陆论坛。 在交流中，我结识了
很多优秀教师，聆听他们的教育故事，和他们在键盘之中细说教育的智慧，受益匪浅。

今年 5 月初，受编辑的委托，我开始接手负责《香山夜话》的组稿和策划工作。 编辑给
了我很多细心的指导，让我在信任中大胆放手工作。

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办好一件事情更需群策群力。 为此，我组建了夜话策划 QQ
群，汇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网友。 网友有问题，我们就耐心解答；网友需要帮助，我们就帮
其发帖……我在论坛上和 QQ 群里反复鼓励更多的教师参与话题策划、 主持和整理，锻
炼自己。 香山好风日，留醉与师友，把香山夜话办得更好，让更多的“草根”教师通过香山
夜话成长起来，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湖北省宜城市流水中学）

传递中国教育“正能量”
□ 龚永涛

《中国教师报》是个大舞台。 教师可以在这里传经送宝、共享课改之快乐，也可以倾诉
困惑、聆听名家大师的指点；可以感受到思维观点的激烈碰撞，亦可领略师者骚客之文
采。 认识《中国教师报》已有 10 年。 那时，我所处的学校是全乡镇最偏远的，不通电话，更
没有网络， 唯一的信息源来自于镇上邮差每周一趟送来的几份教育报刊，《中国教师报》
便是其中之一。

但让我真正爱上她，是在一年前。 起初，因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课程改革的推进，
我需要时刻关注全国各地的教育动态，所以《中国教师报》每周必读，并且读得很仔细。 很
快，我发现《中国教师报》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深不可测，相反，从栏目的设置，到文章的
选编，编辑和我们一线教育工作者走得非常近。 渐渐地，我开始尝试着写一些“豆腐块”投
稿，虽然不少是石沉大海，但见诸报端的也越来越多。 每次在报上看到自己的文字时，心
中别提有多高兴。 同时，作为《中国教师报》的忠实粉丝，我踊跃参与每一期的话题讨论，
与网友们共同交流探讨，表明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书写心中的感受。 在此过程中，我认识
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教育同仁，在教育的路上越走越宽。

成绩代表过去，勤奋预示未来。 新的一学期已经开始，我将和众多网友一起，和无数
的《中国教师报》粉丝们一道，努力工作，在中国教育这片沃土上勤奋耕耘，在《中国教师
报》这个大舞台上讴歌青春年华，用行动传递中国教育的“正能量”！

（湖北省保康县教育局）

优秀版主

1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优秀读者 优秀网友

作为一名山区教师， 从走上岗位的
第一天起，我就养成了读书看报的习惯。
文学作品和专业书籍之外， 我最喜欢读
的就是《中国教师报》。

认识《中国教师报》是在 2004 年，那
一年我到市教育局参加教育宣传工作
会，我去得早，闲着无事，就在办公室的
报架上翻阅报刊，当《中国教师报》映入
眼帘时，我怦然心动，刊头上“全国教师
自己的报纸”的标语，让我感到无比的亲
切。我津津有味地阅读着，不知不觉开会
时间到了， 我才依依不舍地将她放回了
原处。开会时我心不在焉地听着，心里却

惦记着没有看完的《中国教师报》。 散会
后，我急忙冲进办公室，向办公室主任讨
要了这份报纸，还珍藏至今。

当年 11 月，我就到邮政局订了一份
《中国教师报》， 每周都眼巴巴地盼着邮
递员能早日送来。几年来，我坚持每年必
订，期期必看，篇篇必读，不断从中吸取
营养，充实自己。 受益于此，我的教学水
平显著提高，受到了领导、同事的认可。
同时我的写作水平也得到了提高， 年年
被省、州、市教育局评为优秀通讯员。 我
知道，这样的成绩，离不开《中国教师报》
的帮助和哺育。

从第一眼看到《中国教师报》至今，
她已伴随着我 3000 多个日日夜夜了。 我
把 《中国教师报》 当作我终身学习的教
材、终身的朋友。是她让我在平凡的教育
岗位上有了幸福成长的动力。

（湖北省利川市元堡乡红椿小学）

引领我幸福成长
□ 向 阳

搭建学习的“温馨之家”
□ 苟 宝

时光荏苒， 不知不觉间已伴随论坛
走过两年多。作为超级版主，我倾注心血
最多的，莫过于《香山夜话》这个栏目。伴
随着她的初创到成熟， 我对教育也慢慢
由懵懂到热爱。

在那一个个星月交辉的夜晚，十指
在键盘上不停地敲击 ， 我与网友热烈
地互动着。 其间，有争执、有共鸣，有焦
虑 、有愉悦 ，在这样全身心的交流中 ，
我的教育视野越来越开阔 ， 思考越来
越深入 ， 思维方式也不知不觉发生了
变化。

白天，我利用课余时间，在一条条新

闻中筛选夜话话题。 每次我都试着用编
辑的眼光去审视： 这个话题具有争议性
吗？争议过后有实际意义吗？能给读者带
来一定的启示吗？ 当话题通过编辑的认
可后， 心中的那份成就感是难以用语言
来表述的。

夜话的整理是艰难的， 有时是自己
动手，有时是热心网友帮忙。 因为新闻的
时效性，每次整理夜话，压力都很大，因
为报纸马上就要印刷。 为此，我与每位热
心网友都有过忙碌到深夜的经历。 而这，
仅仅是初步整理， 后期的精雕细琢还需
要编辑加班加点地去完成， 他们的工作

强度也就不难想象了。
我常在想，如果不做《香山夜话》这

个栏目会怎样？ 那样编辑也许只需要从
现有来稿中选择三五篇上版即可， 工作
强度与压力会低很多。 我们之所以做夜
话这个互动性极强、参与面极广的栏目，
为的不是别的， 而是培养教师的思考意
识，唤醒教师的教育情怀。

借助《香山夜话》栏目，我对教育有
了些许自己的理解， 也结识了很多有着
共同追求的同仁。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教
师在它的引领下成长起来。

（安徽省芜湖县保沙学校）

我与《香山夜话》的情缘
□ 庄华涛

点燃草根教师的梦想
□ 吕建斌

他寻梦———
全国邀约：课改评课师！听听课，评评
课，打打分，你是观摩者，也是“中国
好课堂”的发现者！ 中国教师报把好
课评价权交给你。

梦的源起———
不培养“标准件”，培养现代公民。

我造梦———
造梦者中国教师报，全情搭建好课展示
平台， 等候圆梦者与追梦者共同展出
“中国好课堂”年度大戏！

你圆梦———
发现“中国好课堂”，也就是发现“中国
好教师”。
届时将推选出百节好课， 圆自己一个
“好课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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