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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 教师通常要从教 20 年才能获得年度国
家教师这一殊荣，但有一位教师比较与众不同，他只
教了 7 年初二科学课程，就被评为年度教师，他就是
来自俄勒冈州克鲁克县初中学校，2008 年被评为美国
年度国家教师的迈克尔·盖森。 盖森毕业于华盛顿大
学，他是如何脱颖而出取得成功的？

盖森对教育的热爱是首要原因。 盖森很向往做教
师，他认为做教师就可以每天把自己所学到的全部给
予学生，为此他毕业后走上了从教生涯。 有了这份对
教育的热爱，盖森不断琢磨、探索如何把学生教好，更
创造性地把科学与创新融为一体，让家长和师生都参
与进来，并带动了学校和社区的发展。

他在教学方法中的很多好点子，有的是从他人那
里学来的，更多的则源于他的灵感。 他总是思考，怎样
让学生能够快乐学习。 用盖森一位学生的话说：“如果
他想的话， 他会把观察草的生长弄得非常有趣。 ”所
以，在一般人看来比较枯燥的科学课，在他那里如同
艺术课，更准确地说，他将科学与艺术完美融合。 音
乐、舞蹈、戏剧等都被融入科学课，成了学习科学的辅

助工具。
举个例子来看看盖森是如何把艺术应用于科学

课的。 在给学生讲地球上四季的成因时，他以烧烤与
肉片受热做比喻， 在教室中间放上一个篝火支架，通
过来回移动来看距离远近对热度的影响。 他以此类比
来让学生理解“为什么北美夏季这么热”，同时做出测
量和分析。 他让学生到网上去搜索不同季节太阳与地
球的距离，利用技术还可以模拟太阳与地球不同地方
的位置关系。 最后发现，冬天虽然冷，可是距离太阳的
距离更近了一些，这与通常感觉的冬天太阳更远了的
直觉恰好相反。 他还编了舞蹈，让学生沿着太阳在天
空的轨迹手舞足蹈，为了加强关键词的记忆，还写了
一首歌。 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他让学生在学习知识
的过程中，产生了学习兴趣，也让理解和记忆能力变
得更好。

其次， 盖森的团队组合是有效教学的一大诀窍。
盖森很强调统合，作为教师，不仅要统合知识概念，把
事实细节和每个概念放到一个大的图景中来理解，更
要把教师和学生统合到一起，甚至整个社区都要统合

在一起。 与我们通常认为的不同，他作为科学教师不
仅与同学科教师组成团队， 共同研究如何做好教学，
而且重视与语文和数学教师一起， 组成一个年级团
队，共同协助学生发展。 他在一个采访中说，虽然一个
刚上讲台的新教师，给他一位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作
为导师会有帮助，但更重要的是要组成各科教师的团
队。 这种团队的好处是，各科教师都可以对学生的知
识背景和框架有个大致的了解，有助于他们对学生共
同的评估和协调教学。 比如盖森，作为科学教师，他可
以在了解学生的同时， 学习数学和语文的知识和技
能，并思考作为科学课应该注意哪些，做到心中有数。
因此，他的教学基本脱离教材，让知识点与自然社会
融合在一起，这是他着力寻找的创新基点。 他认为，只
有让学生知道了学习的东西对身边的事物有关联了，
才容易引发他们的兴趣。 他每年都组织学生举办“电
子创新之夜”展览，并邀请家长一起分享孩子们的发
明制作。

最后 ，盖森的教育理念在于把学生当作 “人 ”，
而不是工具或者数字 。 2008 年 ，盖森在白宫玫瑰园

受领 “年度教师 ”奖时 ，布什总统特别提到 ，在盖森
任克鲁克初中科学部领导的 3 年时间里 ， 学生的
科 学 学 科 标 准 化 测 试 达 标 率 从 44% 提 高 到 了
80%，甚至更高 。 盖森在随后的发言中对此的回应
是 ，孩子不是 “测量的数字 ”。 与那些只盯着分数的
教师明显不同 ，盖森一再强调 ，教师要记住的不是
教的科目 ，而是人 。 所以 ，教学的关键就是 ，与这些
孩子建立独特的有意义的关系 ， 帮助他们认识到
自己的独特之处 。 他创新许多教育教学手段去适
应不同学习方式的孩子 ， 他要让孩子养成学习的
好习惯 ，受益一生 。

从盖森的经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教师要做伟
大的统合者，不仅要把知识点和概念统合到大的知识
框架体系里，而且要把人与思想统合起来。 统合是优
秀教师教学最关键的艺术，而热爱正是这种统合背后
的推动力。

（作者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密西西
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资深助理
研究员）

师生冲突背后的教育真相

星期一课间操结束后，杨军宗刚到教
室， 住校生扎西就一脸焦急地来找他：原
来，扎西带的 326 元生活费，在上课间操
时不翼而飞了。

扎西来自甘孜州白玉县一个偏远的
藏族家庭，他单纯善良，勤奋好学，深受同
学们的喜爱。

杨军宗暗想， 千万不能因为这件事，
伤害了扎西对班级的情感，改变了他对同
学的信任。 于是便安慰他：“没事，可能有
同学想暂时借用一下，只不过没跟你打招
呼而已，我马上帮你要回来！ ”

怎么“要”呢？ 杨军宗“眉头一皱，计上
心来”。 于是，他立刻组织全班坐好，叫学
生把教室前后门关上。

他严肃地说：“同学们，扎西的生活费
在教室里丢了，虽然我不愿相信这是我们
班的孩子拿的，但是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
看，我想应该是我们班哪个孩子一时贪图
小便宜，一念之差，未经扎西的许可而私
自拿了他的钱。 ”

说到这里，杨军宗停了下来，看着孩
子们，一双双眼睛也看着他，等着下文。

杨军宗继续平静地说：“我相信，拿钱
的孩子本质上是好的，只不过是一念之差
而犯下了这个错误。 任何人都会犯错误，
包括老师在内。 而作为孩子的你们，犯错
误更是在所难免。 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犯
错误的同学有包容之心，给他改正错误的
机会， 好好地保护他， 陪伴着他继续成
长！ ”

杨军宗又用凝重的语气讲了一个故
事：“老师之所以要这样对大家说，是因为
我有一次记忆犹新的痛苦经历。 那是在
13 年前，老师刚调到县城中学。 班上一个
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小女孩，因偷了同寝
室同学的钱，我没多想，就把她父亲叫来
了。 在我家里，我刚说起她偷钱一事，她父
亲就不管我的阻止， 把她暴打了一顿，然
后就要把她带走，不让她读书了。 我百般
劝阻，最终还是无力回天，眼睁睁看着她
父亲把可怜无助的她带走了。 至今我也无
从知道她后来的生活情况，但是，失去了
孩子应有的校园生活，我想，她应该是不
幸的。 我请她父亲来的本意是要共同配合
教育她，谁知事与愿违。 现在每每想起，我
都感到很自责，我当时并不懂得这样的孩
子最需要的是保护。 ”

教室里一片沉默，但杨军宗从每个孩
子凝重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们已被深深
打动。

杨军宗接着说道：“为了不让悲剧在
我们这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上演，我提议
我们一起给这位同学改正错误的机会。 我
也相信， 这位同学以后会挣更多的钱，如
果只贪图一时， 它会让你一直良心不安。
更为严重的是，如果不知错就改，一味放
纵自己，那今后就很有可能犯下更大的错
误。 当然，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你会知错
就改。 ”

杨军宗把讲台上装书的纸箱扬了扬，
说道：“老师把纸箱放到教室后门旁的桌
上，同学们全都出教室排成一列，每个同
学从教室后门进来，从教室前门出去。 只
有前面一个同学走出了教室，下一个同学
才能进教室。 拿了钱的同学，请自觉把钱
放到纸箱里。 没拿钱的同学，绝不要往箱
子里看！ 老师郑重承诺，绝对为这位同学
保密，其他同学也严守约定，不要偷偷往
教室里看。 宽容和保护同学，就是宽容和
保护自己，我相信，这位同学一定会把钱
如数归还。 ”

孩子们都出了教室，杨军宗和孩子们
一起见证信任的力量。

孩子们一个接一个从教室进进出出，
带着好奇、轻松、快乐、期盼的神情。 很快，
每个同学都完成了这一次短暂的“旅行”。

然后，孩子们重新静静地坐好，非常
期待地看着讲台上的杨老师打开纸箱。

奇迹出现了，一叠现金静静地躺在纸
箱里！

杨军宗：
信任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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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成权

曾几何时，人们用“桃李满天下，学子尽乾坤”描
写校园内的师生情深。 然而，近年来，随着师生冲突事
件的不断增多，引发了全社会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的思考：我们教育怎么了？我们的学生怎么了？我们该
如何做教师？

现象背后的真相是什么

目前青少年学生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有些问题
是同时出现的 ）： 新环境适应不良 、 被贴标签 、撒
谎 、懒散 、敏感 、自私 、学习自觉性差 、学习目的不
明确 、缺乏自信心 、悲观情绪 、缺乏刻苦精神 、自我
迷失等。 这是很多家庭、学校和教师共同面对的难
题，也是各级教育行政领导在工作中要着力解决的
问题。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教师辛苦地工作，却换来
学生的对立？ 学生违纪时到底该怎样处理？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年代，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值越
来越高，却没有教会孩子实现理想目标的方法。 在这
种情况下，孩子往往有很高的志向，却懒于付诸行动。
或者小时候很听话，当他们发展到某一阶段时，内心
深处的自主意识突然增强，发现自己的意见没有得到
父母的尊重，这时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让家长很失望。

把孩子当成学习的工具。 现在的孩子，学习压力
骤增，不少孩子的周末比平时还要忙，失去了休息时
间，找不到快乐的感觉。 人本能之中的趋利避害意识、
自我保护意识让他们开始抗拒外界带来的巨大压力，
产生厌学心理。

父母与孩子的互动方式是错误的。 父母总认为孩
子是错误的，总认为批评、指责孩子就可以解决问题，
实际上，孩子在被父母反复批评的同时，潜意识里已
经产生了强烈的抗拒因素， 尤其是亲子关系紧张时，
父母的批评会导致孩子的消极对立状态， 这个时候，
各种心理偏差、行为偏差就产生了。

过度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 。 很多父母以为 ，孩

子在物质上得到了满足，他们就应该学习好 。 其实
不然 ，这会导致他们行为懒散 ，思维懒惰 ，创造力
差 ，精神空虚。

教师忽略了什么

如今，生活在信息化时代的孩子各方面的接受能
力都不比教师差， 教师在学生心目中的威望大大降
低，当学生对教师不抱有敬仰之情时，教育教学效果
就会大打折扣。 这导致很多教师在工作十几年、几十
年后产生职业倦怠，形成一种负能量，作用于师生关
系中，使得师生关系紧张。

今天的教师面对的学生的学习品质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教育教学管理比以往难度加大，教师只停留
在表面看现象， 没有绕过现象背后寻找解决对策，形
成了学校与家庭的矛盾。

教师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往往只注重了专业的
精细程度，却完全忽略了自身格局的建立、学生自身
发展不同阶段不同的心理需求，总是以说教的方式教
导学生，缺乏影响力，没有起到对于学生心灵的引领
作用。

学生犯错误时， 很多教师是请家长到校协助解
决问题，但是，当请家长的出发点和着眼点都是错误
的时候，非但不能解决问题，反倒容易激化矛盾。 因
此，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教师要让孩子知道犯错误的
原因以及正确的做法， 培养孩子正确的思维方式和
习惯。

学校承担着育人的重任。 学校是一个人完成社
会化的重要阶段 ，应该从开发一个人的智商 、提高
情商的角度去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然而由于家长对
孩子的高期望而对学校的不断施压 ，受社会评价制
度的影响 ， 学校的教书育人功能没有得到全面开
发。 学校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制定了越来越详细的
管理细则，这些管理措施对于来自亲子关系不融洽
的家庭中的学生来说 ，成为一种枷锁 ，导致厌学心
理的产生。

如何寻求破解难题的系统策略

当师生冲突不断增多时， 从学校到教育管理部
门，再到家长，都应该从各自的职责范畴进行深入细
致的反思、探讨。 我们应深刻地认识到每个孩子都是
非常优秀的，必须从环境的建设上、从子女的养育方
式上、从学校的管理上、从教师的能力提升上去寻找
解决青少年问题的策略。

从家庭的角度看，养育子女是父母的责任。 社会
的发展对如何做父母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家长要优
化养育子女的理念，改变养育子女的方式。 家长不是
要代替教师教书，而是要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培养孩子
的认知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人际交往
能力。 孩子的择偶观、婚姻观也深受父母影响，为了每
个孩子更好的发展，每一位家长都应该从为人父母的
角度学习如何经营家庭，如何提高子女的情商。

从教师的角度看， 教师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素养，才
能提高自己的身心健康指数，减轻工作压力，培养出适应
社会发展的人。为了有效解决师生冲突问题，教师应多读
精神成长类书籍，掌握一个人成长阶段发展的心理需求，
用满足学生心理需求的方式去影响学生的身心发展。 同
时，应帮助家长寻找切实可行的家庭教育方案，促进亲子
有效沟通，减少亲子矛盾。 在学生违纪的情况下，教师应
去寻问题的背后原因，从根源入手，促进学生发展。

从学校的角度看， 学校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
更要注重学生学习品质的培养，应与家长一起提高学
生的学习能力，注重学生适应社会能力的培养。 学校
应帮助家长转变培养孩子的观念，充分利用“家长学
校”， 利用多种媒介， 让家长学会提高学生的学习能
力、生活能力，让学生的主动性不断增强。

一个人的心灵成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教育
应遵循人性心理发展的基本要求， 完善育人机制，培
养人格健全的人。 教师应以宽广的胸怀包容学生的错
误，在赢得学生尊敬的同时，避免师生冲突的发生。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会研究员、 国家二级心
理咨询师、青少年成长指导师）

借眼美国教育（24）

卓越之路：教师作为创新与统合者
□ 陈心想

2013 年，一起起师生冲突典型事件的发生令我们
不断警醒。 不认清系列事件背后的真相，并从根本处
着手解决，教育的悲剧仍会不断上演。 师生冲突背后
有着怎样的教育真相？ 为什么为人师表的教学岗位竟
然充满了高风险？ 学生违纪时到底该怎样处理？ 到底
该怎样寻求破解时代教育难题的系统策略？

教育风景在路上
□ 李素怀

一位同事，公开课、优质课次次拿奖，教学水平非
常高，可是他的生命状态很不阳光。 现如今，刚 40 岁
的他觉得前途渺茫，对工作有了倦怠，对生活有了迷
惘，没有了上课的激情。 我一直想拜他为师，来提升自
己的专业素养，可是他对我说：“那又有什么用，你教
得再好，不就是一名教书匠吗？ 你看看我的同学现在
都是正科级了，有的都拥有自己的公司了。 你看看我，
虽然获得了那么多的讲课证书，现如今不还在这里教
书，每天朝六晚九地辛苦着……”

听到他这么说，我感到很心酸。他的专业水平是数
一数二的，可是他的生命状态很消极，导致他的工作热
情日渐减退，他的专业能力逐步萎缩，这是一件非常可
悲的事情。 一名教师的生命状态决定着他的专业发展
水平。 所以，作为教师，要注意以下几方面的提升。

生命质量的提升。 教师要不断反问生命的意义是
什么？ 有的人追钱财，有的人好权势，这些都阻碍了教
师教育信仰的坚守。 而教师的生命质量也影响着自己
所教过的学生。 教师的价值就在于带给学生什么样的

生存、生活方式，让学生怎样衡量自己幸福和快乐。 感
恩、责任、付出、贡献、平和、包容、豁达等品质决定着教
师的生命是否卓越和贫瘠。 人生其实有很多从容别致
的活法。教师的工作犹如一场奇幻的旅行，路上的风景
是孩子生命的成长，充满着挑战、困惑、超越、美丽……
从容厚重地收集自己和学生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也许
你会活出一种智慧，一种来自教育的随性和恬淡。 你也
会收获教育的简约和美丽。

生活状态的提升。 有的教师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
中，却失去了自我，这种奉献不值得提倡，如果做教育
让教师不能做自己， 那么教师又怎么让学生做自己。
我承认教师工作的琐碎与忙碌， 但是忙也要有序，有
情趣。 学会生活也是提升工作的一种有效方式。 因为
班主任烦琐的工作，我时常焦头烂额，但还是利用午
休坐在靠窗子的茶吧，品品茶、听听音乐，抽出一些时
间给自己，抖落心灵的疲惫；或是利用周末骑着单车
陪着女儿、老公去郊外晒晒太阳，吹吹风；或是约上好
友谈谈教育，看场电影；或是和学生在操场上疯跑，做

一个毫无顾忌的“学生”。 这样的教师生命状态，有助
于孩子们学会爱自己、爱生活、爱自然。 所以，我所带
过得的多数学生都充满正能量，积极上进、热情奔放。

心灵自由的提升。 人的行为来自于思想，思想来
自心灵。 我们都有追求自我设立的幸福目标的权利。
名利的诱惑，财富的欲望，让我们备感疲惫，心力交
瘁。 真正的快乐和恒久的幸福来源于心灵。 我们生在
世俗里，攀比、嫉妒等心态扭曲了我们的心灵，误导了
我们的行为。 教师要在平淡无奇的生活中享受其乐融
融的恬淡，毕竟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是一种幸福。 教师
要活在当下，做好该做的事，不要为自己不能掌控的
事情而苦恼。

生命的点滴，在细碎的成长中升华；生活的从容，
在流逝的岁月中沉淀；内心的恬淡，在平淡的日子里
绚美。 教师的精神海拔、生命状态决定着教育幸福的
指数。 我期待自己做一名“三高教师”：高素质、高专
业、高品位。

（作者单位系吉林省公主岭市秦家屯镇第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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