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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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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村教师，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轻捻着粉笔，在黑板上诗意地描绘出自己的所感所思，让希望在破旧的教室

里生根发芽，也让我收获了最美的幸福和快乐。

新视野

“常”是教育发展
方向

林格在新浪网撰文 教育
的境界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兴
趣，二是热爱，三是痴迷，每位
热爱教育的人都能找到自己的
位置。 每个人的心灵都是一片
沃土，关键看种植什么。

教育情怀是由内心渐渐生
成的，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她的
种子和根，往往是丑陋的，但并
不影响其长成后，照亮别人，也
照亮自己。 每个教师都可以回
观自己的内心， 看看是否已经
种下了那枚种子，否则，做教育
就会一辈子处于挣扎的处境。

中国的教育， 正处于焦虑
与恐慌之中， 但恰恰会有人在
这个时候，穿越时间之窗，达成
知与行的大突破，寻出好路来。
只是需要耐性、灵性、创造性以
及突破之勇气。因为，教育的真
谛就在那里，从未变更。

未来十年， 中国教育的发
展方向，可用一个“常”字来概
括，包括常识、常规、常态，教育
的自由在于回归一种“常在”。

教师教育
不仅仅是技能训练

许锡良在凤凰网撰文 现
在的一些教师教育没有跟上
时代的节拍，几乎完全被弄成
了教师技能培训。 教师职业与
其他职业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
教师劳动的手段与劳动的主
体的同一性，教师观念的改变
直接影响教师行为。 教师是以
一个完整的人的形象来服务
学生的。 教师某个意义上说就
是靠自己的言行举止来影响
学生 ，成为学生的榜样 ，教师
这个职业是以一个完整的人
的形象在工作的。 因此，教师
的职业技能如果说存在的话 ，
也是作为人的整体而存在的 。
比如教师的语言，那并不是训
练出来的 ， 而是一个人的学
识、教养与内心世界的自然反
映，教师的语言不能等同于一
个人的口才，而在于交流对话
得恰当。 而一个内心充满爱意
与尊重的人， 无论怎样说话 ，
都会是比较得体的。 把教师教
育变成一种纯粹的职业技能
训练是一种严重的误区。

（钟原 辑）

学生培养老师
2009 年，因为一个全校都拒绝的班级，

我“有幸”成为这个班的“头儿”。 当班主任
的第一天，我怯怯地走进班级。 班里很脏很
乱，当我要求值日生扫地时，没有任何学生
回应我。学生的下马威让我颜面扫地。我愤
怒地回到办公室，眼泪在眼中打转……

一个月之后， 我彻底体验到了绝望。
班里来了一个男孩子， 眼中充满着怒气。
中午自习时， 这名学生故意大声喧哗，面
对我的制止，他竟然破口大骂，挥舞着拳头
向我示威。 我的最后一缕坚守彻底崩溃，
我跑到校长室，哭着说：“我不干了！”说完，
我离开了学校，决定休假。

在一周的休假期间，我不断地反思自
己，现在的学生到底怎么了，而我又该怎样

当老师？其间，班里的学生不断地给我打电
话，让我千万不能放弃他们，否则就真的不
会有老师愿意带他们了。听了他们的话，我
决定回到学生身边，继续当他们的班主任。
一周之后，我鼓足勇气，再次跨进了班级。

我对学生说 ：“我决定和你们一同成
长，重新感受一下 16 岁的苦涩、17 岁的雨
季。”就这样，我重新走上了班主任岗位，这
让领导和同事都很意外。 而我已下定决心
要创造奇迹，即使不能书写传奇，我也要努
力去尝试。

回到班级之后， 我仍旧困顿地忍受孩
子们的各种问题，不爱学习、上课不遵守纪
律、打架、骂人。科任老师抱怨，其他班级拒
绝和我的班级来往， 因为谁也不愿意和一

些不学习的孩子交朋友。 给孩子们贴上不
好的标签是一种残忍的伤害， 可我该怎么
办？ 又该怎么做？ 我告诉自己，不能再让我
的班级这样下去。 于是， 我开始上网查资
料、询问专家，这样的孩子该怎样沟通，这
样的问题该怎样解决。在这个过程中，我逐
渐对孩子们的成长规律有了一定的了解。
在寻求问题解决方式和方法的过程中，我
不断学习教育学和心理学， 还对家庭教育
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样的学习让我有了一
点干好工作的底气， 我开始尝试着把孩子
们的问题分类记录下来， 放在博客上与人
分。 这些文字记录、见证了我的成长。 这些
问题孩子培养了我，让我不断超越自己，成
长为一名合格的班主任。

书香绽放梦想
对家庭教育的学习和研究，让我认识

到这些问题孩子背后都有一个问题家庭。
于是，我开始对每个学生的家庭教育背景
进行深入的了解，记录问题 ，并有针对性
地与学生互动，并给予家长相应的教育建
议。 我了解到，这些孩子大多都是留守儿
童或是单亲学生 ， 他们缺少好的学习资
源。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把自己买的《智慧
背囊》丛书拿到班级。这个无意之举，让我
看到了学生从未有过的状态。孩子们拿过
书来，轻轻地翻阅着，如饥似渴地在知识
的海洋中汲取着营养。 原来，我一直忽视
了孩子们对书的渴望，总认为他们是一群
不学习的孩子，也不会喜欢读书。事实上，
他们的内心非常渴望读书，只是没有人给
他们创造读书的环境。

从那以后， 我开始给他们买各种优秀
书籍。有的时候正版新书很贵，我就在废旧
书摊上挑选七八成新的、孩子们喜欢的书。

班上有个叫李欣的孩子，成绩不是很
好，他因此自暴自弃，索性不听课了，上课
总是说话，搞小动作。 在一次“梦想”主题
班会中， 李欣说他在厨艺方面颇有天赋，
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技艺精湛的厨师。家
访时，我了解到，父母并不同意李欣的想
法，认为当厨师没有前途。 我告诉他们行
行出状元，只要适合，只要喜欢，就要全力
支持孩子。 家长听我说完后，也慢慢转变
了观念，不再阻止孩子 ，偶尔还会让他做
做饭，一试身手。

为帮助李欣实现梦想， 我每次买书时
都会买些烹饪方面的书籍给他。此后，李欣

整个人都发生了变化，课堂上变得安静了，
平日里也不再惹祸， 而是更多地与我谈论
哪些食材搭配起来更有营养。 我也经常会
问他不同菜的做法， 有时也会把自己做的
菜拿给他品尝， 让他提建议。 在这个过程
中，李欣不仅厨艺水平不断提高，而且学习
成绩有了明显提升。

初中毕业后， 李欣到一家餐馆打工学
艺。凭借天赋和不断努力，李欣一年之后就
成为一家大饭店的厨师， 实现了自己的梦
想……

如今，班里已经有了 200 多本书，包括
很多爱心人士捐赠的书籍。 在阅读的过程
中就，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爱不释手的图书，
也找到了自己的梦想。 阅读让他们站得更
高、望得更远。

教育来源于生活。 为了让孩子们加
热爱生活，阳光健康地成长，我为他们
营造温馨诗意的环境。 我们的教室周围
一直被很多垃圾围绕，无人管理，一起
风 ，垃圾漫天飞扬 ，每到夏天 ，臭味扑
鼻。 为了改善生活环境，我和孩子们义
务承担起清理垃圾的任务。 在每次的劳
动中，孩子们增强了毅力，没有人喊脏
喊累。 孩子们还开垦了一块地，在春天
种上小麦，除草、浇水、施肥，呵护小苗
的成长，从中学会了珍爱生命。

我们的教室夏天漏雨， 冬天漏风，
可是孩子们依然在这里上演了很多令
人感动的故事。 他们把教室当作大自
然， 在窗台上栽培了一株株野菊花，放
置了一个个小鱼缸，就连教室旁的小树
林里也吸引了小鸟来筑巢。 班里虽然男
生偏多， 但他们不仅没有伤害到小鸟，
而且组成了小鸟护卫队，保障小鸟不受
伤害。 孩子们能够克服所有上学的困
难， 就是因为他们找到了成长的幸福，
感受到和小鸟、小鱼、小花一同成长的
快乐。

每年冬天都是孩子们最艰苦的时
候， 刺骨的寒冷让孩子们在破旧的教
室中承受着痛苦。 但他们把这里当作
自己的家，并没有被寒冷击退。 面对现
状，孩子们先用泥巴把漏风的门封上，
然后他们自己组建生炉子小组， 每天
有一个孩子负责生炉子， 保证大家一
天的温暖。 孩子们的口号是“温暖从我
开始”， 当孩子们喊出这个口号时，每
个人都体会到了自己的价值， 找到一
种成就感。

富杰刚来班级时，每天都会犯点错
误，学习基础很差，第一次月考，考了全
班最后一名，也是全校的最后一名。 富
杰感到非常受挫，压力很大。 我以平和
的心态与他交谈时，他表现出来的是内
心的纯真与善良。 我不断鼓励他，告诉
他坚持才能不断超越自己。 第二次月
考，富杰有了很大进步，他也和其他同
学一样，得到了奖状和一个日记本。 当
富杰第一次拿到奖品时， 他很开心，也
很珍惜，这些奖励让他信心倍增。

富杰生炉子那天是最冷的一天。 一
开始，我很担心他生不好炉子，就想早
早过去帮他。 当我踏入班级的一瞬间，
一阵温暖扑面而来。 原来，他第一个来
到班级，守在炉子前，让炉子一直保持
着温度。 当同学们走进班级，便感受到
了教室的温暖。

晚课时，我想利用富杰的表现来帮
他找回自己， 让他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我对孩子们说：“今天， 富杰辛苦了一
天， 让我们感受到冬日里的一丝温暖。
我们感谢富杰同学的付出，他的付出让
我们温暖了一整天，也让我们感到很幸
福。 ”说完，孩子们送以富杰热烈的掌
声，富杰也体会到给予别人帮助的那份
快乐。

这一天不仅温暖了整个班级，也温
暖了富杰的心。 尽职尽责的一天，让他
体会到自己的价值。 此后，每天生炉子
的孩子也都尽职尽责，孩子们也温暖地
度过了每个冬天。

如今，我对教育的恐惧、对学生的
失望早已荡然无存，我在享受着孩子们
的成长。 孩子们的各种问题让我不断思
考，也让我不断走进他们的世界。 我的
班级曾是所有人眼中无望的班级，而我
却通过寻找闪光点，立足正能量，放大
优点，让孩子们学会了成长。 现在，孩子
们都叫我“美丽老师”，因为他们觉得在
老师的眼中他们都是最美丽的，老师可
以把他们身上的缺点变成优点，并且能
够帮助他们将最真实美好的自己展示
出来。

其实我是快乐的，因为这些孩子让
我成了最幸福的班主任。

教育回归生活

新生代班主任

李素怀， 吉林
省公主岭市秦家屯
镇第二中学数学教
师， 公主岭市优秀
教师、教学骨干，四
平市优秀班主任 、
数学学科优秀辅导
员， 中国高级家庭
教育指导师。

关注拔节生命
在这个问题班级 ， 孩子们特别渴望

被关注、被爱。 作为农村孩子，他们一方
面比较自卑，对生活充满抱怨，缺乏成长
动力，另一方面性情质朴、心地善良 。 面
对这样的孩子，我应该放大其优点 ，为他
们的成长注入更多的养分 ， 让他们拥有
别样的人生。

那个时候， 博客成了我的精神家园，
我在博客中记录下与孩子们的苦与乐，记
录下我们所有的幸福和感动。 我通过文字
让更多人看到农村孩子的成长，也希望通
过外力帮助孩子们成长。 我每天都会拿着
相机抓拍孩子们的美好瞬间，然后制作成
幻灯片，播放给孩子们看，让他们看到自
己的进步，感受到自己的成长。 孩子们看
到可爱的自己，便会在心中播下自信的种
子，变得阳光起来，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
期待。

一次，我想到了一个让学生焕然一新
的办法。 我联系名校的大学生，和他们搞
联谊活动，让农村孩子从大学生身上找到

一些力量。 大学生走进班级， 给孩子们讲
自己的成长经历， 用心与每一名学生进行
交流。 从大学生的身上，孩子们看到了自
己的未来， 他们表示一定要出色地完成学
业，将来也像哥哥姐姐们一样做一名对社
会有用的人。大学生给孩子们带来了梦想，
孩子们把自己的梦想写下来放在瓶中珍藏
起来。 孩子们通过这样的活动， 增强了自
信心，激活了生命力。

由于我经常撰写博客，上传图片，我班
的孩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 我也因此
利用各种资源提升班级文化建设。 全国花
腔女歌唱家姜晓波老师联合著名作词作曲
家为孩子们写班歌， 姜晓波老师唱出了我
们的梦想， 唱出了我们的追求。 孩子们在
更多人的关注下学会了约束自己、提升自
己。 书法家南天为班级写班牌， 山东的曹
再斌老师还特意为每个孩子赠送了一幅他
的小楷书法， 博友沙皮老师特意为班级每
次活动表现优秀者画一张漫画……当收到
这些礼物时，孩子们感受到了温暖，感受到

了成长的幸福和快乐，无须老师说教，他们
便自然而然地在爱的关注下不断成长。

在利比亚工作的刘家富的关注， 让孩
子们对国外有了向往， 为他们打开了了解
世界的窗口，让农村孩子的视野不再狭隘，
让农村孩子的追求不再缥缈。

兰廷双同学虽然家庭贫困，但这样的
关爱让他的人生有了质的蜕变。 他 17 岁
就走上了公益道路，传递爱、撒播善，利用
网络组建了 2000 多人的强大爱心志愿者
协会，参加社会公益、做环保宣传、助残扶
弱，让自己的生命绽放精彩。当我看到《成
长》栏目对他的报道时 ，我为能够当他的
班主任而骄傲，也为能拥有这样一名学生
而自豪。

作为师哥， 兰廷双时刻关注同学们的
成长。于雷同学因为学习成绩不好，有了不
想读书的打算。在兰廷双的帮助下，于雷打
消了辍学的念头，投入到学习中。于雷也在
学习的过程中，对物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也有了成为一名超级电工的梦想……

为成就更多的未来教育家，本报特发起全国名校长、名师工作室全景调研活动。 活动旨在对全国各地名校长、名师工
作室发展现状进行生态调查，发现、梳理、总结、分享各地名校长、名师工作室的原创经验，寻找、分析未来教育家成长过程
中的共性问题，为国家相关部门制定扶持、引导政策提供数据支撑和实践依据，造就更多的未来教育家。

如果您主持、参与的名校长、名师工作室的成员有着较为独到的教育教学思想，并在实践中取得了突出成果；如
果您的工作室在名校长、名师成长方面探索出了新路，或存在发展困惑……请联系本报。

发现、报道更多教育家型校长和教师 发现 、报道名校长 、名师工作室新经验
推出大型名校长 、名师工作室调研报告 用专家资源服务名校长、名师工作室发展

联系电话：010-82296726 18610378011 联系邮箱：362149788@qq.com

助力地方教育家成长

名校长、名师工作室全景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