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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大学时，我就成为了一名签约
歌手， 也曾收到英国两所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 ”一句话的简单介绍，就吸引
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这个一手拿着
名校通知书， 一手拿着国企高薪同步
翻译合同的年轻女孩，就是“第四届武
汉 市 十 大 魅 力 教 师 ” 第 四 名 获 得
者———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梨园中学
教师陈琛。

这个给学生带来知识和无限快乐
的教师， 曾是一位星途璀璨的签约歌
手。 作为全国星流行音乐大赛的铜奖
获得者，她曾与刘德华、张娜拉等一起
登上了北京首都体育馆的万人舞台 ，
也曾在中南海新春演出中受到中央领
导的亲切接见。 面对光环与高薪前程，

陈琛的选择一度让关心她的家人与朋
友不解。

他人的不解，陈琛觉得很正常，毕
竟跨界发展不容易，还是如此大的“落
差”。 在参选 “武汉市十大魅力教师”
时，陈琛将“苦难、师爱、抉择”作为参
赛自述的关键词。

陈琛出身于一个平凡的工人家
庭， 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这个本不
富裕的家庭一贫如洗， 父母也远走他
乡。 一个冬天，陈琛看到其他同学的父
母送来厚厚的棉被时，她哭了。 这一切
被她当时的班主任看在眼里。 “当时我
觉得自己的人生到了尽头。 而正是那
个时候，老师带我回家，教我学习 ，帮
我申请奖学金， 给了我缺失的父爱与
母爱。 从那时起，我便决心要做一名像
我的老师那样的教育工作者， 传承爱
心，点燃希望。 ”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教
师梦”，陈琛在歌手合约期满后没有续
约，而是选择了教师这份职业。

从舞台到讲台，并不简单。 陈琛还
记得第一次带班， 让学生默写 26 个英
语单词，结果让她大跌眼镜———竟然仅
有 6 人全部写对。 这个挑战太大了，陈
琛发现，一些孩子甚至早已失去了学习
的兴趣，她要做的，不仅是教给他们知
识，还要重新点燃他们的学习兴趣。

“记得做歌手时 ，听众让我懂得 ，
要想打动别人先得打动自己。 孩子们
对学习没兴趣， 是因为课堂对他们没
有吸引力。 ”为此，陈琛决定用游戏、情
境来营造课堂氛围，把歌声带进课堂。
比如，在讲到现在完成时单元时，陈琛
把语法要点用“两只老虎”的旋律教给

学生唱。 学生哼着哼着，词组和语法就
都掌握了。

“他们现在很厉害 ，已经会学着
我的样子，创编语法歌 、单词歌 ，还能
在展示环节加入游戏元素 。 ”在陈琛
的带领下 ，这些一度连英语单词都写
不全的孩子 ，破天荒地取得了洪山区
学校英语单科均分排名中第一的好
成绩。

陈琛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亲眼看到
孩子一步步的成长。 记得班上有一个男
生， 即使冬天也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校
服。 细心的陈琛发现后，自己买了一件
棉衣， 以发奖品的形式送给那个男生。
如今已毕业的他， 仍让陈琛牵挂不已。
直到去年中秋节，陈琛接到一通来自黑
龙江边防区的陌生电话，电话那头的男
生说：“老师，我很好。 ”当得知新兵在过
节时只有两个打电话的指标时，陈琛落
泪了。 “我当时非常激动，我觉得他在回
应我，把我当作家人。 那一刻，我觉得所
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

不只是对学生的爱得到了回应 ，
陈琛在教师职业上的努力付出也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 ：全国英语能力竞赛
中组织奖 、辅导奖 ，湖北省初中英语
优质课比赛一等奖 ，武汉市十大魅力
教师……

生命的道路迤逦而行， 虽偶有起
伏，却不改前进的方向。 是一个人默默
独旅，还是与他人相伴同行，或许每个
人的选择会有所不同。 而陈琛，这位美
丽的青年教师， 她的人生选择是与自
己的学生一起走过， 也终将在教育的
舞台收获最美的荣光。

彭彦调走了！
从省级示范学校卓刀泉中学调入一所

普通的学校———马房山中学 。 许多人不理
解，毕竟两所学校的声誉大不相同。 彭彦说，
她要挑战自己一把。

如何让这里的学生变得更优秀？ 初来乍
到， 兼任年级主任和班主任的彭彦要做的，
便是“把马房山的孩子培养得像卓刀泉的孩
子那样”。

彭彦先从自己的英语学科入手。 读写与
表达能力较差，几乎是马中孩子的一个共同
弱势，而这两种能力正是英语学习的核心。

如何让孩子们敢开口、能说话、会展示？
在困惑中摸索的彭彦，始终想找到一条“捷
径”，直到有一天，洪山区全面推行“高效课
堂”改革，彭彦忽然觉得———就是它了！

“要让孩子在合作中找到学习的兴趣，
要让他们在展示中感受到学习的快乐。 ”她
说。 高效课堂模式的引进，放大了学生的自
学、展示，而这正是她所要达到的效果。

拉开桌子，划分小组、引入评价……在
起初的实践中，彭彦真切地感知到了“小组”
与“评价”这两大武器带来的力量。 与许多初
次接触高效课堂的教师一样， 一段时间后，
她感觉 “孩子们爱说话了”、“表达能力增强
了”、“自信大方了”、“成绩提高了”……

围绕高效课堂的理念，彭彦还最大化地
丰富了课堂教学的形式， 将做英语值日报
道 、看英文电影 、听英文歌 、表演英文故事
等元素纳入课堂当中， 力求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

学生小进（化名），初进马房山中学时，
英语成绩只有个位数。 “连 26 个字母都认不
全的孩子，英语该怎么办？ ”彭彦起初只是摇
头，但从不轻言放弃的她，还是本着“先领上
路”、“教会孩子自学”的想法，带着小进跨入
了“高效英语课堂”。

几年下来，这个孩子奇迹般地考入了湖
北省实验中学。 前阵子，彭彦前去该校考察
学习，在学校大门前的成绩榜上，看到小进
的成绩赫然位列全年级第二名，英语成绩很
是显眼。

除了高效课堂，彭彦的另一“宝”，是“家
校联系本”。

身为班主任，彭彦深感班级管理工作的
不易，很多时候难点在于家长的不理解。 为
了让家长配合学校搞好家校一体教育 ，彭
彦几次组织召开家长会， 并强制性布置了
一项作业———填写“家校联系本”。 在这个
本子里，家长被要求填写“家长评语”或“家
长寄语 ”，对孩子当日表现做出评价 ，或给
予鼓励。

可以想见， 这套方案实施的最初阶段，
家长们几乎是“怨声载道”，联系本动不动就
成了“告状本”。 不少人认为，一天到晚都忙
死了，哪有工夫干这个？

彭彦说，哪怕在某本关于家庭教育的书
上摘录一段文字，那也可以。 至于什么书，彭
彦让家长自己去找。 就这样，当家长蜂拥着
去找书的时候，转变悄然发生。 “我们在挑书
的过程中，学到了不少知识。 ”家长说。

现在，通过与家长的及时沟通，彭彦总
能及时发现孩子的问题， 鼓励孩子的进步，
了解孩子的心情。 也正是这样，彭彦引导着
家长加入了自己的教育队伍，开始了“立体
式”的教育征程。

对如今的彭彦来说，在马房山中学的教
学生涯，看似一段挑战，实则是一种享受。 她
在这里拼搏着， 也快乐着———“享受高效课
堂，享受教育，享受学生和家长给我带来一
切，我和从前一样快乐。 ”这是走在教育路上
的彭彦最真实的心灵独白。

陈琛：从舞台到讲台
□ 本报记者 宋 鸽

作为武汉市广埠屯小学的一名普
通语文教师， 陈尚萍已经 40 多岁，基
本步入“该拿的荣誉都拿了，职称到顶
了，安心守好最后一班岗”的行列。

陈尚萍自认为是一个不安分的
人，总是想追求最好的东西。 广埠屯小
学是洪山区第一个“吃螃蟹”的课改学
校，2012 年， 学校安排教师外出学习，
回来的路上， 陈尚萍就兴奋不已，“我
觉得，我生命中又将迎来新的春天。 ”

“走过这几年 ，真心觉得 ，课改是
一件很难的事情。 但是，一旦上了路，
就其乐无穷。 ”陈尚萍说。 这几年，她不
知遇到多少困难， 诸如完不成课时任
务、 编不好导学案、 课堂上乱成一锅
粥、家长抱怨、学生自主意识差，等等。
但是，只要一走进教室，看到孩子们一
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睛， 她就像打了鸡
血似的，“立即就精神抖擞起来”。

“我知道自己年龄大了，很多新鲜
事物接受起来会比较慢一些。 但是我
抱定决心，每天改 ，每课改 ，一天都不
马虎，一天都不敷衍。 ”

陈尚萍笑言 ，关于学生 、个人 、班
级成长的故事， 就是几天几夜也讲不
完。 “我随便讲一个吧，每个故事都能
感动我自己。 ”她说，班上有一个农村
来的个体户小老板的孩子，性格胆怯，
举止被动， 只要在众人面前讲话就会

口吃，总是不自觉地重复话语。 四年级
开始课改后， 她暗中鼓动这个男孩所
在的小组， 不断推举这个男孩组织小
组展示。 后来有一段时期，她又专门安
排这个男孩当班上的 “总结员 ”，每节
课都由这个男孩来总结。 如今，这个男
孩的口头表达、笔头功夫大大提升，彻
底告别了当初的怯弱与不自信。 男孩
的家长特别感恩，每到家长开放日，夫
妻俩哪怕一天生意不做， 也要双双来

学校， 他们说：“只要是学校组织的活
动，无论如何都要参加。 没别的办法感
谢老师， 这也算我们表达感谢的一种
方式吧。 ”

陈尚萍十分重视班级中的小组建
设工作。 随着课改的深入，她真切感觉
到小组就是一个小社会， 孩子们在小
组中的成长与表现， 将可能直接影响
到成年后的生活。 他们班的小组，不只
人人有角色，而且人人是主角、个个当
先锋。

陈尚萍对比了自己 20 多年教学
生涯中，不同年代孩子的变化。 她感觉
这两年多， 孩子真正实现了学习成绩
与能力提升的“比翼双飞”。 她班上的
孩子，在各种活动中异彩纷呈，表现十
分出色。 最近，她班上又有 4 个学生获
得了“武汉市楚才杯作文竞赛”大奖。

“这几年 ，虽然没升官 ，也没长工
资，但是很幸福，非常享受这个过程 。
看着孩子们每天发自内心的笑容和
积极的思维碰撞 ，我对教育的前景充
满信心。 我特别自豪 ，在改革来临的
时候 ，我没有原地踏步 ，并能在每天
的教学实践中体现自己全新的教育
价值观。 课改不是改给校长看 ，不是
改给专家看，而是改给自己看！ ”陈尚
萍明朗的笑容 ，一如窗外正在闪耀的
春日阳光。

陈尚萍：改给自己看
□ 本报记者 刘 婷

第一次见到朱敏，是在冰天雪地的
北国，她作为长虹中学的“标杆教师”，
为多所学校的校长、教师进行体验式培
训。 “准 90 后”的她，略显文弱，也让人
心生忐忑：她究竟能行吗？ 事实打消了
所有疑虑，朱敏让参训人员实实在在地
体验到了高效课堂的每一个流程与环
节，而她的大方与自信，更是赢得了许
多羡慕的眼光———这么年轻的优秀教
师，我们学校也能培养出来吗？

来到洪山采访， 再一次见到朱敏，
也更多地了解到了朱敏的成长故事。

除了走上教师岗位，朱敏其实还有
另一条路可以选择———3 年前，她以优
秀的成绩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的硕士。
读书，还是从教？ 朱敏思忖再三，最终选
择了后者。 谈起这次选择，她不无遗憾，
但却毫不后悔。

“记得初中时，班主任问我们将来
谁想当老师，全班只有我一个人举手。 ”
回忆起初中的一段往事， 朱敏笑着说，
“当时只是羡慕老师可以批改作业，很
潇洒、很好玩，但这的确是我的梦想。 ”

梦想是美好的，但一开始的执教经
历，对年轻的朱敏来说，几乎是一种折
磨。 经验不足，教学质量一般；不适应高
强度的工作， 几天下来便喉咙嘶哑；几
个学生不听话，处处与她作对……背地
里，朱敏悄悄拭泪。

“多亏学校对年轻教师的关心，一
切都在慢慢变好。 我特别感谢朱小灵老
师和刘霞老师，他们一个是我的班主任
‘师傅’，一个是我的教学‘师傅’。 正是
他们不厌其烦地指点，与我分享他们的
管理经验，帮助我编写学案、打磨课堂，
我才能快速成长起来。 ”学校会给每个
年轻教师安排两名“师傅”，学习 3 年才
能“出师”，说起自己的两位“师傅”，朱
敏充满了感激。

朱敏说，她现在在课堂上再不需要
不停地讲，嗓子已经恢复如初，而之前
那几个 “刺头 ”学生 ，在小组长的带领
下，不但不再与她作对，还会主动帮她
维护秩序、管理班级。

3 年的时间，朱敏自己也在悄悄地
改变着。 “原来缺少耐心，总是觉得有些
学生行为古怪，不听劝告。 慢慢地，才认
识到， 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待他们。 ”现
在，朱敏和学生更加亲近了，很多学生
都会把心事偷偷讲给她听，她也会认真
分析、耐心解答。 有一次，一个平时学习
不太认真的学生在作业本的后面加上
了一句“老师我很累，但还是做完了作
业”，朱敏回复说：“作业重要，但也要合
理安排时间，注意休息，老师相信你。 ”
在朱敏的鼓励下， 这个学生的变化很
大，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朱敏，这名年轻的教师，她会被学
生叫“姐姐”，被当作校园里的学生；她
会和学生一起购买文具、 装扮教室；她
会和学生并肩骑着车，吹拂微风、畅谈
人生； 她会在学生的作业本里夹一颗
糖，写上“亲，你是最棒的”———这就是
她年轻的梦想， 她正乘着梦想飞翔，正
享受着教师工作的每一天、 每一分、每
一秒。

追逐梦想的人是可敬的，而享受梦
想的人则是可爱的。

地处青山区、洪山区、武昌区交接
地带的和平中学，是一所典型的郊区农
村学校。 2012 年前，和平中学教师的日
子过得“不慌不忙”：按时备课、上课，出
了校门就是家门，唯一让人焦急的便是
不断流失的生源。 “生源严重不足且质
量不高， 但这似乎与教师的关系也不
大。 ”校长王玮谈起改革之初的情景时，
对学校与教师的处境深表理解。

这个洪山区中学唯一的女校长，任
职于和平中学前，曾在百年老校武汉市

文华中学工作了 23 年， 也曾经于 2007
年，希望退下教学一线，将更多机会留
给年轻教师。 而她在一线的经验与对课
改的敏锐观察，让区教育局领导决心将
和平中学这所相对薄弱学校的课改重
任交付于她。 对于洪山区，王玮并不熟
悉，但是对于改革，自称“上了岁数”的
王玮，却一直都在追求。 多年前在文华
中学工作时， 她就曾带领全校教师，深
入地探讨和钻研课改，成绩斐然。

对于想要退居二线的王玮来说 ，
改革让她不得不重新思考， 接下来的
人生该如何规划， 她不得不面临重重
困境。 “看这个台阶，当时都是污渍斑
斑的，现在它们虽然看起来仍然老旧，
但起码是干净的。 ”王玮指着教学楼的
台阶和楼道对记者说。 没有好的环境，
何谈享受教育？ 刚来到和平中学的王
玮就和教师们一起， 用钢丝球一点点
地清洁台阶 、楼道，规整校园、添置花
草……渐渐地，校园有了生机，学生放
学后也愿意多在学校待一会儿了。

看到孩子们一点一滴的变化，王玮
觉得比在名校取得锦上添花的成绩更
有意义。 而接下来，王玮要面对的则是
“最难啃的骨头”———课堂教学。 教师习

惯了教，学生也习惯了被灌输，面对新
课改的培训，很多教师都有抵触情绪。

“课改其实变的是观念，不管课堂
形式如何，抓住‘学’的本质，才是抓住
了整个改革的灵魂。 教师面对新观念
的冲击，有抵触是好的，说明他们有原
则、有坚持。 ”对于和平中学教师的评
价，王玮向来都是积极的，“有所坚持，
不随波逐流， 在改革中是尤为重要的
品质。 这样的教师，一旦抓住改革的灵
魂， 就会与自己的坚持产生 ‘化学反
应’，生成新的成果。 ”

作为学校的第一批课改接受者，教
师胡顺芝接受培训不到 3 个月就上了
示范课。 “开始只想模仿，找不到自己的
定位。 ”谈到那次示范课，胡顺芝坦言，
有点 “慌”，“幸好校长一直在支持鼓励
我，让我不要着急。 ”如今，走进胡顺芝
的课堂， 看到学生们积极的讨论和展
示，王玮真是说不出的自豪。

按照政策，还有几年，王玮就真的
要“退”了，可是此时，她却觉得“时间
太紧”。 但是，如果真到了“退”的那一
天， 王玮也会觉得坦然，“因为我有一
个成长起来的教师团队， 还有一个个
充满活力、阳光自信的好学生”。

朱敏：
乘着梦想飞翔
□ 金 锐

王玮：这一次来对了
□ 本报记者 宋 鸽

彭彦：
我和从前一样快乐
□ 本报记者 黄 浩

享受教育⑦
教师成长

教师是学校教育的主体，他们的生命和职业状态直接决定着教育的质量。 洪山区的教师在教育局和学校的引领下，积
极投身课改，在困惑中迎接挑战，在经历一番痛苦磨砺之后，他们在自我超越中成长，开始享受教育的美丽……他们之中，
既有的经验丰富老教师，也有追寻梦想的年轻教师，既有锐意进取的课改先锋，也有成绩斐然的教学能手。 他们，就是洪山
区教育人“享受教育”的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