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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妙的“挑拨”

□ 李忠华
我的“不乖”学生 突破与创新

牛人“老曹” 参与·体验·成长
□ 左晓东

学思习行·廊坊一中

风波

刚回办公室， 班长陈同就急急忙忙跑来：“老
师，打起来了！ ”我立刻意识到，我带的九年级（2）班
又出问题了，于是立即赶往教室。 只见徐茂良和武
雨青正争得面红耳赤，大有要动手的趋势。 我心中
既气愤又镇定，九年级（2）班开学以来就没消停过，
但我对这样的事已经司空见惯。

多年来，我一直任教九年级物理并兼任班主任，
教学工作也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认可， 但自从接过
这届九年级（2）班后，我的烦恼接踵而来，以前积累
的经验没用了，管理班级的方法也失灵了，男女生之
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每天总有处理不完的问题。

“我的管理到底怎么了 ？ ” 我陷入了深深的
困惑 。

溯源

我决定以那次风波为契机，追根溯源。 我的策
略是绕开“当事人”，先与其他学生交谈，了解事情
的来龙去脉。 原来矛盾源自一次数学课，老师出了
道综合性比较强的题目， 要求同学们独立完成，在
统计完成情况时说：“我们班现在只有 4 名同学完
成了，全是男生，大家加油！ ”这句话就成了事件的
导火索。

起因清楚了，但一定还有更深的原因。 于是，我
陆续找学生谈心并做了详细记录。 同时，通过与其
他任课教师交流和学生家访，我对学生有了更深的
了解。 对怎样化解班内矛盾、使同学们和睦相处，我
已有了初步打算。

“当事人”徐茂良在一天晚自习主动找我谈话，
而第二天早晨我还收到了武雨青的信。 信中有她对
整个班级现状的看法和对我本人的一些建议。 于是
我想，与其费力化解矛盾，不如巧妙“激化”矛盾。 通
过对男女生间小矛盾的“挑拨”，激发他们的竞争意
识、使他们自主高效学习。

“挑拨”

接着，我开始逐步实施计划。
适时发布积极信息。 利用每天晨会，我将同学

们前一天的表现及时向全班发布，特别是各科教师
提供的信息：如语文老师表扬女同学课上表现很积
极，要求背诵的课文及时完成，几位女同学作业书
写得很漂亮，并将其作业在班内传阅。 几天后的英
语单元检测又让女生们扬眉吐气。

同步掌握班级动态。 同学们发现这段时间受表
扬的都是女生，有些男生开始沉不住气，而几位男生
班干部甚至向我抱怨：“老师这段时间你太偏心了，
只表扬女生，男生都对你有意见。 ”我说：“女同学表
现确实不错，男生今后如果表现得好，我是不会吝惜
表扬的。 ”男生们纷纷表示要好好学习，谦虚谨慎。

我又找武雨青在内的几位女生谈心，她们为自
己的良好表现而兴奋， 但也担心女生理科学不好、
学习没潜力等问题。 我告诉她们，这些说法都不可
信，并列举古今中外的女豪杰如李清照、吴健雄、居
里夫人等鼓励她们。 一石激起千层浪，女生纷纷表
示绝不输给男生，个个信心满满。

就这样我在男女生间扮演着“挑拨离间”的角
色。 一段时间后，同学们慢慢分成两派，竞争渗透在
学习的各个环节，并渐渐向班级管理的各个方面延
伸：一道练习题正确率要比，单元测试成绩要比，就
连做值日完成情况也要比。 两派间竞争归竞争，但
进行得比较低调，没有原来的显摆和争吵。

收获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科教师对九年级（2）班的
表扬渐渐多了，学校领导的夸奖多了，其他班同学
的羡慕多了， 就连宿舍管理员也把夸奖挂在嘴边：
“如果每个班都像九年级（2）班，我们宿管就没事做
了。 ”我这个班主任的“出镜率”迅速下降，班会学生
自己开，我有时还不被邀请。 “两派”之间的矛盾也
不尖锐了，更多的是沟通与合作。 特别是在学校春
季运动会上，男女生相互加油鼓劲，我们班从一直
不被看好到最后获得总成绩第一名，甚至还包揽了
含金量最高的男、女生 4×100 米冠军。

教育者最期望的教育效果是什么？ 我想无非是
充分发掘学生自身的潜能，激发他们的活力，培养
他们学习的兴趣， 使学生能够高效自主地学习，活
泼健康地成长。 而我在九年级（2）班的教学和管理
中偶然体验和见证了这一点。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东郭镇东郭中学）

当下， 几乎每所学校都有了运动场，我
们学校也不例外。 看着眼前这个功能齐全、
干净崭新的运动场，如何将它融入学校的文
化氛围之中，成了大家伙心中的疑问。 为此，
学校广泛征求师生意见，最终决定将运动场
更名为“奥林匹克公园”。 同时，学校也以此
为开端，掀起了打造奥林匹克公园主题文化
的活动。

究竟怎样诠释 “奥林匹克文化”、 展现
“奥林匹克公园”的功能？ 作为政教主任，我
召集政教处全体人员开会 ， 征询大家的意
见。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决定发动学生举办
一个征集活动。 活动要求紧扣“奥林匹克公
园”这一名称，凸显“更快更高更强 ”的奥林
匹克精神。 征集活动将公园文化建设分成四
部分，即主席台背景图 、主席台两侧看台主
题词、南北墙壁、篮球场南侧墙壁。

仅一周时间，我们便征集到了各班交来
的近 100 份素材，连紧张复习的高三年级也
积极参与其中。 “老师，我们班这两份方案实
在不好取舍 ，同学们争论得可激烈了 ，请您
给把把关吧。 ”有 4 个班级甚至因无法取舍
而上交了两份方案。

政教处 、美术教师 、学生代表组成了评
审小组，对交上来的方案进行初选。 众多方
案中，有的以色彩、创意见长，有的以内容丰
富、图文并茂见长，有的则更显简单明了。 一
份份应征方案，像是一张张答卷，书写着“重
在参与”的体育精神。

评审小组首先综合参选方案、征求多方
意见，确定了“升华精神，尽真尽善尽美 ；强
健体魄，更快更高更强”的主题词。 主题词确
定之后，接下来的评选方案便有了 “纲领 ”。
而其他三部分方案的确定，评审小组采用了
设计者陈述辩论 、 评审小组听审投票的形
式。 陈述过程中，设计者们前一分钟还是针
锋相对的“敌人”，后一分钟又由于某个理念
的契合而击掌庆贺。 现场既有激烈的竞争，
而又不乏互相的欣赏、叹服。 看着他们在竞
争中展现出的不服输的精神，看着他们在论
辩碰撞中闪现出的智慧火花，看着他们在合
作互补中的成长进步 ，我觉得 ，这项征集活
动本身恰恰就是诠释奥林匹克精神的一个
很好的舞台。

经过设计者陈述辩论 ， 评审小组反复
斟酌 ，我们将备选方案制成 PPT，在我校大
屏幕展示 ， 最终由全校师生投票确定了设
计方案。

方案一经确定，奥林匹克公园文化建设
很快付诸实施。 竣工之后，奥林匹克公园设
施更加齐备，功能更加完善 ，文化氛围也更
加浓厚。 那激励人心的主题词，那鲜活灵动
的背景图，那一面面图文并茂的奥运会展示
板， 那一幅幅栩栩如生的运动项目图标，如
春风化雨，拓展着师生的视野 、陶冶着师生
的情操，激发着爱国爱校、积极向上、发奋学
习的正能量。

如今 ，走在我们的 “奥林匹克公园 ”，恢
宏的主题词，精美的奥运图标 ，色彩明丽而
充满律动的背景图一定会给你带来视觉的
冲击，而更让你心灵震撼的 ，是身处其间时
那浓浓的体育文化氛围，而这一切是一中师
生用自己的智慧打造和诠释的。

你和我一样“笨”

□ 邱 瑾
教育妙招 让工作轻松起来

那天中午，我来到班上，无意中发现有两个学
生在斗嘴。 一个是班长，另一个是班上有名的“乐
翻天”（被学校备注为学困生）。

一个说：“在班上，你成绩最差，真笨！ ”另一个
针锋相对：“你成绩最好，连积木车都不会拼，你和
我一样笨！ ”

“我不喜欢玩玩具！ ”
“那我也不喜欢搞学习！ ”
见我走过来，两个人住了嘴。 我很生气，批评

了他们，并且没收了“乐翻天”的积木车。 回到办公
室，我拿出积木车拼起来，10 多分钟过去了，我仍
然束手无策。 我让一位学生把“乐翻天”找来，对他
说：“你拼凑成功，积木车就还给你。 ”“老师，这是
低级积木车拼凑， 我拼个高级的给你看。 ”“乐翻
天”没有理会我的话，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口袋中
拿出一个未开封的玩具盒，急促地说：“这个更难，
我也会拼！ ”语气中充满了自信。

我在一旁看着，他拼了拆，拆了想，想了拼。 大
约过了半个多小时，我说：“快上课了，看在你遇到
问题肯动脑筋的份上，我把积木车还给你。 ”可谁
知“乐翻天”收起未拼好的积木车，丢下一句“今晚
不睡觉，也要拼出来”，然后表情严肃地走了。 他没
有拿走我没收的积木车。

也许是我太“了解”这位班上有名的学困生，对
于他的言行，我并没有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上，我刚
走到校门口，就看见门房前的“乐翻天”冲我大声
喊：“李老师！ 我拼出来了！ ”他是那么的兴奋。 我惊
讶，更惊喜。我们手牵着手来到办公室。还没等我坐

定，他就主动拿出积木，三两下拼好了积木车。 “昨
晚没睡觉吗？”我逗他说。“11 点钟才睡，我没有让爸
妈帮忙。 ”“真有志气，说话算话。 ”我表扬了他，他也
十分高兴地拿走了我先前没收的积木车。

学生走后，我陷入了沉思。 想着两位学生争吵
时的话语，特别是那句“你和我一样笨”萦绕心头，
隐隐刺痛我的心。 我百思不得其解：班长这位“三
好学生”各门学科成绩确实都很好，却性格孤傲；
而另一位我们所谓的学困生活泼好玩， 其出乎我
意料的作为，凸显了他的聪敏和勤勉。 很显然，两
位学生都是可塑之才，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细
细想来，前者是班上的“三好生”、“少先队员”、“十
佳学生”，为学生所“吹捧”，为教师所“器重”；后者
却为大家所“不屑”。

两位学生所呈现的截然相反的状态， 以及我
们所给予的决然相悖的“称谓”说明了什么？ 不言
而喻，我们忽略了太多！ 我们给学生下结论过于武
断。 成绩优秀不过是人生长河中一小朵美丽的水
花，它折射不出德、体、美、劳等方面的光华，若我
们总是用“一白遮三丑”的思想来看问题，来做教
育，会有很多类似这两位学生的未来，将在“素质
口号”下应试教育的窠臼里被碾碎。

类似的案例， 我们听到过很多， 也看到过很
多。 我们心中有触动，也有震撼，但我们却忽略了
学生所呈现的各种状态， 也很少去反思学生的言
行。 而其实，正是这些状态和言行在直接或间接地
催促我们思索该如何前行。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潜江市总口管理区小学）

大学快毕业时，我在一所中学实习，带我的教师
是老曹。“老曹”这个称呼比起“曹老师”要亲切得多，
让人没有距离感。因此不管是他的学生还是同事，都
喜欢这么叫他。 而老曹也乐意接受。

第一次在办公室里见到老曹，我心里有些畏惧。
老曹是个不苟言笑的人，俩眼特有神。都说眼睛是心
灵的窗户， 一看老曹的双眼就觉得这个人应该挺有
内涵，所以我对老曹充满了期待。 虽说老曹已经 50
多了，但“老小伙”很精神，人高马大，他常穿着一件
红黑相间的 T 恤，显得年轻时尚。 或许是第一次见
面的缘故，彼此就只是寒暄了几句。 当时我心想：这
个老师到底是个什么脾气？能相处融洽吗？怀着种种
疑问，我开始了实习生活。

老曹平时不坐班，只有上课时间才会来学校。估
计能获如此待遇的，在那所中学只有老曹一人而已。
听说老曹的脾气特硬，他原来教语文，有一次和中学
的老校长“顶牛”，结果被“发配”教历史。 说是“发
配”， 因为历史课至今在中学都是受歧视的科目，时
不时要忍受“副科”的称谓，历史教师自然也不是香
饽饽。可老曹愣是把历史课教出了彩，让许多“主科”

教师刮目相看。
老曹那时教初二历史。在我的印象中，中学历史

课十分枯燥。教师要么是照本宣科，要么是一上课就
让学生背书，根本不讲课。但听完老曹的第一节历史
课， 我就被深深吸引了。 那节课讲的是甲午中日战
争，整堂课下来，老曹都没有写板书，这让人觉得不
可思议。 因为在大学上教法课时，我学到的是，作为
教师，一定要给学生写板书，这样才能让他们直观理
解老师所讲的内容。但老曹没有那样做，学生掌握得
还挺好。

在大学教法课上，我记忆最深的一句话是 “把
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 参加
实习之前，我并没有真正理解这句话。 但老曹的这
堂课， 让我对这句话有了很深的认识： 老曹讲历
史，并没有刻意把知识灌输给学生，而是用启发式
的教学模式， 在考虑学生认知的基础上， 提出问
题，让学生踊跃举手回答；老曹的教学不拘泥于课
本 ，能够联系生活 ，联系实际 ，让学生在感知体验
中获取知识。 再看学生踊跃的回答，那些在我记忆
中总怕被老师点名回答的日子不复存在了 ， 回答

问题不再是强迫性的任务， 相反成了学生展示的
最佳时机。

一堂 45 分钟的历史课， 老曹大概讲了 35 分钟，
剩下的 10 分钟是让学生做练习题。 在这 35 分钟里，
课堂气氛很热烈，教师和学生在一起探讨问题，不再
有那些让人生厌的结论。 原来历史可以这么讲，可以
让课堂如此活跃，老曹真是把历史讲活了、说透了！

我跟学生聊天时发现， 凡是听过老曹课的人，都
认为他的课就是享受。 作为那所中学最好的教师，老
曹的历史课既厚重又直面现实，孩子们在老曹的历史
课上收获的不仅是历史知识，更有对人生与现实的思
考。一天中午，我和老曹在学校食堂吃饭，发现有几个
学生吃完饭后，在食堂外面站着。 直到我和老曹离开
时，这几个学生走到了老曹跟前，说了句“曹老师好”，
然后才离开。这个不经意的举动，让我感到震撼。为人
师，能做到老曹这样，还有什么遗憾呢？

现在我也成了一名历史教师， 作为我学习的榜
样，老曹的所言所行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他是我真
正的良师益友。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肃宁县肃宁一中）

《教师成长周刊》
征稿启事

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成长，更为不
易。 而正是这样不易，更凸显了教师作为一
种精神存在的不凡意义。 书写，既是一种思
考，亦是一种责任。 亲爱的教师，《教师成长
周刊》愿成为您的挚爱友人，相伴左右。 投稿
信箱：zgjsbjscz@163.com。

� 1 身边：记录成长途中，那些影响你的
人、物、事，那些有爱的学生、同事、同行者，
2000 字以内。

� 2 队队碰：“一个好汉三个帮”， 成长离
不开集体的力量，好的集体是个人成长的孵
化器。 可以投稿，也可以提供新闻线索。

� 3 教育妙招 ： 寻找教育达人的有趣妙
招，让教师的工作轻松 、高效起来 ，1500 字
以内。

� 4 且行且思：一路前行，从未放弃对梦
想的追逐，从未停止对教育的反思，1500 字
以内。

� 5 种子力量：关注师范生，关注新教师，
让教育种子在新生力量中生根发芽，1500 字
以内。

� 6 大成心问： 教师提出成长中的困惑与
疑问，由大成教育讲师团队进行解答，开展一
场心灵对话。

� 7 我的“不乖”学生：“不乖”意味着突破
与创新，读懂“不乖”学生的另类价值，1500
字以内。

� 8 回音：寻找有着相同精神尺码的同路
人，注明个人简介、征友要求以及联系方式，
500 字以内。

� 9 心情晴雨表：今天，你的心情如何？ 关
注教师心理健康，帮助教师管理情绪，晒出你
的经历与经验，1500 字以内。

10 教育故事：从讲述中捡拾智慧，在回
忆中厘清梦想，1500 字以内。

□ 刘占青

身边 那些人，那些事儿

童心绘师 儿童心中的好老师

创 意 来

源于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

在此希望从

儿童绘画中

揭示“好老师

具有哪些特

点”，读者可
就“儿童眼中
的好教师”这
一主题组织
儿童进行绘
画，并可投稿
至《教师成长
周刊》邮箱，
注明：儿童画
投稿。

投 稿 要
求 ：由儿童独
立完成，不做
修饰，并请儿
童配以短文
解读，字数不
限。儿童画作
品请拍摄电
子版，图片要
求清晰端正，
文件大小不
小于1MB。

来自斯洛伐克的米罗斯拉夫（10 岁）认为，好教师不应太苛求。 图文选自《孩子
心中的好老师》一书。

征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