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张造云
教育故事 从讲述中捡拾智慧

□ 都启林

身边 那些人，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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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教师：关注普通教师的不凡之处，
寻找特立独行的个性教师， 欢迎教师自荐或
提供新闻线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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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身边的地理课
□ 项建忠

学思习行·廊坊一中

地理，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知识跨度很大
的学科，且十分注重实际应用。 在新理念的背
景下，要想让学生学好地理，一方面需要不断
向学生强调地理学科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学习
地理的兴趣，寓教于乐；另一方面需要不断地
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地理思维能力和动
手实践能力，创造良好的地理教学氛围，调动
学生学习地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同时，要求
教师置身于整体的地理教学情境中，从更宽广
的教育层面激发学生自我意识的觉醒。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 那么，任何教育的素
材都可以从生活中找到。 前不久，在一则全国
城市空气污染实时排行中，廊坊名列第 10。 雾
霾、PM2.5 是近年来公众非常关心的话题 ，和
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也与地理学科联系紧
密，比如可以用大气知识来分析其成因等。 基
于这一想法，我在刚刚学习完大气的热状况和
大气运动后，设计了一堂研究课———廊坊为什
么会位列全国雾霾污染严重城市前 10 名？

我的课程设置流程是：根据研究课题确定
具体研究问题；学习小组通过调查、走访的形
式对相关问题进行资料搜集；小组合作整理调
查报告，也可用 PPT 课件形式整理；小组展示
自己的研究成果。

学生们根据自己的分析，提出了一些研究
问题，我再帮他们梳理归纳，确定了这样一些
问题：您知道什么是雾霾吗？ 它的主要成分是
什么？ 廊坊雾霾天气严重大约是从何时开始
的？ 雾霾严重时我们为什么要停止跑操、减少
户外活动？ 雾霾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保护自
己？ 面对日益严重的雾霾天气，政府应该怎么
做，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在小组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会旁听一些
小组的发言，参与他们的讨论。 我发现，学生们
无论是在发言阶段还是讨论阶段都表现得兴
致勃勃，积极主动。 他们思路灵活，见解独特，
有很多时候也带给我很多新知，让我真正体会
到了什么是教学相长。

课上展示时间一到，学生们便热情高涨起
来，他们积极参与，其间有质疑、有解答、有争
论。 有的小组采用课件展示，有的采用情景剧
表演，呈现方式多样，气氛热烈。

通过这样的课堂， 学生不仅收获了知识，
更了解了生活。 他们知道了雾霾的主要构成及
成因，并形象地形容“雾霾时，天空瞬间变得灰
蒙蒙的， 像被一扇沾满了灰尘的大幕罩住了，
让人透不过气来”。

随后，学生们制作了关于如何降低雾霾的
宣传牌在校园内张贴；在雾霾天气，他们利用
学校的宣传栏写出温馨提示语，向大家宣传防
霾常识。 还有家长反馈说，孩子们不仅给他们
普及雾霾知识， 还不忘提醒父母少开一天车，
为减轻雾霾做贡献。

地理，不仅是一门学科，更是生活的一部
分。 通过主题活动设计的形式，让学生从生活
中的素材出发进行探究， 发现身边的地理知
识，更能够触发他们主动学习的热情，并将这
种热情再次投入到生活中，形成积极的生活态
度，这才是地理学科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廊坊一中）

乡村里的孩子，真正热爱读书的只是少数，
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教室像是监狱，没有乐趣 ；
教师像是监狱长，拿着课本，就像在宣读一条条
严苛的规则条例。 这一切，反映在孩子们的作文
里， 就只剩下干巴巴的句子和了无生气的词语
了。 倘若有的孩子能融会贯通，把学到的句子灵
活地用到自己的作文里， 这多少能给教师带来
一点安慰。

我知道，孩子们没有学习语文的热情，是因
为在课堂上，教师的语言也是干巴巴的。 很多时
候，教师并不是缺乏热情和多媒体技术，而是缺
乏自由的心灵，准确地说，是缺乏放羊的心。

教师少了创意，丢了大胆，童年的感觉也无
处可寻，于是，无论上课也好，阅读也罢，都带着
老气横秋的心态， 学生的童年也因此被囚禁在
死气沉沉的课堂里。

与课堂相比， 生活在村庄里的孩子们的课
外生活，其实更显自由和充实。 他们可以无拘无
束地在田野里奔跑， 可以毫无距离地与自然接
触，即使有时他们要帮家人做农事，但依旧阻挡
不了他们游戏的热情。 每每他们欢笑着来到学
校，坐到教室里，那种快乐，似乎一下子就被抽
尽了。

与其等着孩子们来抗议， 不如我们自己先
抗议自己，自己先解放自己。 在一次作文课上，
看到孩子们咬着笔杆， 望着天花板苦思冥想的
样子，我决定，不再让他们写《新学期的打算》或
《学习雷锋精神的心得》了，而是改写“放羊”。

“走，孩子们，这节课我带你们放羊去。 ”话
音未落，孩子们就一股脑儿冲出了教室，那种欢
快的样子像极了可爱的羊羔。 接下来，便有了以
下独有乡村味道的作文：

“放羊的爷爷戴着斗笠， 他坐在一个石头
上， 看着他的羊儿吃草。 那些羊儿咩咩地欢叫
着，他们的山羊胡子，和老爷爷一样老。 ”《羊羊
羊》———张丹丹。

“天空下起了小雨，放羊的爷爷一点儿都不
着急，他的羊儿和老人一样不着急。 老爷爷在石
头上搓烟卷，羊儿在草地上，用舌头搓绿草。 ”
《吃草的羊》———李子涵。

“你下吧，你下吧，你接着下吧，春雨就是这
样的。 雨水是绿草的汤，草儿喝了就长高了，羊
儿吃了也长高了。 羊儿再高还是没有我高。 可
是，羊儿很爱说话呢，它们集体吃草就好像在上
课一样的，哇啦哇啦的，没完没了，就像是复读
机一样，重复着自己的快乐。 ”《雨中放羊》———
钟丽婷。

这样的好作文太多了，我录不完呢；这样的
好句子太多了，我录不完呢。 真的很神奇，把学
生放到野外写作文，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 孩子
们都说，这样的作文太有意思了，这样的课堂太
有意思了， 这样的语文太有意思了。 我想说的
是，我们的语文，原本就是这样的。

是的，语文是自由的，语言是自由的，阅读
是自由的，作文是自由的。 千万别给孩子框定题
目，否则还没等孩子将话题打开，他们就把自己
的语言匣子给封闭了。

正如我经常对孩子们说的一句话： 给你们
自由，让语言奔跑。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区竹山桥
学校）

让语言奔跑

又到期末，学校照例统一检查教案。
每一科、 每一个教师的教案都依次端放于会议

室的桌上，依次看过，一本本、一页页似乎都在重复
着昨天的故事，没有一点儿新意。 的确，每一学期的
每一个工作日，我们都走得太匆忙，为了成绩，我们
选择了多训练多批改；为了应付，我们的教学反思几
乎千篇一律。

然而， 拐角处一本黄封皮的教案引起了大家的
注意：刚劲有力的行楷、图文并茂的编排、大段大段
的反思， 这是美术教师王琴的教案， 我不禁驻足欣
赏。

“创意画———奇妙的手”“中国画———笔墨千秋”
“临摹画———梅竹言志”“山水画———寄情水墨”“远
古的呼唤———面具的制作”，除面具制作外，其他均
属系列，都有两到三个课时，每课时均侧重一个方面
……看到这样的备课， 对于美术一窍不通的我突然
对美术课油然生起一种向往， 甚至对那些能上这样
美术课的孩子心生一种羡慕。

由此想起许多与王老师有关的事情。 在我们学
校，美术课属于边缘学科，时不时会被“主科”占用课
时。 然而王老师的美术课，却从未有人占过。 她对美

术的敬畏不仅感染了同事，更影响了学生，如果哪个
班次日有美术课， 放学时学生们总会相互提醒带工
具，美术课竟然成了一种期待。

因为有这样的美术课，所以在我的语文课堂上，
常能听见学生随口用 “白描手法”、“游动的视角”、
“简笔繁笔”、“工笔与写意” 等美术术语来解决一些
语文问题。

与其他教师堆满各种材料的办公室不同， 王老
师的办公室里摆放着豪华的行头：各种画笔、颜料、
纸张、画架等，桌上、架上总是摆着学生或她自己的
作品。 当办公室充斥着不满、抱怨的情绪时，却只见
她一手执着画笔， 一手拿着橡皮， 认真斟酌着光与
影、明与暗、远与近、浅与淡，她孤独的身影一如她笔
下的静物，没有一丝喧嚣与浮躁。

一次课间，见一群学生正围观一本厚厚的画册，
我上前询问得知，原来是梦圆的作品。没想到这个成
绩平平的女孩儿居然能画出如此生动有趣的画作，
她说是王老师鼓励她画的。 班里还有几个学生也有
这样的画册，看着他们幸福自豪的样子，我这才明白
为什么有那么多学生报了课外美术活动组， 而且总
要在忙碌的学业中抽时间完成作品。

也许教育的行为不是播种， 而是给予种子肥沃
的土壤、新鲜的空气、甘甜的水分，于是这些被唤醒
的种子就向着温暖与明亮发芽生长……

读王老师的教案， 感觉像是经受了一次艺术的
熏陶。 每每读她的教学反思，总能令我深深地感动、
沉重地思考：没有酒醉式的自吹自擂，没有敷衍式的
浮光掠影， 每一次反思都真实地反映了每一堂课的
总体与细节，有从宏观上对教学设计得失的评价、教
学效果数据的统计， 也有微观上对课堂学生状态的
详细记录与分析。

为了让学生发现美、感受美、鉴赏美、创造美，王老
师费尽心血地引导、 倾注热情地关注、 一丝不苟地总
结、绞尽脑汁地改变，为学生思路的开启、精彩的表现
而惊喜，又为学生的不足而焦虑。这不就是一个教育者
该有的情怀吗？

我们为什么要写教学反思？说得现实一点，是因
为它是教学的必要过程；说得理想一点，是让我们自
己的教育生活更有意义，不是为了追求卓越，只是希
望无愧于那个讲台，无愧于教室里那些纯洁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每一个教学行为都会在他们的心中播下
种子，生根萌芽。

荀子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作为教师，
因为我们认真的教学反思， 才不至于使今天继续昨
天的机械重复，明天也就不再是今天的平庸，我们的
教学智慧才能不断生长， 我们才能体会到做一个教
育者的幸福。

一个普通的美术教师， 以她的职业操守为孩子
们建造了一个精神的家园， 也为我提供了一个行为
的参照，提醒着我究竟如何做一名称职的教师。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南漳县实验中学）

□ 程建华

且行且思 一路前行

教师的微幸福
总以为，幸福是有巨微之分的，所以，在走上

教师岗位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苦苦追寻着做
教师的巨幸福。

所教的学生成绩骄人， 在各级各类评比中始
终名列前茅；分内工作保质保量，得到同事、领导
乃至学生家长的肯定和赞誉；学生见到我，能尊敬
地叫声“老师好”……我的确是幸福的，但在我心
里，这不过是微幸福。 做教师的巨幸福，应该是那
些可触可感、万众瞩目的大成功。

经过不懈地努力与打拼，所谓的巨幸福，在多
年以后，我似乎都一一拥有了。 各种大红奖状、荣
誉证书，年复一年地“蚕食”着我的书房，我还如愿
以偿地被提了干。 而除了“生死疲劳”，我却丝毫
尝不到幸福的滋味。 我越来越觉得，当初以为的
成功后唾手可得的巨幸福仍然像高空飘浮的白
云，可望而不可即。

更痛苦的是， 由于在巨幸福的大道上一根筋
地飞奔，我无暇顾及其他，以至于忽略了许多不该
小视的来自于学生中间的微幸福。 如今， 我常问
自己还记得课堂上那些发亮的大眼、通红的小脸、
高举的小手吗？ 还记得教师节那天， 摆在讲台上
的润喉片吗？ 还记得逢年过节时，那一条条情真
意切， 充满问候与祝福的学生短信吗……这些微
幸福，如同过往的时光，从我生命的指尖无声地划
过了。

“慢慢走，欣赏啊！ ”阿尔卑斯山谷的这条标
语不就告诉我们，人生的绝妙风景，其实不在天
边，而就在我们前行的路上吗？ 是的，我太急于求

成，太计较每一次付出后的回报了。浮躁的心慢慢
沉静下来，我试着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学生，投入到
教书育人中，从课内到课外，从学习到生活，我真
诚地和他们分享成功的喜悦， 又用心抚慰他们成
长中的忧伤……

今年学期末，我的老胃病又犯了，毕业考试那
天，当我将朝夕相处两年多的学生送进考场后，便
病倒了。 养病的几个月里，我过得并不孤单，从各
地传来的真挚问候， 让我深深感受到师生间的温
情与牵挂。

“程老师，您身体好些了吗？ ”她是我的课代
表，是同学眼中的优秀学生，她今年已经回到重庆
老家，虽然我们师生天各一方，但她仍然惦记着我。

“对不起老师，这次考试我没考好。”我根本没
想到他会打电话过来。 一个后进生主动打电话向
我“忏悔”自己的不足，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他
没考及格原是情理之中的事，作为外来子弟，他初
来时的学习基础实在太差了。但是，比预期仅差了
两分已经是意外的惊喜了，因为我知道，他为此付
出的努力，比班上考满分的同学要多得多。

些许的改变，给我带来了数不胜数的微幸福，
它们就像秋日的阳光，不由分说地簇拥着我，让我
这颗孤寂易感的心，暖暖的，甜甜的。我懂得了，如
今我品咂到的，就是做教师的真正幸福。 也许，它
们微小得不值一提， 但我却享受其中。 因为我确
信，这些弥足珍贵的微幸福，才是一种由内而外的
最真切的幸福。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金坛市尧塘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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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
稿我眼中的好老师，有着温暖的笑容、

温和的语气， 对待我们就如同对待自己
的孩子， 偶尔严厉却并不影响他在我们
心目中的形象。

他总是将自己知道的各种新鲜事物
告诉我们， 让我们领略到课文以外的丰
富园地。

鲁长至
江苏省昆山前景教育集团花桥前景学校

不一样的美术教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