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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校率先承担“思维与表达”、“阅读与欣赏”等 4 门选修课的任务；自发研制课外阅读教材《乐读》；自办的“家教小报”让家长
动起来；别致的“小讲师活动站”让学生“high”起来……这些新点子、新举措都是“四语”团队的结晶。 “我们是一个团队在战斗。 ”“四
语”人这样说，就差一个“fighting”的姿势，以示她们对团队的骄傲。

何谓“四语”，即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四年级语文学科组，该学科组共有 8 位教师，清一色的“娘子军”，且年龄分布极
不均衡，最大的 50 岁，最小的刚 30 岁。 更重要的是，这个学科组可谓人才济济，有北京市“紫禁杯”班主任、市区级师德标兵，有区级
学科带头人、学科骨干等。 这样的团队不好带，“三个女人一台戏”，更何况是 8 位优秀的女教师，那得多少台戏？ 但在“四语”，这样的
担忧不成立，她们在这个团队里相互搭台，共同成长，只为学生们唱一台好戏。

“人人都有想法，人人都能创造，人人
都可成功， 更鼓励老师们在学校规定动作
之外多做自选动作。”这不仅是中关村一小
校长刘畅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四语”
的信条。

语文教师面临的难题是什么？ 毫无疑
问，是阅读与写作的问题。如何让更多的孩
子喜欢读书，爱上读书？研编《乐读》的想法
应运而生，而这正是“四语”教师刘江平、张
新明的创意。

这个创意源于她们的一次外出学习，
受山东潍坊教师韩兴娥 “海量阅读教学
法”的启发 ，刘江平、张新明一商量 ，为什
么不自己编一套 “读本 ”，激发孩子的读
书兴趣呢？ 为此，她们专门制作了一个学
生问卷，征集孩子们的读书需求 ，随后确
定了选书的要求：贴近孩子生活 ；情节生
动有趣；能够影响孩子品德良性发展。 比
如葛冰的 《皮皮和神秘动物 》系列 ，童喜
喜的《嘭嘭嘭》系列。

不仅仅从儿童文学里面撷取精华，刘
江平还从各种文摘里选出合适的篇章，比
如《读者》、《意林》，还有各种版本的教材，
而她把这些文章全部进行分类， 以备不时
之需。 “看到学生义卖的杂志中有好的文
章，也会马上买过来，分主题放入读本库。”

最初的《乐读》尽管稚嫩，却深受孩子
们的欢迎。 年级组长李松瑜发现了这个小
创意后，立即在全组进行了分享。 于是，编

写《乐读》成为全年级组的共同行为，大家
都开始给《乐读》提供各种素材。

如今，当记者翻开这本设计精美、信息
量大的《乐读》时，很难想象这只是一本课
外读物，里面不仅有选编的童话，还有各种
经典文章、感人故事，分门别类，有励志的，
有感恩的，有写人的，有写物的……不仅有
经典摘编，还有思考题附后，它已经成为名
副其实的团队结晶。

创意没有到此结束。
2013 年，中关村一小在四年级进行试

点，每两周开设一次“思维与表达”、“活动
与习作”、“阅读与欣赏”、“国学启蒙” 等 4
种类型的选修课。而“生逢其时”的“乐读”，
刚好为“活动与写作”课提供了强有力的支
撑，“误打误撞” 从一个小创意发展为一个
大实践。

无论是学校的试点，还是“乐读”的创
意，其实都共同指向一个目的：在国家和学
校课程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大一统”教材不
能满足孩子日益增长的阅读、学习需求的大
前提下，必须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实际需
求，为其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

“从儿童出发，以儿童为本”，在“四语”
这里不是说说而已。 8 位教师两人一组，成
为学校首个“吃螃蟹”的人，承担起 4 门选
修课的任务。

刚开始，不可谓不困难，负责“国学启
蒙”的李松瑜、闫静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

教材的编写和学生的认知水平不匹配，教
材和学生的生活实践离得太远。 她们需要
多方查找资料， 确定古文中许多字词的读
音和意思， 然后结合孩子的实际深入浅出
地讲出来。

以“阅读与欣赏”为例，上个学年确定
的主题是“走近老舍”、“走近林海音”。考虑
到这些名作家生活的年代距离现在较远，
作品中反映的内容学生不易理解， 负责该
课的李翠新、李珊很是费了一番功夫，到处
找老北京的照片，老舍电影、话剧的视频，
拉近学生与作家、作品的距离。 “我们不是
被动地根据教材教选修课， 而是要找准课
程与学生的结合点。”教此课的李珊这样说
道。 她同样很有“创意”地把写作课搬出了
教室，搬出了学校，直接来到了圆明园。

“教师们渐渐领悟到 ，每天改变
一点点并不是什么难事 ，
而这种积累的过程 ，就是
建构属于自己的教育学知
识的过程 ， 也是使教学变
得越来越智慧的过程 。 ”校
长刘畅这样说。

经过选修课磨炼的 “四
语”团队，变得更强大、更自信
了。 随着暑期的降临，她们已经
“积累”了许多关于选修课的“意
见”， 将再次对教材内容进行调
整，使之更接地气，更贴实际。

“四语”之所以在学校有名，不仅仅是
因为教学有创意， 也因为她们的 “团队意
识”，用最年轻的小字辈洪丽娟的话说，“我
们真的像亲姐妹一样，大家说话不用顾虑，
也不用去揣测彼此的想法，氛围特别好。 ”
来到这个团队的几年， 洪丽娟的成长速度
就像田间的庄稼，噌噌往上长，现在已经是
语文学科组长。

“每个人，有了什么想法，都会拿出来
分享，从不藏着掖着。 ”比洪丽娟大不了几
岁的年轻教师吴月红说。 或许这就是年轻
教师在这里快速成长的奥秘。 而她们的很
多做法也同样会被当成经验， 成为老教师
学习的对象。

吴月红的“每人都是小作家”活动就是
在这种氛围里诞生的。

最初， 吴月红的班上有一位 “特殊学
生”，经常上课注意力不集中，还总是捉弄
其他学生，但这个孩子有个特点：特别爱写
东西、画漫画。为此，吴月红与她约定，如果
她能认真上课， 就把她的作文和漫画推荐
到学校，六年级时还有可能结集出版。

此后，这个约定开始扩展为“每人都是
小作家”———鼓励每一个孩子写小说，写得
好会得到一个漂亮的笔记本。 孩子们有了
展示自己的机会，表现都非常踊跃，短短几
周，关美格、李姗霓、周思成等“小作家”就
把数十篇小说摆在了吴月红的面前。 此时
的吴月红又有了新的激励办法， 除了在每
篇小说写上评语，还让家长进行“积极性”
评价。 这种评价， 既鼓励了孩子的创作热
情，也增进了家长对孩子的了解。

“小字辈”教师动起来，“中字辈”教师
也没闲着。

为了锻炼孩子的口语表达能力， 李松
瑜在自己的课上设置了“读而思”小讲堂，
利用课前 5 分钟时间， 让孩子讲授与课文
有关的一些内容，效果很不错。这时李松瑜
动起了脑筋， 为什么不能把这项活动再扩
大一些，刚好此时张新明告诉她，自己班上
有位小女孩，对美术很有研究，曾经在班上
做过讲座。

“有展示欲望的孩子那么多，谁规定孩
子只能在本班展示？ ”李松瑜决定，打破班
级界限，让孩子们“走”起来，于是有了“小
讲师活动站”，这里聚集了口齿清晰、认真
严谨、 有专项才能的优秀小讲师， 涉及国
学、美术、舞蹈等各个领域，他们来自各班
学生、教师的推荐，由“四语”根据各班的需
要进行安排，随时到各班去巡讲，以达到资
源共享的目的。

“有的孩子能讲 15 分钟，有的孩子甚
至侃侃而谈半个小时， 有的还精心准备了
PPT，孩子们太厉害了！ ”李松瑜说。

更让张新明“震惊”的是，自己班上专攻
美术领域的那个女孩，在给四五个班巡讲之
后，还在不断“调整”和“修正”，“刚开始只有
她一个人讲，后来她边讲边互动，不断修改
PPT的内容，俨然就是个‘小专家’了。 ”

中青年教师的创意和活力“刺激”了老
教师，而老教师的严谨、细致和游刃有余，
同样让前者印象深刻，不管怎么乱的班级，
到了她们手上，都是班风 “顶呱呱 ”，纪律
“齐刷刷”。“每次在学生管理和班级管理中
遇到什么问题， 都会向锦囊团发出求救信
号，组里的大姐们，也每次都会及时回复，
有效支招儿。 ”洪丽娟笑言。

家教小报的想法就是张新明、李翠新、

闫静等老教师根据家长需求提出
来的。每个学校都会开家长会，但
如何让家长会更有效果？ 老教师
的经验在此时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家长会召开之前 ， 张新
明、李翠新、闫静会专门制作一
份很详细的针对本年级教育 、
教学等方面内容的评价表格和
了解家长需求的调查问卷， 同时
在每学期家长会上发放 “家教小
报”，上面有该年龄段孩子的心理、
生理特点， 本学期各科学习的重难
点，家庭教育方面的指导性文章。 不
仅如此 ，在家长会上 ，她们还和家长
现场交流， 比如有时孩子没办法进行
自主展示时， 家长提供一些智力支持
和帮助有没有必要；家庭生活中是否应
该给孩子一些自由的空间； 男孩家长在
处理孩子纠纷时采取什么方法，等等。

“元老级”的张新明直言：“长江后浪推
前浪，我们不能被拍在沙滩上，必须努力转
型，不能给自己的教学生涯留下遗憾。 ”

在合作中成长，在对抗中发展，无论是
中青年教师还是老教师， 都在这个集体里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位置，发展自己，努力成
就“最好的我”。

“一个良好的团队氛围，会带给人无限
的正能量， 我在工作的同时积累了更多经
验，得到了更多乐趣，收获了更多情谊，这
是一个良性循环， 它让我觉得教育的整个
过程是神秘的、趣味的、富有挑战的，它让
我更加喜欢做一名老师， 更愿意去投身工
作。每天的组内生活，是我快乐的源泉。”洪
丽娟的话代表了“四语”的心声。

“四语” 有一个微信群， 名字很特
别———“饮食学术论坛”。

该论坛的目标为： 共同分享生活
经验，交流饮食信息，因为群里所有成
员都已达成共识———“一位好老师首
先应该是一位爱生活的老师”。 所以，
这个群里的图片多是各种菜肴 ， 无论
发布的是成品还是半成品， 都会引发
众人的“吐槽”。

不仅在微信中分享美食， 享受生
活。 “四语”的办公室也成为美食的集中
地。 闫静、李翠新、李松瑜带的家常水
果，张新明、李珊、刘江平纯手工制作的
食品……都构成了办公室一道奇妙的
“风景线”。

不仅如此 ，谁有病了 ，谁有
事了，都是一呼百应。厨艺甚佳
的张新明，会把自己做好的菜
拿到办公室， 不仅分给其他
“七仙女”，甚至家属也有份
分享 ； 家住学校附近的李
珊， 帮忙为家远的同事义
务带早饭……

她们在这里享受教
育，享受生活。 在“运动
达人 ” 洪丽娟的引领
下 ，整个 “四语 ”练起
了竞走 ， 跳起了长
绳，有人为此成功减
肥瘦身；在“药匣子”
张新明的关怀下 ，很
多教师的身体越来越
健康， 无论是口腔溃
疡还是头疼脑热，只要
出现一丁点症状，细心
的她马上就会提供相
关的药品；在“管家”闫
静的督促下， 每个人都
学会了持家有道， 勤俭
节约；但在“败家女郎”吴
月红的鼓励下，很多人又
压抑不住消费、购物的冲
动，狠狠地“美了一把”。

这个不足 10 平方
米的小屋，不像一个办
公室， 更像是一个温
馨的小家，无怪乎某
位教师在下班时间
惋惜地说：“真不愿
意下班，回家都没
人说话。 ”

而作为 “一组
之长”的李松瑜，更是对“四

语”充满了感激与感动，毫不吝惜自
己的赞美：“我们‘四语’是一个团结奋
进的大家庭，闫静老师灵活通透；张新
明老师严谨认真； 李翠新老师执着坚
韧；李珊老师敬业爱生；刘江平老师学
识深厚；洪丽娟老师幽默风趣；吴月红
老师理念先进， 她们都是我学习的榜
样。 我们一起且行且快乐地成长着，进
步着！ ”

成长，进步，每天都在这个团队发
生。 暑期到了，洪丽娟告诉记者，她已和
小伙伴们约好假期带家人共同出游 ，
“四语”这个小集体，将变成“四语”大家
庭，“我们的笑声会更加清亮，我们的心
情会更加愉悦。 这份对教育的执着与热
情将一直保持到退休。 ”

创意无极限，自选动作很精彩

合作研修体，成就“最好的我”

爱教育，首先要爱生活

“四语”的小伙伴儿们
□ 本报记者 康 丽

队队碰 一个好汉三个帮

★张新明
如今的时代， 没有哪个人

能单打独斗地拼搏， 当我们心
情低落的时候； 当麻烦接踵而
来的时候；当疲惫不堪的时候；
当面对巨大的压力喘不上气的
时候，组里老师几句鼓舞的话、
贴心地坐上一会儿， 能让我们
心情放轻松，放下包袱、轻装前
进。这就是团队的魅力所在，这
就是我们团队的巨大能量所
在。团结、友爱、进取，不仅是用
来教育学生的， 同时也是我们
的内涵所在。有了集体的鼓舞，
我们变得能超越自己， 变得坚
强和强大。

★闫静
任何一个人的成长都不是

能够独立实现的， 教师更不例
外。团队的力量非常重要，好的
团队能够创设一种良好的愉悦
的氛围，在这种积极的情绪中，
每个人传递的是正能量， 相互
理解，相互帮助，相互支撑。 有
时不见得是学术上的指导，但
一个鼓励的眼神， 一个友好的
动作，一个善意的玩笑，彼此都
是一种支持。

★李翠新
我觉得“四语”是个团结、

战斗的集体， 每个人都努力成
为“最好的我”，大家在一起时
间长了， 无话不说， 能坦诚相
见，都是好姐妹，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 遇问题能携起手
来，共同面对和解决，很有凝聚
力。这种良好的氛围也就“成就
了大家”。

★吴月红
我们年级组是一个和谐、

快乐的大家庭， 每天办公室都
充满了欢笑。自从来到这个组，
就觉得自己每天都没有负担、
压力，而是天天盼着来上班，这
就是我们组的魅力吧！ 愉悦的
心情， 让每天上班都充满了期
待！在教学方面，每个人都充满
智慧， 一个个促进孩子的学习
方法都在斗斗嘴中生成。 有这
样的年级， 相信老师孩子们都
开开心心上班、学习！

■ 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