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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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最初的梦想
□ 邱雁泽

学思习行·廊坊一中

《增广贤文》中说：“枪打出头鸟。 ”一些自
以为成熟的社会人士也会用这句话来教训年
轻人，但也有人说，“有的鸟儿来到世间，是为
了做它该做的事，而不是专门躲枪子儿的。 ”所
以，一旦有了梦想，就应该坚持下去，并大胆地
拼搏。

转眼间， 我已经在廊坊一中工作了一年，
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的梦想也像一粒种子在我
的心里逐渐生根、发芽。 但是教育工作从来不
会一帆风顺，它更像是一场修行，即使有所获，
也当“动心忍性”，才会“曾益其所不能”。

这一年，梦想与我为伴。 而梦想起航的最
大动力，便是学校领导及老教师对我们年轻教
师的信任。 这一年，我不仅教了课，还当上了班
主任。 一年时间虽不算长，却让我既品尝到了
成功的喜悦，也经历了失败的困惑；既感受到
了学生的可爱，也领教了他们的顽皮；既目睹
了名师的风采，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

有人说，工作之初靠的是激情，那激情过
后呢？是责任。 日复一日，当工作不再让你觉得
新奇，当一点点经验让你尝到甜头，你是否还
会不甘平庸，锐意进取？我想我会。我会坚守责
任，坚持梦想。 因为我相信，有梦想会让人与众
不同。 正如哈佛商学院教授对毕业生所讲的，
“如果你要做喜欢的事情， 那毕业 5 周年的聚
会，你不要去，因为那时你正处在最艰难的时
刻。 同样，10 周年聚会你也不要去。 但是，20 周
年的聚会你可以去。 你会看到，那些坚持梦想
的人和随波逐流的人，生命将有什么不同。 ”

这一年，诱惑渐行渐远。 不得不承认，当今
社会的浮躁在本该纯净的校园也大行其道。 那
么此时，教师应当如何坚守？ 很简单，一个透明
的杯子里倒上水，人们会说“这是水”；倒上茶，
人们会说“这是茶”；当把杯子倒空，人们才会
说“这是一个杯子”。 只有放空自己，才能看清
自己。 50 年后，再好的房子也会变得破旧，再好
的车子也会报废。 但是，50 年却足以让一个优
秀的教师桃李满天下。 如若知此，则“富贵于我
如浮云”。 有人会穷其一生去追求大的房子、漂
亮的车子，而我唯愿培桃育李，春暖花开。

这一年，成就感慢慢沉淀。 记得面试时我
说过，“我相信老师手中的粉笔也可以是哈利·
波特手中的魔法棒， 带领学生见证世间的奇
迹”。 这一年中，我一直这样要求自己。 然而教
育毕竟不是一份早上劳动，晚上就能看见收获
的事业，所以我也常有劳而无获的迷茫。 每当
这时，有一段话总能给我些许慰藉：“现在我遇
见的每个笑着的人， 他们都不曾因为苦而放
弃，他们只因扛而成长。 ”谁不希望自己活得轻
松没有压力，但如果真的那样去做的话，你会
发现这个世界都在和你作对。 如果有一天觉得
自己轻松了， 那并不是因为生活越来越容易
了，而是因为我们越来越坚强了。

纵观人类历史，往往世事难料，一年的时
间足以产生沧海桑田的变化。 愿每一个有志于
教育事业的人， 都能坚持自己最初的梦想，桃
李满天下。 正如人们从《华严经》中概括出的一
句话———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廊坊一中）

很久以前，我觉得只有教育者才懂教育。
高一军训的时候， 我们去了老家的一座山

上。 山不高，但是对于习惯坐在书桌前的我来说
还是充满了挑战。 考虑到学生安全和经费问题，
学校在当地雇了一些农民负责学生安全。爬到一
半，已经感到筋疲力尽的我便向跟随我们小组的
农民伯伯寻求帮助，可是憨厚的伯伯却一点不急
地说：“娃，这才多少路，再坚持一会。 ”我只好又
“撑”了一阵子。过了一会儿，我实在不行了，于是
又求助于这位伯伯，他说：“我知道你很累，但是
上面有规定， 我不能背你， 你可以稍微休息一
下。 ”不知道是我的原因，还是鞋子不结实，不一
会儿，我的茅草鞋就破了。这次伯伯没有说话，而
是随手拔了一撮茅草递给我。 我愣了一下才明
白，他是让我自己修鞋。 看着我笨拙地把草鞋修
好，他笑了，然后催我继续赶路。 越往上爬路越
陡， 眼看着旁边的同学一个个铆足了劲往上爬，
我也咬紧牙关，埋头往前“挪”。 这时候老伯伯走
过来鼓励我说：“娃，没事的，你只要坚持，我就一
直跟着你。 ”

事情过去很久了，只记得很“苦”，别的就很
少回味了。

就在这次军训后的第 3 年，我如愿考入南京
师范大学，成了教育系的一名学生。 7 年后，我成
了一名人民教师

刚上班的时候，急躁的心理常常让我忧心忡
忡。上课的时候总害怕时间不够，得到一个“正确
答案”后就马上打住，转向下一个“知识点”；教训
学生的时候总能让他们在 5 分钟内道歉。对于自
己的“高效”，我总是很得意。

可是后来，我读到一个故事：杨绛先生带孩
子坐过多次电车，可每每在家里谈起，孩子总说
没有坐过。又一次，她再带孩子坐电车，很习惯地
把孩子抱在腿上，看到身旁空位的孩子一边执着
地从杨先生腿上下来，一边咕哝：“屁股，坐。 ”这
时杨先生才明白，只有让孩子自己坐在电车座位
上，才有坐电车的感觉，才叫“坐过电车”。

说不清为什么， 我忽然想起了 17 年前那个
帮助我完成军训任务的农民伯伯,他不懂教育,但
我觉得他是最好的教育家。 在我说累的时候，他
没有“背”我，因为“要遵守上面规定”；在我鞋子
破了的时候，他给我一把“茅草”，让我自行解决
问题；在我不想前进的时候，他鼓励我要坚持才
行；在我决定努一把力走完全程的时候，他为我
打气说“只要你坚持，我一直跟着你”。 其实学生
的成长就像一次爬山，我希望自己也能像这位农
民伯伯一样，做到“遵守上面规定”，在必要的时
候拿出一把茅草去鼓励孩子，并且能够做到无论
何时都“一直跟着他”。

好的老师， 好的教育就要让孩子自己去经
历，即使路途“坎坷”，即使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其
中渗透着教育者的智慧，譬如等待、鼓励……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四小学）

农民教育家

□ 周芳元

且行且思 一路前行

一路花香
行走在人生的大道上，我们习惯于来去匆匆。

一觉醒来，脑子中早已未雨绸缪的工作，已经可以
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夕阳西下，倦鸟归林，刚刚躺
下，却不得不辗转反侧，思量来日的工作。 功利、
欲望早已充斥了我们的头脑和心胸。 面对旅途的
风景，我们就像上了发条的闹钟，一路奔跑，蓦然
回首，却发现风景竟在来时的路上。

人只有两只手， 能抓多少东西？ 抓住一样东
西，就意味着放弃了更多。 不要以为得到了什么，
其实人时时刻刻都在失去，失去时间，失去生命，
失去更多的财富和机会。 珍惜在路上，才是我们
最理智的选择；着眼于现在，其实处处都是风景。

某人很吃力地锯木头，旧的没锯完，新的又送
来，越堆越多，不断加班。 朋友提醒他：“你的锯子
钝了，所以效率甚差，磨利再锯吧！ ”他说：“工作
都做不完，哪有时间磨锯？ ”好心人问：“那你何时
磨呢？ ”他说：“等锯完所有的木头再说。 ”其实只
要停下来稍作思考便知， 磨刀不误砍柴工。 问题
在于，我们少了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的顿悟。

面对疲惫不堪的工作， 关键是我们的思路和
观念能否得到有效改变，我们的心态能不能有享
受的喜悦。 其实结果怎么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能够享受其中。 近 3 年， 随着对教育问题思考的
深入，我越来越喜欢上网了。 每天打开电脑，登录
QQ、博客和网站，总会有诸多惊喜。 精彩的教育
故事、经典的生活哲理，在微博里，甚至还可以阅
读到朱永新、 李镇西等一些著名教育家的言论。

欣赏之余，偶然也能涌现一些独到的想法，形成文
字，有时居然还能得到一些报刊编辑的认可，不但
能拥有一笔稿酬， 还能提升自己的素养， 用心用
情，一路花开。

成长路上，希望有伴同行。 于是，创办教师成
长合作社的想法跃入脑海。 虽然曾经对其有过一
系列思考， 但要真正实现这个想法却实在任重道
远。调整好情绪，先建立一个教师成长合作社 QQ
群，让人惊喜的是，无论是教育名家、特级教师，还
是教育报刊编辑、一线教师，有近 200 人都欣然加
入，大家分享着来自不同地方、不同层次、不同方
面的教育思考， 他们的只言片语， 犹如一块块石
头，激起了思想的层层巨浪。

新课程主张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可是
如果教师不合作如何引领学生的合作？ 面对诸多
的教育难题，一个人确实力不从心，但是有了众多
教师的精诚合作， 再多的荆棘和坎坷， 也无所畏
惧。 面对教育现实，很多人都在默默地思考着、努
力着、行动着，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一个人
的成功算不了什么，众人的成功才是成功。汇集众
多教师的思想和力量，就没有迈不过的坎，翻不过
的山。

蒲公英不问风起的地方， 教师的成长最需要
的是一股东风。 身为草根，名微言轻，不抱有任何
功利思想， 只希望能为教师的成长施施肥、 浇浇
水，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路花香。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杨花中学）

“后妈”的妙计

□ 吴才有
教育妙招 让工作轻松起来

□ 周 玲
教育故事 从讲述中捡拾智慧

□ 王超龙

身边 那些人，那些事儿

小李老师
小李老师其实不小，也 30 出头了。大家叫他

“小李”， 是因为当初他来的时候就是最年轻的，
再加上他个子小，自然而然就成了“小李”。 多年
过去，大家习惯了，“小李”的称呼就被延用下来。

小李老师毕业于南京特殊师范学校， 当年作
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城里的这所小学。 也许是长
期练习手语的缘故， 小李老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似
乎有所弱化。 他经常沉默寡语，见到他人也只是淡
淡一笑。 久而久之，跟他交流的人渐渐少了。

不久，学校开设了一个听障班，招收了 10 个
左右的学生。 小李老师有了用武之地，他成了这
个班唯一的老师。

听障班被安排在一幢两层小楼里。 该楼独处
学校一隅，那里栽种的树木几乎与这所学校同龄。
小楼掩映在这个小树林里，独辟一处，十分幽静。
因为有着天然的隔阂，这座小楼总难和学校融为
一体，老师们都笑称它为“台湾岛”。 除非有什么
特别的事情，其他教师很少光顾。 小李老师对此
毫不介意，他在那里与学生一起同吃同住，日子也
过得有滋有味。

教听障学生不易，不过，小李老师似乎天生就
适合教这些孩子， 他和学生们相处得其乐融融。
为了教学生准确地发音，小李老师总要拉着孩子
的手摸着自己的面部、喉头甚至舌头，让孩子去感
受发音部位的变化。 他发一个音，学生发一个音，

一遍又一遍……学生读准了， 小李老师马上竖起
大拇指，摸摸孩子的头。每次他都是这样一对一地
教，一节课下来，口干舌燥。下课了，小李老师端杯
水坐在椅子上，总有好几个孩子围着他，在他身边
跳来跳去，笑声不断。

小李老师有时也挺拗的。一次，校长考虑到听
障生都是寄宿生， 要听障班改周休息制为月休息
制，即每周休息半天，一个月一次性休息 6 天。 小
李老师坚决不从， 他跟校长说：“你是愿意一次吃
6 个苹果，还是愿意 6 个苹果分几次吃？ ”校长无
言以答，只好依了他。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小李老师依然单身一人
住在“台湾岛”上，送走的学生一届又一届。

小李老师和其他教师的交集很少， 以至于有
些教师都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小李老师的脑子特
别灵，数学尤其好，教学之余手里总爱捏着一本高
等数学书。 今年 4 月，学校传出了一个大新闻，小
李老师要去上海参加面试了， 他考上了上海一所
重点大学的经济学专业，笔试成绩非常高。 此时，
其他教师才开始关注他， 关注这位默默工作十几
年，没有获得过一次荣誉，甚至没有赢得过一声表
扬的同事。

那天， 小李回来了， 说要看看他的学生再离
校。 临走时，学生们簇拥着他到校门口，个个泪眼
汪汪。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瑞昌市实验小学）

0903 班一向是全年级的 “领
头雁”， 无论是文明班级评比还是

学科知识竞赛，0903 班每一项都是
“金榜题名”，每一次都是捧“杯”而归。
班主任雷老师，40 多岁， 管起班级

来人如其名———雷厉风行 ， 关心学生时
又慈爱如母，是学校里的教学骨干。可学
生们总觉得雷老师批评学生时有点 “笑
里藏刀”，谈话时又“绵里藏针”。 因此，
班上很多事情都是班主任“提议”，全
班同学百分之百通过 。 这样一来 ，
全班 56 个学生个个都是 “乖孩
子”，人人都是“好学生”。 因为在
这个 “事事有人管 ，时时有人管 ”
的班级里 ，你想变 “坏 ”都没有机
会，也没有时间。

高三时 ， 雷老师因为工作出
色，被调任为另一所学校的校长。 新

班主任上任了，也是女老师，姓伍，比
雷老师略显年轻。不同的是，新老师
不再每天紧盯学生们， 除了某些
必须到场的活动，其余时间很难
见到她。 0903 班有人酸酸地说：
“我们不是伍老师一手带过来

的 ， 所以她跟我们没有感
情，也就懒得管了，

谁见过后妈跟
孩 子 产 生 过
真感情 ？ ”从

此，大家背地里就管伍老师叫“后妈”。
大多数孩子在成长阶段都会有那么一点 “破坏

情结”，家里好好的闹钟要拆开看一看，走在路上总
要踢一脚路旁的小树。 两年来被雷老师 “压制”的
0903 班学生， 也是正处于名副其实的成长阶段啊，
其能量一旦得到释放，威力不亚于原子弹爆炸。 雷老
师走后不到一个月，迟到早退、违纪逃课的现象便屡
见不鲜，政教处多次点名批评，但这一切，“后妈”好
像并不知晓。

终于，0903 班尝到了放肆后的第一个“苦果”，
全年级数学竞赛，4 个重点班分获 15 个名次，0903
班仅占一席。 要知道，在过去的两年里，每次学科
竞赛 0903 班总要占去获奖总人数的一半左右 。
“0903 班堕落了”———这是全班学生的直觉。随后，
第二个 “苦果 ”接踵而至 ，本月的校级文明班级评
比，0903 班榜上无名，这可是 0903 班第一次落选 。
0903 班已经变成了一个“烂班”———这是全校学生
的判断。

放肆过后就是无尽的自责。 这些天，0903 班的
学生无论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身后的议论，很多人都
不敢外出了， 他们只有坐在教室里才能找到一点自
信。然而没过几天他们便坐不住了，强烈要求召开班
会，重振 0903 班的雄风！ 班会上，班长首先就没有管
理好班级向大家道歉； 接下来是学习委员就如何重
建 0903 班的学习信心提出了几点建议；再后来就是
部分“违纪学生”进行决心表白……最后还选出了一
个班风班纪监察小组。

浪子回头金不换，0903 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违纪违规现象一天天减少，学习风气也日渐浓厚，来

自政教处的表扬正在向全校师生表明：0903 班不是
孬种！

一个月后的期中考试，0903 班的整体成绩又回
到了年级第一，随后的文明班级评比，0903 班也再次
站到了领奖台上。 当班长将锦旗重新挂起的那一刻，
好多学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掌声也不约而同地响
了起来。接着，又是一次及时的班会。会上，班长告诫
大家：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0903 班在成熟，0903 班在前进。 这是全校师生
对 0903 班的新印象！ 有教师开始向新班主任———伍
老师打听管理班级的“秘密武器”，伍老师常常笑而
不答。 只有 0903 班的学生知道，“后妈”根本没有什
么秘密武器，只有 4 个字：不管学生。

6 月终于到来，0903 班不负众望， 遥遥领先的
高考成绩使其成为全市“最牛班级”。 在填报大学志
愿后的师生联欢会上 ，大家让 “后妈 ”讲几句 ，“后
妈” 表情严肃地站起来：“我今天要向同学们道歉，
希望大家能够原谅我。 大家还记得一年前年级数学
竞赛的惨败吗？ 其实，那次竞赛我们班并没有输得
那么惨，只不过是比以前略有下滑而已。 但是我为
了让 0903 班学会自我管理 ，经学校同意 ，耍了 ‘阴
谋’，故意制造了那次惨败，让 0903 班蒙了羞。 我对
不起大家……”

听到这里，全班顿时鸦雀无声，每个人的思绪都
不由自主地回到了一年前———那段蒙羞的日子、及
时的班会、憋在大家心里的那口气……这时，好些学
生已经泣不成声，他们口中呢喃着：“我们还叫你‘后
妈’呢，只有亲妈才能有这心思啊！ ”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东安县大盛中心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