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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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到张文质《小事物的教育学》一书里
的一个句子：耐心做一件事，不要问为什么。
我突然想到梓婧，她善良而聪颖，并执着于
阅读与写作。

刚开始到班上， 梓婧不爱回答问题，不
过我让她发言时， 她的回答常让我眼前一
亮。所以每次她不举手，我都会着急，这么优
秀的孩子，主动发言怎么这么难呢？于是，我
私下里鼓励她：“相信自己， 站起来就是成
功。 ”她开始慢慢鼓足勇气，踊跃发言。

后来 ， 我看到她在一篇作文里这样
写道 ：“我原本伸起的手又放下 ， 心中还
在犹豫 。 这时 ，老师说 ：‘举个手有那么难
吗 ？ 站起来就是成功 ！ ’我听了老师的话 ，
鼓起勇气举起手 ，大胆地说出答案 ，赢得
了阵阵掌声 。 接下来的问题 ， 我都去尝
试 ，在老师的一次次鼓励下 ，我战胜了自
己的胆怯 。 ”

原来，她也一直在鼓励自己、挑战自己。
两个月后，这个曾经害羞的小女孩已经不会
在发言时犹豫了。

看到梓婧的改变，我又想给她新的任务。
班上的霞学习一直不是很稳定。我对梓

婧说：“老师想请你帮助霞的学习， 你愿意
吗？”她听后认真地点头。我马上补充：“你多
帮助她， 比如提前告诉她新的功课如何学
习，课堂上鼓励她多发言，生活上也多关心
她。”梓婧很爽快地答应了。接着，我告诉霞：
“晚上做作业遇到难题， 可以打电话询问梓
婧，她愿意帮助你。 ”霞听后非常高兴，梓婧
与霞也立刻拉近了距离。

但紧接着，问题来了。 梓婧偷偷跟我说，
有时她向霞提一些要求，霞会爱答不理。 我
跟梓婧说：“帮助他人成长比自己成长更困
难，我希望你能够坚持，相信你有能力帮助
霞。 ”梓婧听到后，点了点头。

此后，梓婧不仅自己努力帮助霞，还带
动其他组员一起帮助她。在后来的小组展示
时，霞也积极举手答题，为小组争了光。

梓婧给我的惊喜还有许多。
一次， 我读到梓婧的习作 《我的秘密

事》，她这样写道：“一天，我在读 《红楼梦 》
时，一段文字瞬间吸引了我：这人身穿五彩
绣衣，恍若神妃仙子，一双丹凤眼，两弯柳叶
眉……顺着这段文字，我一直想象着那个人
的模样、人生经历，想着想着，我突然涌现出
一个想法：我要把自己的想法编写成一本小
说，取名为《大先生俱乐‘布’》。 ”

惊喜之余，我在班级里分享了梓婧的想
法：“有多少同学也有这样的梦？ ”举手的有
近 10 个孩子。 我对孩子们说：“老师也有努
力在做的事情。 每个人心中的目标不同，只
要心中有梦，努力去做就好。 ”那时，我看到
孩子们眼中闪现出梦想的光芒。

梓婧有难得的想象力、创作激情。 她在
习作《布多奇闹流线 》一文中描写了她 “想
象”的一个空间———在宇宙间和太阳系相依
存在的地方，叫流线空间。 这个地方的孩子
们内心很脆弱，后来他们遇上了魔法师。 魔
法师常给他们讲故事，通过一个个“激励”故
事，让孩子们的内心变得强大……

后来，梓婧写的作品更多了，班上参与
写小说、创编故事的学生也更多了。有时，他
们会互相借阅彼此“创作”的小说，这让他们
的交往有了更好的话题。

耐心做一件事的力量真是无穷大。 真
正的好教师 ，就是能够不断地唤起学生对
于未来的憧憬与向往 ，能够把人生美妙的
前景呈现在学生的面前 ，让学生带着美好
的期待成长 。 成熟的教师 ，仿佛就是那高
明的水上舞者 ， 在载歌载舞的欢快行进
里 ，使那些有棱角和缺陷的鹅卵石 ，渐臻
完美。

而我 ， 愿意努力靠近并成为这样的
教师 。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东山县第二实验小学）

耐心做事的价值

每个人生命成长过程中都有几个 “重要他人”，而
我的“重要他人”是仅仅见过一面的他。

那是 1993 年 6 月，中师毕业前夕，我报名参加了
自学考试。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自学考试报》的汉语
言文学本科毕业生名单里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孙
振玉。这不是广播里报道的那个身残志坚的孙振玉吗？
一个虽只上过小学却靠自学成才的孙振玉吗？ 想想自
己报考个专科就觉得了不起了，真是惭愧。 不久，我去
图书馆借书， 从墙壁上又看到了介绍孙振玉事迹的照
片。 从那时起，他的名字就扎根在我的心里。

第一次自学考试就要来临 ， 我抓紧时间看教
材 、做笔记 。 两个月后 ，两门课程顺利过关 ，这让我
信心倍增 。于是 ，第二次我大胆报考了 4 门课程 。拿
到 10 余本厚厚的教材后 ，我没有退却 ，而是设计了
一个自学计划 ，保证 4 门课每天学习时间在 6 个小
时以上 。 虽然开始比较难 ，但没过多久 ，我渐入佳
境 ，真正体会到了读书的乐趣 ，后来看书入迷时 ，每
天能坚持 8 个小时以上 。 就这样 ，考试通过就成了
自然而然的事情 。

1996 年底，经过 3 年多的努力，我拿到了自考本
科的毕业证书。当学校分配给我文化课教学任务时，我
欣然同意。几年下来，积累了不少教学实践经验。至此，
我认为人生求学的目标应该完成了。

1999 年春节，我再次听到了孙振玉的消息。一位
在山东大学就读的亲友告诉我， 学校来了一位残疾
青年孙振玉，正在攻读中文系文艺学研究生。那不正
是我的偶像吗？ 原来，他在获得自考本科学历以后，
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还考取了全日制研究生。看
看人家 ，再望望自己 ，就这么停下脚步吗 ？ 不 ，我决
定，考研！

2000 年，我一边带课，一边准备考研事宜。 因为英
语太差，第一次考研以失败而告终，我也失去了信心。

2001 年下半年，我又被孙振玉“打击”了———他已
经考上了博士。

我决定重拾考研书籍，坚定决心，精心准备。 功夫
不负有心人，2006 年上半年， 我收到了山东大学研究
生入学通知书。 那一刻，我异常兴奋。

研究生毕业前夕，我在校园里散步时，无意间看到

一个 40 岁左右的人拄着双拐小心地从轮椅车上下来。
直觉告诉我，这个人就是孙振玉！ 我马上走上前，跟他
聊起来。 真的是孙振玉老师！ 原来，孙振玉博士毕业后
又做了两年博士后研究， 前不久被分配到山东大学做
教师。

人生的机缘真是不可思议， 我终于见到了心目中
的“重要他人”。 交谈中，孙振玉始终十分谦逊，这让我
更加钦佩。

研究生毕业后，我回校继续担任教师。回顾当初从
初涉教坛到现在的 21 个春秋，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学
习，我不可能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更不可能在人生中恬
淡自如。 我经常对学生说，人生中要有一个目标，要有
一个学习的榜样，这样人生才不会虚度。

其实，教师更需要榜样，对我自己来说，孙振玉是
我受益终生的榜样，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前行。一个人的
人生能够照亮另一个人的人生， 这就是为人师的最高
境界，也是人生的最高境界。作为教师，我更要努力，用
自己的行动去影响学生，成为他们的“重要他人”。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科技职业学院）

我的“重要他人”
10 年前，我回到母校任职。 进校第一

天，就有好心的同事告诉我，评职称是一
场硬仗。

这场硬仗从我工作第 4 年开始。 那年
10 月，校长递给我一张申请表格，由此我
开始进入了“职称战斗模式”。

一开始，我只是个 “欣赏者 ”，在欣赏
别人竞赛的过程中， 努力提升自己。 2012
年，我终于有希望评上职称。 与我一同竞
争的有两人，一位是我的大学校友 ，熟练
掌握 PPT 技术；另一位是教学能手。 面对
强有力的对手， 慢热的我内心有些打鼓，
感觉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

结果不出所料 ， 大学校友以精美的
PPT 展示、 声情并茂的陈述赢得掌声一
片。 反观自己，尽管成绩也不少，但在展示
材料方面却很欠缺。 自然而然，大学校友
评上了职称。

2013 年 11 月， 本想放弃评职称的我
看到了一篇文章，文章里提到 ，孩子需要
的不仅仅是吃饱穿暖，还有让他视为榜样
去奋斗的父母。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
责任很重，孩子上幼儿园了，以我未能觉
察的速度在成长，而我呢？ 是得过且过，还
是尝试改变？ 我决定再次开启我的职称评
审之旅。

班上的孩子们知道我要评职称 ，问
我：“林老师，你评上高级是不是就不教我
们了？ ”我摸摸他们的头，告诉他们，我只
是在努力争取自己的 100 分， 林老师会把
全班同学带到小学毕业。 孩子们听后，高
兴得跳了起来，然后许多孩子跑来和我握
手：“林老师，加油！ ”

加油！ 我也在鼓励自己。 从 PPT 展示
到答辩环节，我在准备时绞尽脑汁 ，寻求
同事帮忙，网上搜索信息，精神无比亢奋。

12 月的一天，正式答辩开始了。 些许
紧张的我推开教室大门，感觉到满满的暖
意，因为都是熟悉的面孔。 由于前期做了
许多准备， 最后一次视频答辩结束后，我
感到信心十足， 带着这份心情面对摄像
头，“冰山模型 ”、“发现学习理论”、“学习
程序理论”……每一条都能作为我教学实
践的理论支撑，娓娓道来，我不由地感叹，
教书的这 10 年，原来自己学到了这么多难
能可贵的知识。

终于，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职称。 但
当我从这场战役中走出来时，却没有料想
中的激动和兴奋，倒是多了几分感慨和感
谢：感慨自己的心血与付出，感谢那些在
我身边一直奋斗的人，因为他们前进的脚
印，催促我追上他们的步伐。

意外的收获是 ，持续两个月的 “评职
称大战”让儿子养成了不错的习惯 ，每天
我上班时， 他都会很严肃地对我说 ：“妈
妈，今天要加油噢！ ”每天早上，听着他稚
嫩的话语，摸摸他的小脑袋，带着这份激
励，我坐在公车上，看着窗外或明或暗的
光，照着清晨并不清晰的路，我想，这些宝
贵的财富比职称本身更有意义。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绵阳市八一小学）

中午，冬日的阳光洒满校园。 我忙完了阅卷任务，
享受着收获的喜悦，愉快地走出教学楼。 在通过学校艺
术楼前的休闲座椅时，一声呼唤让我停下了脚步。

“李老师，您好，您还记得我吗？ ”一个身穿红夹
克的小伙子站了起来。 我打量着这位身高一米八左
右、十分精神的小伙子，努力搜寻着脑海中关于他的
信息。

“我是您 03 级的学生小寒，现在在广州体育学院
读大一。 ”小伙子激动地说，“听说地震后母校重建了，
我专门回来看看。 ”我十分歉意地望着他，脑海中无法
把他与 7 年前的孩子联系起来。 于是，我半开玩笑地问
他：“还记得我给你们上的课吗？ ”

“记得，我永远都不会忘记您讲的‘1=57’那一课。”
他那清晰的描述也将我带回到 7 年前。

那时，我刚刚送走 02 级毕业生后又接手了一个毕
业班，班里总有说悄悄话、随意捣乱、不交作业等现象
发生。 刚巧我正在读叶圣陶的《习惯成自然》一文，于是
就有了“1=57”一课：

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个等式“1=57”。
“错了！ ”不知谁大叫了一声。
师：哪错了？
“还是数学老师呢，1 不可能等于 57 啊。 ”有学生

低声嘀咕。
师：认为这个等式是正确的请举手（全班无一人）。
师：大家都认为这个等式是错误的是不是？
生：是。
师：好，大家都有一个智慧的大脑。 但这个等式在

我们班是成立的，请帮我分析一下为什么？
“不可能。 ”又有人低声说。
师：孩子们，请你们仔细回忆一下，从开学到现在，

有几节课李老师在批评小声说话、捣乱的孩子？
生：每一节课都有人说话、捣乱。
师：那么，再请大家细心计算一下，如果有人上课

说话，李老师就会停课批评。 如果我批评 1 个孩子的时
间是 1 分钟，那么合计会浪费全班学生多少分钟？

生：56 分钟，因为全班有 56 人。
生：57 分钟， 因为全班有 56 位学生， 还有一位老

师。
师：从大家的计算中可以发现，“1=57”这个错误的

等式在我们班是成立的， 你们希望这个等式永远在我
们班成立吗？

生：（齐答）不希望。
师：“1=57”这个错误的等式，怎样才能不出现呢？
生：我们上课不再低声说话和捣乱了。
师：还有不同的意见吗？
生：为自己，努力学习，争取考上一个好初中。
师：孩子们，你们刚才的方法都能使“1=57”这个错

误的等式在我们班不成立。 “1=57”这个错误的等式其
实只需加一划，“1≠57”就可以变正确了，这一划用叶
圣陶的话来说就是：养成不妨碍他人的好习惯。

师：（小结）不妨碍他人就是尽量不打扰别人，这个
简单的原则是如今人们交往的基石。

遵循这个原则，当你早晨来到教室，想要与别人交
谈时，问一问自己，我妨碍他人了吗？ 你一定会轻轻放
下书包，立刻投入到晨读中去；当你在课堂上想与人小
声说话时，问一问自己，我妨碍他人了吗？ 你一定会控
制好自己的小嘴， 专心听讲； 当你想随手扔掉一张废
纸，问一问自己，我妨碍他人了吗，你一定会把这片废
纸小心地收回……

我想，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注意在人际交往中使用
这一原则， 随时注意不让自己的言行妨碍别人的正常
生活，并且多一些尊重，多一些换位思考，我们就能共
同营造一个宁静、和谐的班级。

“李老师，这 7 年来，我用您讲的‘不妨碍他人的好
习惯’让家长、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我，您的那一课让
我受益终生。 ”小寒说。 我听后，也感到异常欣慰。

小学教师既是孩子们的保护者， 更是孩子们的指
引者。 在孩子们求知的过程中，我们用智慧的教育行为
培养孩子们良好的习惯， 这比知识本身更能影响孩子
的一生。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江油市诗城小学）

难忘的“1=57”

评职称的意外收获

童心绘师 儿童心中的好老师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一小的王星丹认为， 好老师经常和我
们一起在阳光下玩游戏，陪伴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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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可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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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端妹

我的“不乖”学生 突破与创新

□ 梁 义

身边 那些人，那些事儿

□ 李 朝
教育妙招 让工作轻松起来

□ 林 娴
教育故事 从讲述中捡拾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