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师工作室成果展⑥ 我年轻时当过知青。 当时没有什么
知识， 就被当作知识分子送到乡下去插
队。 插队的生活很艰苦， 白天要下地干
活，天黑以后，插友要玩 ，打扑克 ，下象
棋。我当然都参加———这些事你不参加，
就会被看作怪人。玩到夜里十一二点，别
人都累了，睡了，我还不睡，还要看一会
儿书，有时还要做几道几何题。假如同屋
的人反对我点灯，我就到外面去看书。我
插队的地方地处北回归线上，海拔 2400
米。夜里月亮像个大银盆一样耀眼，在月
光下完全可以看书———当然， 看久了眼
睛有点发花———时隔二十多年， 当时的
情景历历在目。

如今，我早已过了不惑之年。旧事重
提， 不是为了夸耀自己是如何的自幼有
志于学。现在的高中生为了考大学，一样
也在熬灯头，甚至比我当年熬得还要苦。
我举自己作为例子， 是为了说明知识本
身是多么的诱人。 当年文化知识不能成
为饭碗，也不能夸耀于人，但有一些青年
对它还是有兴趣， 这说明学习本身就可
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学习文史知识的目
的在于“温故”，有文史修养的人生活在
从过去到现代一个漫长的时间段里。 学
习科学知识的目的在于“知新”，有科学
知识的人可以预见将来， 他生活在从现
在到广阔无垠的未来。 假如你什么都不

学习， 那就只能生活在现时现世的一个
小圈子里，狭窄得很。 为了说明这一点，
让我来举个例子。

在欧洲的内卡河畔， 有座美丽的城
市。在河的一岸是历史悠久的大学城。这
座大学的历史， 在全世界好像是排第三
位———单是这所学校， 本身就有无穷无
尽的故事。另一岸陡峭的山坡上，矗立着
一座城堡的废墟， 宫墙上还有炸药炸开
的大窟窿。照我这样一说很是没劲，但你
若去问一个海德堡人，他就会告诉你，二
百年前法国大军来进攻这座宫堡的情
景：法军的掷弹兵如何攻下了外层工事，

工兵又是怎样开始爆破———在这片山坡
上，何处是炮阵地，何处是指挥所，何处
储粮，何处屯兵。这个二百年前的古战场
依然保持着旧貌， 硝烟弥漫———有文化
的海德堡人绝不止是活在现代， 而是活
在几百年的历史里。

与此相仿， 小时候我住在北京的旧
城墙下。假如那城墙还在，我就能指着它
告诉你：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克天津，破
廊坊，直逼北京城下。当时城里朝野陷于
权力斗争之中， 偌大一个京城竟无人去
守……此时有位名不见经传的营官不等
待命令，挺身而出，率健锐营“霆字队”的

区区百人，手持新式快枪，登上了左安门
一带的城墙，把联军前锋阻于城下，前后
有一个多时辰。此人是一个英雄。像这样
的英雄，正史上从无记载，我是从野史上
看到的。有关北京的城墙，当年到过北京
的联军军官写道：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
防御工事。它绵延数十里，是一座人造的
山脊。对于一个知道历史的中国人来说，
他也不会只活在现在。历史，它可不只是
尔虞我诈的宫廷斗争……

作为一个理工科出身的人， 其实我
更该谈谈科学， 说说它如何使我们知道
未来。 打个比方来说，我上大学时，学了

点计算机方面的知识，今天回想起来，都
变成了老掉牙的东西。 这门科学一日一
变，越变越有趣，这种进步真叫人舍不得
变老，更舍不得死……学习科学技术，使
人对正在发展的东西有兴趣。 但我恐怕
说这些太过专业，所以就到此为止。现在
的年轻人大概常听人说， 人有知识就会
变聪明，会活得更好，不受人欺。 这话虽
不错，但也有偏差。 知识另有一种作用，
它可以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
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其中另
有一种境界，非无知的人可解。不管有没
有直接的好处， 都应该学习———持这种
态度来求知更可取。 大概是因为我曾独
自一人度过了求知非法的长夜， 所以才
有这种想法……当然， 我这些说明也未
必能服人。反对我的人会说，就算你说的
属实，但我就愿意只生活在现时现世！我
就愿意得些能见得到的好处！ 有用的我
学，没用的我不学，你能奈我何？ ……假
如执意这样放纵自己，也就难以说服。罗
素曾经说： 对于人来说， 不加检点的生
活， 确实不值得一过。 他的本意恰恰是
劝人不要放弃求知这一善行。 抱着封闭
的态度来生活，活着真的没什么意思。

（选自《王小波全集》第一卷《思维的
乐趣》，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7 月第
一版）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1996年第6期《辽宁青年》杂志上。文章的命意是：
知识，“使你生活在过去、未来和现在，使你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这道
理，也小，也大；也显豁，也深邃。

1952年出生，1997年去世。王小波，在这个世界生活了45年；他离开这
个世界，18年了。他给我们带来智慧，带来美；他是可敬的，也是可爱的。

许倬云先生回忆他的这位学生，说：“小波大额头上的两只眼睛似乎瞩望着遥远的地
方。柔和的眼睛透露着怜悯。我想许多他的读者也会从他嬉笑诙谐中感觉到如此无穷的悲
悯。这就是佛家的慈悲，儒家的仁恕。”（《忆小波》，王小平《我的兄弟王小波》代序）是的，
真，美，还有善，这就是王小波。 （任余）

随看
随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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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知识的态度
每周推荐 王小波

幼教
必读

如今 ，升入大班的幼儿 ，成为幼儿园里
的大哥哥 、大姐姐 ，他们在社会性和能力发
展方面都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 ； 而刚入幼
儿园的小班幼儿 ，在情绪上还不够稳定 ，在
生活自理能力以及社会性交往等方面缺乏
经验 。 如果我们想找到这样两个幼儿群体
的发展对接点 ，那么 “大带小 ”活动就必不
可少 。 这种体验性的活动既能提高大班幼
儿的自信心 、自豪感和成就感 ，同时又能在
一定程度上安抚小班幼儿的情绪 ， 帮助小
班幼儿更好地适应幼儿园生活 。 在最近的
“大带小”活动中，幼儿的现状如何？ 我们可
以从哪些方面分析 ， 后期又如何在原有基
础上优化改进 ？ 让我们边实践 、边思考 、边
梳理。

现象一：午餐之后，伊伊进入了小班；她
四处观察着，10 秒钟之后， 她径直走到搭积
木的幼儿附近，蹲在一个小弟弟的身边。 “小
弟弟，你在搭什么，我来帮你一起搭。 ”小弟弟
点头默认了， 伊伊一会儿问小弟弟想要搭什
么，一会儿帮小弟弟找积木，一会儿自己又搭
出了好玩的给小弟弟看……

现象二：昊昊来到小班教室，看到了架子
上的拼插玩具，便动手自己玩了起来；教师提
醒“任务”后，昊昊便开始寻找目标，没过 1 分
钟， 昊昊又被八格柜里的吸铁迷宫玩具所吸
引；教师再次引导昊昊，昊昊起身后，又到拼
插玩具的地方开始拼插手枪； 待小班教室弹
琴提醒收拾时，昊昊仍旧在自顾自地玩。

我们分析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发现，主
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幼儿能力的差异。幼儿间
存在个体差异性， 有的大班幼儿任务性非常
强，有的大班幼儿则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说
什么；二是幼儿经验的缺乏。当大班幼儿想要
帮助“弟弟妹妹”时，却不懂得如何去做，很有
可能导致大班幼儿放弃“任务”。 当幼儿不了
解自己在某个环节可以做什么时， 他们会不
知所措。 比如，走进教室，自己到底要去找哪
些小弟弟、小妹妹，该怎么对他们说；当小弟
弟、小妹妹不理睬自己时，自己又该如何继续
交流；三是教师引导的欠缺。在“大带小”活动
中，幼儿到底要去做什么、怎么做，这些方法
的引导，除了凭借幼儿的已有经验之外，很重
要的一方面需要教师及时地引导与跟进。 在
多个环节中，当教师的引导缺失时，一些幼儿
就不能很积极、很顺利地担任大哥哥、大姐姐
这个角色；四是多方沟通不足。 “大带小”活动
涉及大班教师、大班幼儿、小班教师和小班幼
儿。有的大班在进入某个小班前，没有及时与
小班沟通， 以至影响到小班教师组织本班的
正常活动。

那么，在后期我们如何跟进优化？
首先， 大班教师———引导在先， 及时跟

进，交流分享。在《我们是大班的哥哥姐姐》主
题活动中，教师要开展“大带小”的体验性活
动，激发大班幼儿当大哥哥、大姐姐的自豪感
和成就感。教师要创设一些真正的体验场，让
幼儿在亲身体验中感受到自己的能力。

同时，体验之后的交流分享很重要，不仅
可以及时将经验巩固， 还可以将个别幼儿的
经验全班化，让幼儿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既然是“大带小”，便涉及大班和小班两
个级组的课程实施， 这就需要两个级组在过
程中协商沟通，包括时间的确定、组织方式的
适宜以及相应的准备与配合。

其次， 大班幼儿———提高自信， 丰富经
验，提高能力。 要想顺利地开展活动，幼儿内
心的强大显得很重要。 当幼儿有了参与活动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会有做事的内驱力。当
大班幼儿具备了一系列的经验和方法后，他
们在“大带小”的活动中才会更有效地帮助弟
弟、妹妹。

最后， 小班教师———课程跟进， 及时反
馈。 “大带小”活动的顺利有效开展，离不开小
班课程的跟进。比如，当大班教师和小班教师
沟通协商好“大带小”活动计划后，小班最好
能有相应的课程给予支撑。

倘若想要 “大带小 ”活动在连续几天的
活动中每天都各有收获 ， 双方教师及时的
沟通反馈很重要。 比如，通过观察，发现“大
带小”的时间段需要调整 ，比如 “大带小 ”的
方式需要优化 ，比如 “大带小 ”的幼儿群体
需要特别关注 ，等等 。 这样 ，在一次次地调
整优化中 ，才会最大化地发挥 “大带小 ”活
动的教育价值。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银河
幼儿园）

“大”带“小”怎么带
□袁小丽

早在 2009 年，丁卫军就通过网络认
识了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新联中学语
文教师丁锋，虽未曾谋面 ，但丁卫军了
解到， 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在
一所农村中学办起了文学社且硕果累
累。 于是，只要有机会，丁卫军就向教育
局和教研室的有关人推荐丁锋。 后来丁
锋听说了此事，觉得有点奇怪 ，还没见
过面，怎么就搞得这么“隆重”？

2011 年底，丁卫军组建“语文学习
坊”———“丁卫军工作室”的前身。 按照
规定，必须获得“80 后初中语文青年教
师大比武”一等奖的教师才有资格进入
工作坊，而丁锋获得了二等奖 ，作为唯
一一个例外成为学习坊成员。 而且，在
许多场合，丁卫军谈起丁锋 ，都非常肯
定他并推荐他。 而这些，丁锋自己根本
不知道，都是后来听其他教师提起的。

一个与自己素不相识的教师，在背
后默默地帮助自己 ，不图回报 ，这让丁
锋感到丁卫军的与众不同。

“见到优秀教师就激动”

丁锋说 ，丁卫军是一个 “见到年轻
优秀教师就激动”的人。

为何激动？ 丁卫军解释说，看到丁
峰这样的教师，他就仿佛看到了当年的
自己———一个渴望成长的具有教育情
怀的年轻教师。

2000 年， 丁锋走出师范的校门，成
为一名农村初中语文教师。 从小生活在
农村的他深知农村教育环境与城市的
差距，尤其是在写作教学方面 。 于是 ，
2009 年，在丁锋的倡导下，新联中学成
立了 “伊梦 ”文学社 ，努力引导学生在
生活中寻找美、发现美 ，让孩子们的心
灵世界获得丰富的滋养 。 丁锋负责文
学社采风和写作活动的策划实施 ，从
话题的拟定 、选择 、评改 ，每个环节都
精心设计。

而丁卫军的第一学历是电大，在农
村初中的讲台一站就是 22 年。 从一个
农村初中语文教师成长为江苏省中学
语文特级教师，丁卫军知道农村教师的
成长环境，也深知在农村做点事情的不
易，更知道他们缺少什么，渴望什么。

回想自己的成长之路 ， 丁卫军觉
得，名师的成长需要外力的 “逼 ”，但更
重要的是内力的自我驱动，需要一种成
长的“自觉”。 他说，对于一个农村教师
来讲 ， 最珍贵的就是他们心中那个叫
“梦想”的东西，这是艰苦环境中的人所
稀缺的，但这正是一个人不断进步和成
长的种子和动力。 因此，丁卫军对于那
些有成长渴望的教师格外珍惜。

当然 ，一个教师的成长 ，除了自己
的努力外，还需要有人为他们搭建成长
的平台，有专业的引领。 因此，当他有了
这个能力时， 很乐意干这件事情。 2013
年，“丁卫军工作室”正式成立了 ，虽然
这只是一个松散的“学术组织”，但是丁
卫军明白 ， 工作室对于教师成长的意
义，他也更能感受到带好一支队伍的责
任和使命。

让成员与名家面对面

丁卫军的工作室有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成员大多是农村教师。 而农村教

师，往往视野比较狭窄，眼界不够宽阔，
也因此而缺乏自信。 丁卫军希望通过让
团队成员与名家的面对面， 打开教师们
的眼界，拓展他们的视野。 因此，他的工
作室活动特别多， 而且活动 “规格高”。
“语文共生教学研讨活动”、“江苏省特级
教师作文教学研讨会”、“‘简约语文’‘生
态语文’对话暨江苏省精品课展示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名家” 来到了教师
们身边：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
业委员会理事长顾之川，全国著名语文
特级教师黄厚江、蔡明，全国中语资深编
辑张水鱼 ， 江苏师范大学教授魏本亚
……往日在书本上、报刊上见到的名字，
如今成了真人。 不仅真人来了， 而且每
次活动， 丁卫军都会安排工作室成员上
课，或者与名师同台献艺，或接受名家指
点， 给这些教师的职业履历中添上不寻
常的一笔。

文山初中教师沈健一直在农村初中
任教， 年轻的她几乎没有上过区级公开
课。 “江苏省特级教师作文教学研讨会”
上， 丁卫军决定由沈健执教作文教学研
讨课。 这节课她要面对来自江苏师范大
学的教授，还要面对来自全省的 20 多位
语文特级教师， 这样的考验对沈健来说
是前所未有的。 但从选题到课堂设计，
都由沈健自己决定，丁卫军没有做过多
的提示。

让沈健更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试教
竟然是在工作室主持的“通州区‘学的课

堂’名师展示会”上，并且邀请到了全国
优课一等奖、特等奖获得者徐杰、通州区
教研室语文教研员王云娟做指导。磨炼、
磨炼，正是这样流汗甚至是流泪的磨炼，
才让这些年轻教师有一种刻骨铭心的感
受，也在这样的磨炼上看到自己的进步
和成长。

沈健最终执教的《追求选材“新”境
界》，上出了作文课的新境界，与会的特
级教师、 专家对她合理取舍教学内容、
善于激发学生的教学智慧大加赞赏。 从
更高要求看，这节课也许与真正的优课
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正是这样的活
动，让沈健增强了专业发展的自信和加
快了自我发展的自觉。

回忆起自己在“语文共生教学研讨
会”上执教公开课的点滴细节，金沙中学
教师狄袁辉说：“对我们这些普通教师来
说，这是一个不断接受更高期待、更大信
任、更多关爱的过程，是一个大手牵小手
走向更高的过程。 这大手中有领导的指
引和提携之手；有众多专家温暖而有力
的扶助之手；有工作室导师和伙伴们的
温馨和互助之手。 我放心地牵着他们的
手，努力地跟上他们的脚步，实现他们和
我共同的愿望，因此幸运地进入了成长
的轨道。 ”

通海中学教师陈莉烨深有感触：“工
作室是一根鞭子，鞭策我努力前行。 ”这
位区教坛新秀参加工作室的第一次公开
课，也是她的第一次校外公开课。 那次

活动是团队成员和“苏语五人行”同课异
构。 陈莉烨与来自常州二十四中教师梁
增红同教《纪念白求恩》。 梁增红的课深
深折服了她，并让她感受到差距不仅仅
来自上课的技能，更来自自己的学养。

陈莉烨在教学感悟中这样写道：“一
堂 45 分钟的课，不是教师花几个小时就
能够准备好的， 如同苏霍姆林斯基曾说
的， 优秀教师应该用一辈子来准备一堂
课。 我的这节课成为鞭策自己前行的动
力，也正是这节课，让我有了发自内心的
读书欲望，让我努力寻找恰当的方式，让
我的孩子、我的学生多读书。 ”

工作室这样的活动氛围 ， 像催化
剂一样 ， 让教师们产生了一种追求专
业发展的渴望 ， 希望在专业之路上走
得更高远。

教师成长史不应是苦难史

“静、勤、精、进”这四个字是丁卫军
名师工作室的“室训”：要让自己的心静
下来；要有“板凳一坐十年冷”的勤奋；要
追求教学技艺精湛，学术精深；要看到自
己的不足，保有一颗进取之心。 这样的
要求，对当下的年轻教师来说，看起来容
易，要真正做到却很难。

虽然对工作室成员要求严格，但丁
卫军反对一提到教师成长就仿佛有一部
苦难史，将教师形容得犹如苦行僧一般。
丁卫军更希望工作室这个团队在相互分

享、相互碰撞、相互唤醒中快乐成长。
进入 2015 年，丁卫军在工作室活动

的多样性上动了一番脑筋。 从请进来到
拓展出去， 他想方设法带着团队成员走
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4 月，全国“三新”
作文教学研讨会在苏州工业园区举行，
丁卫军带着团队一行 10 人包车前往 。
“这是一次真话题、真探讨、真交锋的活
动， 会风很务实， 台上台下的交流很真
实，有争鸣有争论，解决了作文教学中的
诸多困惑， 让我第一次感受到高品位研
讨活动的魅力， 原来外面的世界如此精
彩！ ”这是参加完活动后，育才中学教师
瞿中华的由衷感慨。

育才中学教师朱佩琴以前从来没有
想过， 她会在外省名校讲台上展示自己
的教学风采。 2015 年 4 月 23 日，河南省
教学研究室邀请丁卫军参加郑州七中的
“名师炼讲台系列活动”， 与河南省名师
同课异构。 丁卫军认为这是锻炼团队成
员、 让团队成员在更大的舞台上展示的
良机， 于是推荐朱佩琴一同前往。 走出
去，让朱佩琴看到了教研之路上不一样
的风景，深切地感受到语文学科的魅力，
点燃了她继续前行的激情。

丁卫军说：“名师工作室， 其实就是
一个成长的共同体， 是一些同尺码的人
在一起抱团成长的平台。 作为主持人，
我从他们身上也学到许多。 ” 丁锋毫不
讳言他对丁卫军的课的看法，“丁卫军老
师的课我听得不多，《背影》 我觉得他上
得有点深了。 ”丁卫军听了，大赞丁锋的
独立精神与思考力。

丁卫军名师工作室成员由南通市通
州区初中语文基本功比赛中一等奖获得
者和市、区两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以
及部分区教科研骨干构成， 这样的构成
是丁卫军做了精心思考的。 团队成员有
的实践能力特别强， 有的理论水平比较
高，有的善于上课，有的善于总结，形成
一个梯队，更有利于成员之间相互取长
补短、相互启发。

结束对工作室的采访时， 丁卫军正
忙着编辑校刊 《墨澜》 杂志 “育才中学
2012 级 12 班读写活动专刊”， 他要赶在
6 月中考前印发到学生手中。他说：“教师
的成长是为了更好地成就学生。 作为特
级教师主持工作室， 其实一个更重要的
目的，在于造就一批优秀教师，成就更多
的学生，尤其是在更广阔的农村。 ”

“名师工作室成果”征集
你有自己的名师工作室吗？ 你参与

了名师工作室吗？ 你了解优秀的名师工
作室吗？ 在实践中，名师工作室到底发挥
了怎样的作用？ 各地各级工作室在实践
中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近期， 本刊推出 “名师工作室成果
展”， 提供一个工作室展示与交流的舞
台。 欢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名师
工作室主持人及成员， 积极参与展示自
己的成果。 特别优秀者，本报将派记者深
入采访报道。

联系电话：13671102924
13581984907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2009 年， 我工作的第十年，
有这样几件事特别重要： 我评上
了一级教师； 一位学生获省作文
大赛一等奖；年底创办了学校“伊
梦”文学社；两篇文章发表；结识
丁卫军。这几件事汇总起来，那就
是结识了丁卫军。

记得起初，我上网总是闲逛。
偶然看到了“中华语文网”，在名
师博客一栏里，“丁卫军” 这个名
字显得比较醒目。按图索骥，加到
他的 QQ，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
聊我的一些工作成绩， 聊他的儿
子“丁一”。

丁老师创建的 “煮酒论语文”
QQ 群，汇集了当时国内一批很有
见识的草根语文教育人，他们经常
围绕语文中的真问题进行率真地
交流，耳濡目染，寸积铢累，我对初
中语文教学也有了些微思考和表
达。 可惜，“煮酒论语文”不久即告
解散。

2010 年 10 月， 我带领几名
学生去海门东洲中学参加省作文
比赛。 考场外稀稀拉拉的送考教
师里，我惊奇地看到了丁老师。他
握着我的手说：“我就猜到你会来
的。”那情形好比联络多年的同志

终于接上了头。
丁老师于 2011 年底组建了

“语文学习坊”， 学员基本是上一
年的区 80 后初中语文青年教师
大比武一等奖获得者， 我那次比
赛是二等奖，竟然也忝列其间，这
全要感谢丁老师的“破例”。

丁老师调到育才中学之后，
又挂牌成立了 “丁卫军工作室”，
我也参与其中。

在区里， 我还参加了其他的
一些协会组织。 记得有一天晚上
9 点多，忽然接到丁老师的电话。
他说看了我送报某协会的材料，
觉得“很不错”，并热心地指出我
发展的方向， 鼓励我要写 “大文
章”、“上好课”。我静心听着，心里
涌动着莫名的感动。 在私下交往
中，丁老师的话不多，这一次却说
了很多很多。 后来听区内几个熟
识的教师讲， 丁老师在许多场合
肯定了我与我们学校的文学社，
似乎已经认了我这个比较懒散的
徒弟。接下来，我便实在不敢太过
懈怠了。

2014 年我写了两篇 “大文
章”，每篇都超过 5000 字，其中一
篇分两期发表在核心期刊 《中学

语文教学参考》上。 11 月的一天
下午， 丁老师陪同有关领导到我
校了解文学社的建设状况， 并推
荐我上一节省级研究课。 作为一
个普通农村的初中教师， 我很感
激。

丁老师有着非常丰厚的语文
教学素养，当他将教学视角倾向于
“言语”时，他的课堂就会焕发出迷
人的光彩。 一个标点符号，也可以
成就一次成功的探究活动；一个词
语，也可以追问出文本最核心的内
容。 丁老师改写课文中一段繁复艰
涩的话语，一下子就引领学生切中
文本言语的要害。 最近一次公开
课，丁老师为我的课堂结束语改动
了几个字，一下子就让这节课的知
识精华更清晰地呈现。 当我徜徉在
丁老师诸多课堂实录的字里行间，
我仿佛看到一个语文人简约而不
简单的内心。

不得不承认， 我与丁老师交
往论得上“事情”的还真说不上几
件。 但就是这几件简单得不能再
简单的事，却使我念念不忘，一直
在我成长的天空回响。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
通州区新联中学）

至简丁卫军
□丁 锋

成员讲述

做幸福的普通孩子
□张爱心

来到幼儿园工作已有 4 个年头， 看过大、
中、小班各个年龄段孩子们纯真可爱的样子，内
心一直充盈着这份职业带来的感动与幸福。 幸
运的是，在第 4 个年头，我得以与班级内琐碎的
工作说再见，成为玩具图书馆的专职负责人。

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专心研究一个项目，
我思考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多。 起初，我总是希望
玩具图书馆的课程能够带给孩子们一些收获，
或者是让他们有所提高， 但后来看到北京四中
校长刘长铭的演讲稿 《请鼓励你的孩子做一个
幸福的普通人》后，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我开始思考教育的目的和意义。 是教会孩
子理论知识，还是关心他人，或者为他勾勒未来
发展的蓝图？ 其实，我认为幼儿园的教育功能应
该是对社会环境的适度演练， 是让孩子在涉世
后才明白———我没那么特殊，我只是个普通人。

做普通人，不是一种安逸的生活状态，而是
我们愿意承认孩子在某时某方面落后， 但我们
仍愿意等待。 在“玩具图书馆”的学习中，如果孩
子不感兴趣，我从不强迫他，而是允许他做自己
喜欢的事情。 时间长了，他从伙伴那里得知玩具
图书馆原来这么好玩，自己就愿意来到这里，并
且比旁人有更多的耐心，学得也更快。

做普通人，不是甘愿落后，不求发展，而是
当孩子发现我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时， 能调整心
态，做最好的自己。 玩具图书馆里的每一个玩具
宝盒都不一样，发展目标也不一样。 有的孩子平
均分配能力比较强，玩拼图宝盒时，总是找不到
头绪。 我会鼓励他完成一半，如果他真的不愿意
继续玩，我很高兴他能去换一个宝盒玩。 这时，
他不是在躲避困难， 而是在万千道路中寻找适
合自己的一条。

做普通人，不是小心地选择，不是事事都随
遇而安，而是在生活中大胆地经历各种事情。 可
以成功，可以被埋没，也可以失败放弃，因为我
们只是普通人。 记得有一个孩子，每天都选择同
一个图形的拼插宝盒玩，一玩就是半个小时，连
续 3 天，图形也没有拼出来。 他没有问过我，我
也没有主动教过他，尽管我知道，这种类似立体
几何的玩具玩起来确实有难度。 但我不想告诉
他这些，也不想替他做决定。

第 4 天， 这个孩子终于愿意举手向我提问。
我没有告诉他这个图形应该怎么拼插，而是选择
了另一个类似的宝盒，一边指着图例，一边自己
示范。 没有语言上的交流，拼插完了，给他看。 他
认真地看着、研究着，然后开始看自己的图例，摆
弄起来。 又过了两天，他终于把这个图形拼出来
了，高兴地给周围所有的人看。 我庆幸自己没有
“干扰”他，成长只有这一次，即便这次成功并不
会给他的未来带来多大的影响， 但是他的坚持，
他从这次持续游戏中获得的快乐也足以了。

普通不代表被埋没，更不代表落后。 普通只
是一种生活状态，只是我们跳出追求所谓的“优
秀”生活。 我们可以活得更自我、更笃定、更接近
幸福。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顺义区张镇幼儿园）

我心中的好老师是带我们一起感受有趣的美术材料，制作出精美的美术作品的老师。
南京致远外国语小学 二一班 汪欣南 指导教师：王旭

童心绘师

丁卫军工作室：

让他们站在名师的肩膀上

丁卫军，江苏南通人，人称
“通州小丁”。他，从“电大”起
步，坚守在农村中学20多年，
2010年被评为江苏省中学语
文特级教师；带领学生进行海
量阅读，长于作文教学，并创办
学生文学刊物；提出“简约语
文”的主张，自成独特教学风
格。他是一个把自己“养在课
堂、磨在课堂”的实践者、思想
者。出版《小丁教语文》《丁卫军
教写作》，受聘北京大学等多所
高校国培班、省培班主讲导师。
近年来，成立工作室，重点关注
农村教师成长。

□本报记者 马朝宏

丁卫军（后排左四）与工作室成员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