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话题征稿

刨根问底说“放手”
都谈教师要 “放手 ”，还学生

主体地位和自主成长空间， 但怎
样才算是放手？ 放手的边界在哪
里？ 实在考验着一线教师的智慧
和能力。 请大家谈谈自己的看法，
说说自己的做法，我们一起将“放
手”做好。

教师的权力究竟有多大？
有人说，教师没有自主权，是

带着镣铐跳舞。 但也有人说，当教
师站在课堂上， 一个班级的几十
名学生就交给你了， 你就是学生
的“天 ”。 三尺讲台 ，到底能做什
么？教师的权力到底多大？有的疲
于应付， 而有的人却能创造新世
界。 你又是如何做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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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成长助推器 面对伟大的英国艺术史家贡布里希 （sir E.H.Gombrich，1909—2001） 的这部
《艺术的故事》，简直不知道该怎样形容心中的惊叹、喜爱、崇敬和感激。 如果我们
想要了解艺术（这里的艺术，主要是美术），进而欣赏艺术，阅读她，是最好的选择。

深入浅出，是为文的高要求、高境界。 入得何其深，出得多么浅，《艺术的故事》
是典型的、极端的范例。

知识、修养、学问、见识、胸怀、境界、品格，那一切氤氲心灵的甘美，获取之，浸
淫于艺术，是一途；而音乐和美术，是艺术世界的大端。

这里节选的是该书“导论”的一部分，原有副标题“论艺术和艺术
家”。原著附有大量插图，这里限于版面，只能出以白文。我们还是去买
一本或找一本好好读读吧。 （任余）

我是一个已有 6 年教学经历的
教师。 我很庆幸遇到了很好的校长，
很好的同事，很好的学生。 无论是各
种愉快或不愉快， 都让我感受到了
自己的成长。 更重要的是，我意识到
中学教育的不足， 同时也意识到自
己可以在哪些方面有所作为。

我不愿意成为一个“善于”抓分
数的教师。 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帮
助学生提高学习成绩， 而是在当下
的教育环境中， 很容易把分数看得
太重。 比如说，高三的每一次模拟考
试， 居然按全市各班的平均成绩排
出名次， 这实在可谓分数至上的登
峰造极。 从学生的角度看，虽然进入
一所名牌大学意味着有可能获得更
好的发展机会， 但是许多所谓的名
牌大学毕业生也同样庸庸碌碌 ，而
那些高考成绩一般的学生， 很可能
发展得更好。

我不愿意成为一个 “善于 ”发
表论文的教师 。 这并不是说 ，我不
愿意做教学科研工作 ，而是我绝不
会为了发表文章而 “购买 ”教学杂

志的版面，也绝不会写弄虚作假的
煽情文章，更不会写那些假大空的
东西。

我不愿意成为一个“善于”上公
开课的教师。 这并不是说，我不愿意
将我的课堂打磨得更精致高效，而是
当公开课不以思想的深度、情感的投
入、学生的所得作为评判标准，而主
要以课堂的热闹、教师讲话的语音语
调、板书的工整等评价质量时，我不
愿意要求自己上一节大家都叫好的
公开课。

我愿意做什么呢？
我愿意将学生的需要分出不

同的层次———有的学生是因为各
种原因而不愿意学习 ，这时最好的
方式是与他们交流学习的意义 ，必
要时求助于心理教师 ，而不是自以
为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有些学生本
身就非常愿意学习 ，那就应该让他
们变得更为优秀 ：我会为了他们而
在放学后留下来 ， 举办读书活动 ，
虽然不直接指向考试成绩的提高 ，
但是养成善于思考的习惯 ，他们将

终身受益。
我愿意与认真钻研教学的教师

探讨一些具体的教学问题， 诸如对
文本的解读，对课堂节奏的把握。 我
很喜欢写一些读书随笔， 虽然不是
正儿八经“第一、第二、第三”的所谓
“学术论文”， 但是一定能够体现我
读一篇文章、一本书的真正心得。 我
很欢迎争论， 但是争论的目的一定
指向思考的深入， 而不会否定他人
乃至无谓的谩骂。

我愿意打磨自己的课堂。 对于
我来说， 课堂的不精致主要在于我
对文本把握还不够到位， 因此对于
学生的回答不能作出及时有效的反
应。 我始终认为，只有立足于对学生
回答的反应， 才能真正让学生进入
思考问题的状态， 才能真正让学生
学有所获。 就这一点而论，我相信这
是中学教师最应该着力的所在 ，能
做好这一点，即使面对大学的教授，
也不必觉得惭愧。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市苏
州中学园区校）

上课铃一响，孩子们的脸在一分钟
内便能呈现“四季”：极少数人切换到了
兴趣盎然等待汲取知识的春天，大多数
人是从兴高采烈的夏天跨越到略显忧
愁的秋天，还有一小撮人是悲怆地潜入
冬季准备冬眠。

这也怨不得他们，我外出听课也有类
似的感受，连着坐上一天，有的时候连发
言的机会都没有， 像是游离在课堂之外，
更何况有些知识讲起来确实很乏味。

为此，每节课开始时我都喜欢做个
热身小游戏， 比如时下流行的 “萝卜
蹲”，请几个学生在讲台上举着单词卡，
另外一个学生起来发号施令 ：Monday
蹲，Monday 蹲，Monday 蹲完星期二蹲，
这种中英文切换的游戏，学生们非常感
兴趣。 或者，请一个小组上台表演“传词
达意”（给第一个学生看单词卡，依次表
演传递，最后一个学生说出单词），学生
有了参与的意识，也就能快速启动知识
吸收模式。

后来 ， 几分钟的热身游戏也不能
满足学生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了 。 每当
学习感到累的时候，我一说，咱们休息
一下，玩个游戏吧，学生们立马打发走
瞌睡虫、走神虫、茫然虫，兴奋得不行。
可是，一堂课除了留给孩子热闹 ，总该
有点其他的吧。 但是，好不容易活跃起
来的气氛也不能轻易舍弃 ， 既然学生
的心理特点要求课堂生动、形象 ，而且
这个过程还要有所得、有所内化，用游
戏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就是最好的选
择之一。

以前，我教完一个语句后会布置小
组成员轮流操练。 想法很好，但是学生
积极性不高。 于是，我就派“游戏君”上
场了：打地鼠。 “1 号鼠”先起立“露头”，
句子说完整后坐下， 代表打鼠成功，接
下来是“2 号鼠”、“3 号鼠”、“4 号鼠”。 别
说学生感兴趣了，连我都跃跃欲试。

不只是小组任务，任何学习只要冠
上游戏的名字，学生们的脸上马上就呈
现出夏天般的热情。 实践证明，学生们
还是相当好“骗”的，以游戏的名义开启
学习模式，几乎全都中招！

窃喜之后我开始思考，为什么学生
这么好“骗”？ 之前抗拒且厌烦的事物换
了一个名头，聪明伶俐的他们就这么心
甘情愿地上钩？

心理学家阿德勒曾经说过，儿童自出
生起，就不断地追求发展，追求伟大、完善
和优越的希望图景，这种图景是无意识形
成的，但却无时不在。也就是说，每个孩子
都会本能地追求变得更好， 愿意接触、学
习更多的知识技能。只是由于儿童尚未成
年，必须依靠成人给予帮助。 倘若成人的
关注和引导有所作用也就罢了，如果成人
的努力朝反方向———扼杀了儿童对知识
的天性追求，则越努力越悲哀。

如此说来，我的小伎俩之所以能够
成功，归根结底要感谢孩子们对知识的
本来兴趣。 或许，我们教师所需要做的，
就是静静撒饵，等愿者上钩。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李官镇中心小学）

老师钓鱼
愿者上钩

□姚姝君
作为一名教师， 我在平凡的教学

岗位上经历了 15 个春秋。 至今，我仍
常常想起那些曾经教过我的老师，他
们依旧像巍峨的高山矗立在我的心
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时泽圣老师是我的初中老师。 他
给我的教益可谓深矣！ 我之所以成为
一名语文老师， 是很受了他的一番影
响。 记得初二那年，他从别的学校调入
清溪初中，成为我的语文老师。 为了激
发学生学习语文的热情， 时老师经常
把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读给我们
听。 我们在羡慕和佩服之余，也对学习
语文、写作产生了兴趣。 时老师还指导
我们做剪报，我按照他说的去做，几年
时间竟积累了好几本简报。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时泽圣老师在
班上朗读我的作文， 同学们都向我投
来羡慕的目光，我心中觉得好美。 现在
想来， 我的那篇作文其实是东拼西凑
胡乱抄来的， 但时老师的鼓励却点燃
了我自信的火把。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
在时老师的帮助下， 多次参加学校的
演讲比赛，并获得奖项。

时老师教我们古诗文时， 总是用
他那略微嘶哑的嗓音饱含深情吟诵给
我们听。 当时的我们，不仅不觉得背诵
古诗文枯燥乏味，而且觉得很好玩，放
学后走在田埂上也不忘来上一句 “北
国风光，千里冰封……”时老师写得一
手好字，钢笔字、粉笔字、毛笔字都很
好看，我最爱看他写的隶书。 他还懂得
几样乐器， 真正做到了语文老师要成
为“杂家”。

洪茂涛老师是我的物理老师。 虽
然他只教了我短短一年，但他的教诲，
我至今铭记在心。 当时他从师专刚毕
业，被安排到我们班任教。 我们班那时
在学校是“拖腿”班级，然而洪老师像
变戏法似的，用了很短时间，就把我们
班变成了先进班级。

记得那时班里抄袭作弊很严重 ，
洪老师为了扭转风气， 每次考试都采
用 AB 卷。 这样，坐在同一张课桌的两
个人都无法抄袭， 可洪老师却多了许
多麻烦， 每次考试他都要刻两张蜡纸
（俗称“刻钢板”），试卷难度还要保持
一致，改卷讲评都多有不便。 正是凭借
这种不怕麻烦的认真劲， 我们班的物
理成绩在年级名列前茅。

还有一位老师叫琚宜春， 学生时
代的我并不太喜欢他， 如今我却对他
越发敬仰， 因为他是我认识的体育老
师中真正把体育教学当作一项事业来
做的人。 那时，中考没有体育加试，许
多学生不上体育课。 他每次都要到教
室赶我们到操场。 当时我的 800 米长
跑总是不及格， 琚老师让我每天放学
留下来训练， 耐心地教我如何度过体
能极限，在他的哨声中，我的长跑竟然
及格了。

每当我在工作中懈怠时， 想想老
师们在过去的艰苦环境下仍然认真教
学、一心为了学生的高度责任心，心中
顿觉愧疚，更不敢有一点松懈了。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含山县第一中学）

给我终身教益的
三位老师

□金大勇

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而
已。 所谓的艺术家，从前是用

有色土在洞窟的石壁上大略画个野牛形
状，现在是购买颜料，为招贴板设计广告
画。 过去也好，现在也好，艺术家还做其
他许多工作。 ……实际上， 我认为喜爱
一件雕塑或者喜爱一幅绘画都有正当的
理由。 有人欣赏一幅风景画是因为让他
想起自己的家乡， 有人喜爱一幅肖像画
是因为让他想起一位朋友。 这都没有不
当之处。 我们看一幅画， 难免回想起许
许多多东西， 牵动自己的爱憎之情。 只
要它们有助于我们欣赏眼前看到的作
品，大可听之任之，不必多虑。

……
大多数人喜欢在画上看到一些在现

实中也爱看的东西， 这是非常自然的倾
向。 我们都喜爱自然美， 都对把自然美
保留在作品中的艺术家感激不尽。 我们
有这种趣味， 艺术家也不负所望。 伟大
的佛兰德斯画家鲁本斯给他的小男孩作
素描， 一定为他的美貌感到得意。 他希
望我们也赞赏这个孩子。 然而， 如果我
们由于爱好美丽动人的题材，就反对较
为平淡的作品， 那么这种偏见就很容易
变成绊脚石。 伟大的德国画家阿尔布雷
希特·丢勒画他母亲时，必然像鲁本斯对
待自己的圆头圆脑的孩子一样， 也是充
满了真挚的爱。 他这幅画稿如此真实地
表现老人饱经忧患的桑榆晚景， 也许会
使我们感到震惊，望而却步。 可是，如果
我们能够抑制一见之下的不快之感，也
许能大有收获， 因为丢勒的素描栩栩如
生，堪称杰作。 事实上，我们很快就会领
悟， 一幅画的美丽与否其实不在于它的
题材。 我不知道西班牙画家穆里略喜欢
画的破衣烂衫的小孩子们是不是长相确

实漂亮，但是，一经画家挥笔画出，他们
的确具有巨大的魅力。反之，大多数人会
认为皮特尔·德·霍赫绝妙的荷兰内景画
中的孩子相貌平庸，尽管如此，作品依然
引人入胜。

……
一个人为鲜花、为衣服或者为食物

这样费心推敲， 我们会说他琐碎不堪，
因为那些事情不值得如此耗神。 但是，
有些在日常生活中也许是坏习惯因而
常常遭到压制或掩盖的事情，在艺术世
界里却恢复了应有的地位。在事关协调
形状或者调配颜色时，艺术家永远要极
端“琐碎”，或者更恰当地说 ，要极端地
挑剔。他有可能看出我们简直无法察觉
的色调和质地的差异。 而且，他的工作
比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事情要远为复
杂。 他所要平衡的绝不止两三种颜色、
外形或味道，他的画布上有几百种色调
和形状必须加以平衡 ，直到看起来 “合
适”为止。 一块绿色可能突然显得黄了
些，因为它离一块强烈的蓝色太近———
他可能觉得画面上出现了一个刺耳的
音符，一切都被破坏了。 他必须从头再
来。 他可能为此苦恼不堪，也可能苦思
冥想彻夜不眠，或者整天伫立在画前想
办法，在这里那里刚添上一笔颜色就又
把它抹去，尽管你我根本看不出二者之
间有什么差异。然而，一旦他获得成功，
我们就都觉得他达到的境界已经非常
合适，无法再做些微的更动———那是我
们这个很不完美的世界中的一个完美
的典范。

以拉斐尔的圣母像名作之一 《草地
上的圣母》为例。 毫无疑问，它既美丽又
动人。其中的人物画得令人赞叹不已，圣
母俯看两个孩子的表情尤其难以忘怀。

但是， 如果看一看拉斐尔为这幅画所作
的速写稿，我们就开始省悟，原来这还不
是他最花费心力的地方，在他心目中，这
些地方都不成问题。他反复尝试，力求取
得的乃是人物之间的合适的平衡和使整
个画面极端和谐的合适关系。 ……看到
一位艺术家如此奋力地追求合适的平
衡，实在是件引人入胜的事。

……
艺术大师毕竟把自己的一切都奉

献给了作品，倍尝艰辛，呕心沥血，他们
至少有权要求我们设法弄清他们所追

求的是什么。
理解艺术永无止境， 总有新的东西

尚待发现。面对伟大的艺术作品，似乎每
看一次都是一种面貌， 好像跟活生生的
人一样莫测高深，难以预知。它是一个自
有其独特法则和奇异经历的动人世界，
谁也无从彻底了解， 因为谁也没有臻于
此境。 我们要想欣赏艺术， 也许最重要
的是，必须具备清新的头脑，随时捕捉它
的每个暗示，感受它的每种潜藏的和谐，
特别要排除冗长的浮夸辞令和现成空话
的干扰。由于一知半解而自命不凡，就远

远不如对艺术一无所知。
……
妙趣横生地谈论艺术不是什么难

事， 因为评论家使用的词语已经泛滥无
归，毫无精确性了。 但是，用崭新的眼光
去观看一幅画，深入画中去探险发现，却
是远为困难而又远为有益的工作。 人们
在这种旅行中，可能会带回什么收获，则
是无法预料的。

（选自 E.H.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
范景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艺术和艺术家
E.H.贡布里希每周推荐

教育妙招

且行且思

关键人物

我的“不愿意”和“愿意”
□徐 樑

童心绘师

中师毕业，即赴山区。工作 10 年，却
被频繁调动了 7 所学校， 先后教过语数
英、音体美、史地生等主副科 20 余门，这
是我从教以来最大的“亮点”。 身边同行
有类似经历者，委实不多。

频繁调动与填漏补缺虽有让人多见
多闻的可能性， 但更带来专业不专的问
题。频频变更工作单位，生出委屈愤怒之
情是自然而然的。夜深人静时，我不止一
次地追问自己：这一现状该如何改变？这
时，我读到了“另类校长”郑杰的《给教师
的一百条新建议》一书。

书中 “让自己成为稀缺资源 ”的一
段话，给了我莫大的启示。确实，对比那
些在撤并学校过程中能岿然不动的教
师，排除不公平因素 ，不难发现他们都
拥有一个共性，即都是稀缺资源。 他们
或拥有音、体、美特长，为一个乡镇的体
艺教育撑起一片蓝天；或在计算机领域

得心应手，成为信息技术教育不可或缺
的师资力量 ；或在学科教学 、学生辅导
上独树一帜，不可替代。 因为是稀缺资
源 ， 他们拥有了开展工作最起码的条
件———稳定的工作环境，进而得以在自
己擅长的岗位精益求精。 他们凭借自己
的努力，为自身事业的开创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所以，培养自己的特长，使自己
成为教师队伍中的稀缺资源，是受到学
生欢迎和学校认可的前提，也是赢得稳
定的工作环境、实现自身可持续发展的
基础，这是我作为一名“万金油”教师应
该努力的方向。

于是，从 2005 年起，我开始学习、反
思并进行写作，走专业发展之路。自在报
纸上发表第一篇文章开始，10 年时间，
我在各级专业报刊及网站发表文章 200
多篇。 与专业人士相比，数量虽然不多，
但写作带来的收获，却在文章发表之外。

古人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要让自己有东西可写，写出
的文章言之有物，总离不开写作前的积
极思考和长时间的实践积累。 记得曾经
发表过《读书笔记，不以字数论英雄》一
文 ， 就是困惑于教师读书工程流于形
式，从而对古往今来文人们做读书笔记
的各种方法予以比较，有感而发。 随即
又触发另一新的思考，学习先进经验应
追求的是神似而非形似 ， 同样撰文发
表。 可以说，每一篇文章的写作背后都
有自己的积极思考。 何况，致力于写作
的朋友都知道，写作与发表远非一一对
应的关系，一篇文章发表之前往往是由
多篇文章退稿做铺垫。 至今，我的电脑
里已存储了上千篇草稿，记录了我这些
年的思考，而这些思考让我成为别人眼
中“很有思想”的人。 5 年前，我能被推
选到学校教导主任的岗位，坚持写作是

主要原因。
写作还让我更加主动地学习。 俗话

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写作除从自
身生活工作中汲取营养， 另一途径就是
学习。于是，那些在别人眼中严肃有余而
活泼不足的教育类书籍， 轻松地走进了
我的生活。长期浸润其中，不知不觉地让
我远离了职业倦怠和唯经验论。

如今， 我已在这所村小连续工作了
7 个年头，教学成绩被学生、家长广泛认
可，年度考核连年优秀，主持了课题，研
发了校本教材，被认定为市级骨干教师，
彻底告别了四处奔走填漏补缺的状况。
2015 年暑期，还有城镇学校主动对我发
出调动工作的邀请。我认为，这一切均归
功于当年郑杰老师的建议： 让自己成为
稀缺资源！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
梓山完小）

让自己成为稀缺资源 □王辉庆

从风景如画的大学校园走上
工作岗位，光阴在繁忙的工作中
渐渐流逝。在匆忙的时间缝隙中，
总有一个人的影子在我的脑海深
处浮现，她便是我的大学班主任。

她是一名爱穿纤纤长裙的青
海姑娘，那时候与她走在校园里，
我们更像朋友；我们探讨人生，感
慨光阴的流逝， 说着生活的琐碎
烦恼。正是年轻的她，教会了我许
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记得大学生活最后半年，工
作已经有了着落， 似乎一切都十
分顺利， 我与她约在校园的长廊
里。 那是一个春天的午后， 阳光
洒满长廊， 柳絮在微风中飘向静
溪湖面， 柳枝在风中跳舞———优
雅而安静，仿佛时光永远静止。

置身在这样的风景中， 我感
到青春如此美好， 而一旦离开校
园， 还能继续这美好的生活吗？
我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以适应工
作岗位， 对身边的她诉说着一个
大学生对社会的恐惧。此时，从她
口里悠悠飘来的是一句：“做事，
要找对人！ ”是啊，想想自己在大
学期间承担的工作， 更多地都是
自己扛着，忍受着巨大的压力。在
新的工作岗位上，我要作出改变，
擦亮眼睛去寻找好的师傅， 寻找
到对的人，做更好的自己。

仿佛从那一天起， 我的世界
就变得明亮了许多， 在记忆的打
磨中，那个午后也变得更加美丽，
也是那次谈话， 让我明白了毕业
就在不远处， 要与这位可爱的年
轻教师多多相处。

人生第一个教师节， 在我成
为教师的第三个月到来。 当家长
们肯定我的工作、 体谅我的辛苦
时，我才懂得做教师的真正意义。
面对天真纯洁的孩子们， 我们不
要忘记当初怀揣对幼教事业的赤
子之心，从每天的小事做起，点点
滴滴。

“静思敬语，诗意生活”是我
的人生追求。冷静地思考，以敬爱
之情对待孩子， 以宁静的心面对
工作，找回爱，做到爱，才能真正
体现对孩子内在的爱和外在的尊
重、包容。 用心雕刻每一分时光，
有韵律、诗意地生活，是我心底的
期望。

难以忘记静溪湖畔的美丽风
景，更难以忘记她对我的帮助，时
光不曾让我们远离， 感谢她曾经
陪伴我成长！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
经济技术开发区幼儿园）

时光不曾
让我们远离
□黄崇飞

成长需要契机，需要助力。成长路
上，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不可言说之痛，有
人说你，有人骂你，但事后回想，真要感
谢这些人和事，感谢这些严
苛与困难，让你更快成长。本
期，我们随4位教师的讲述，
分享他们成
长的心酸与
喜悦。

在近 20 年的教育生涯中，总有一个
又一个的“他”逼我赶路，陪伴我走过幼
稚、笨拙、迷茫的时期，“他”像一个强劲
的助推器，不停地推着我向前，向前，永
远向前。

“我们班的前任化学教师上课从不
带化学课本，但每节课都讲得滔滔不绝，
课本上的内容，他都能准确地说出。 ”化
学课代表对我说。 没想到，我接手的第
一节化学课，就遇到一个“不冷不热”的
教学问题。 我在学生时代就十分反感教
师照本宣科，如今，我的学生也讨厌教师
照本宣科。

从那节课开始，每天课前我都要合
上课本，对着镜子试讲一遍，自我纠正讲
课的不足，直到从头至尾不看一眼课本。
除了能“不带课本”上课，我还根据化学
知识创编了童话故事和顺口溜，课后作
业也自己设计。 过了一段时间，学生们

啧啧赞叹道 ： “你比前任化学教师还
强！ ”得到学生们的欣赏，我更加努力，
不断突破教材的局限，竟发现了更多的
学科魅力。 同事的优秀，学生的期待，成
为我初入职时最强劲的动力。

工作第 3 年 ，我把 30 篇课文题目
连缀成一篇文章 ， 发表在 《小学生作
文辅导 》上 。 私下里 ，我自鸣得意 ，妻
子瞥了我一眼 ， 泼了一瓢冷水 ： 这篇
长不足 600 字的文章 ， 还只是发表在
一个小刊物上 ， 算什么本事 ， 有本事
就把文章发表在 《人民日报 》上 。 红着
脸颊的我 ， 也不甘示弱 ， 开始每天坚
持读书看报 ， 写千字文 ， 不断磨砺稚
嫩的笔触 。 嘿 ！ 没想到过了不久 ，一篇
拙作竟真的刊发在 《人民日报 》上 ，令
妻子刮目相看 。 而我也开始关注各大
报刊的征稿 ， 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 。
可是 ， 父亲的一席话却让我开始反

思 ：“文章发得那么远 ，讲一些不痛不
痒的话有什么用 ？ 倒不如关心关注身
边的事情更有意义 。 ”是啊 ，写文章是
为了发表还是为了活得更有价值 ，这
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很久 。

接下来，我开始关注周围的教育生
态，并向当地媒体投稿。 一篇宣传我们
学校有效推行“光盘行动”的新闻稿件，
受到县电视台和教育局领导的重视。 他
们亲临学校采访，并将我们学校的经验
进行推广。 那时候，我才觉得自己写得
有意义。 近 5 年来 ，我在妻子 、父亲的
“逼迫”下，一直奔跑在爬格子的路上，且
跑得越来越有劲。

在教学上积累了一定经验的我 ，
渐渐开始放松下来。 可是没多久，就被
教科室主任逮个“正着”。 “教学上你是
一把好手，教研上难不成你抬不起手 ？
你敢不敢立项做课题？ ”主任笑着对我

说。 我毫不犹豫地说了一句：“敢！ ”就
这样 ，我又被 “逼 ”上了课题之路 。 起
初，我以为做课题容易 ，写好立项申请
书就行了。 可接下来遇到了大麻烦，尤
其是课题的结题材料和申奖材料把我
整得头昏脑涨 ， 前前后后去教研室磨
课题磨了七八次。 最后一次，我真想甩
手不干了 ， 可主任丢给我那句话总是
回荡在耳畔。 3 个月后，课题总算荣获
市级一等奖，主任笑不可支：“小子 ，你
真有两把刷子 。 ”接着 ，他又分配给我
几个课题。

路漫漫其修远兮。在成长的道路上，
一直有人“逼”着我不停地赶路，虽然像
一只陀螺，不停地旋转，但累并快乐着。
如果没有一个又一个助推器，也许我的
成长进程还会迟到好几年。感谢那些年、
这些年“逼”我赶路的人。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邻水县九龙镇中学）

逼我赶路的“他” □唐运东

工作 3 年后，我被调到一所办学条
件相对较差的村小工作。 临走那天，学
生从教室里跑出来， 围着不让我离开。
这一幕，正好被前来接我的村小校长看
见，他在当年的教师节表彰大会上提起
这件事，还颇有感触地说：“一个被学生
惦记的老师就是一个好老师。 ”我记住
了校长的这句话，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从
教格言，更加努力地工作。

由于办学条件较差，每年都有大批
学生从村校转到镇中心校，但我的班始
终没有一名学生转走。 尽管有学生搬家
到镇上，但他们依然克服重重困难留在
我的班里。 看着他们每天走那么远的路
来上学，我心疼不已 ，就动员他们转到
镇中心校去，几次都没有成功。 我知道，
他们惦记着我。 每年寒暑假，都有大批
学生来我家做客， 学生参加工作后，还
不停地给我写信，回乡探亲时也不忘到
我家来看我。

“学生惦记着我”，成为我不断努力
进步的动力所在。 因为学生流失，学校间

隔几年就把两个班合并成一个班， 合并
后的班由我担任班主任， 校长说只有我
才能留住学生。 带着校长的信任，我走马
上任， 开始调查研究———确定目标———
制 订 班 规———培 训 班 干———开 展 活
动———及时评价，一个月后，班级面貌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连做操站队，我
班学生都有一股精气神。 学校组织学生
到军营参观，5000 米路程，我班学生走得
整整齐齐，中途没有一个人掉队。

我们学校的学生都是农民子弟，班
主任最怕收学费， 学生多数迟迟不交，
有的一拖就是一两个星期，而在我的班
级，收费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许多教
师不相信，开学时就来参观。 我在讲台
上放一个盒子，宣布收费开始 ，学生自
觉地把钱放进盒子，不记名字。 几分钟
后，收费工作结束，清点后分文不差，其
他班教师这才信服。

校长经常鼓励我 ， 也让我更加勤
勉，不敢有丝毫懈怠。 记得十几年前，学
校给我一个学科带头人的参评指标。 准

备材料时，我才得知这个指标是校长要
来的。 当时，市教育局看我们学校规模
小没有给指标，校长知道后 ，对主管领
导说：“虽说我们学校规模小，但一样有
优秀教师，必须拿出一个参评指标。 ”校
长为我争指标的事感动了我，我精心准
备参评材料，做好了一切参评准备。但终
因获奖证书太少，没能评上。 从那以后，
我暗下决心，要抓住一切机会锻炼自己，
尽快成长起来。 慢慢地，我的获奖证书多
了起来，盒子装不下改放抽屉，抽屉放不
下又改放大皮箱。 再次参加学科带头人
评审时，我顺利过关，随后是市学科带头
人、市百优班主任、市优秀教师、市十佳
教学能手评选，我都一一过关。每当获得
一项新的荣誉，我就想起当初校长为我
争指标的事，一刻也不敢放松自己。

我是幸运的， 遇到一个懂教育、尊
重教师、爱学生的校长。 他的“做一个被
学生惦记的老师 ” 这句话不断激励着
我，让我冲破障碍不断向前。

（作者单位系新疆博乐市锦绣小学）

做一个被学生惦记的老师 □吕慧渊

广东省深圳市行知小学 彭诗闽 指导老师：陈晓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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