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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教育崛起的发言人

名师有约

野 我冶的原创教学生涯
累的故事尧 案例再次拿出袁 一本新的原
创作品就会在自己的手上诞生浴 四是时
代在变袁 新的报纸杂志尧 书籍天天都有袁
根据自己的兴趣袁 选择一些年年去触摸袁
就是让自己生活在新世界中袁 就是让自
己生活在不落伍的原创世界里遥

阴 高子阳

在教师专业成长的研究中袁 有一个
字需要重新认识袁 这个字就是 野我冶遥 汉
字之 野我冶袁 非常好玩袁 由 野手+戈冶 组
成遥 野戈冶 是古代武器袁 工具的一种遥
野我冶 就是 野我发明工具尧 我有了工具尧
我手拿工具去做事冶 的意思遥 发明与使
用工具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遥 丹
麦有一部电影叫 叶原创人生曳袁 该片曾经
获得国际最佳影片奖遥 这部影片给所有
人一个共同启示院 人生在可以 野原创冶
时袁 为何还要当别人的 野副本冶钥 那么袁
每位中小学教师袁 如何从原创出发袁 用
上几十年来创造自己的原创教学生涯钥

你真会使用自己的双手与大脑吗
大凡熟知苏教版国标本小学语文教
材的老师袁 都知道这套教材的第一篇课
文是 叶人有两个宝曳袁 这是人民教育家陶
行知写的诗袁 是一年级小朋友会背诵的
诗遥 新课程改革以来袁 很多语文老师在
课堂上讲了这首诗袁 并引导学生反复背
诵袁 也一次又一次地考了这首诗遥 试问袁
教过此课的语文老师袁 您用心背了吗钥
您执教已经有段岁月了袁 您是如何使用
这两个宝的钥 您的双手与大脑袁 创造出
了多少教学精彩钥 您创造的教育教学故
事袁 能一一列出来吗钥 您把双手与大脑
创造的故事写出来发表和出版了吗钥 这
些问题袁 如果没有明确的答案袁 说明您
只是教课文袁 只是教学生袁 忘记了教自
己袁 也可以说您没有任何障碍地读懂了
这首诗袁 也只是处于读懂的水平袁 您不
知道这首诗原来对您本人也有用遥 这就
是当下教师普遍存在的问题遥 所以袁 我
认为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袁 首先要认
识自己的双手与大脑袁 要明白自己的原
创教学生涯就是经过自己的双手与大脑
一日一日地做出来的遥
说到这里袁 肯定有老师会说袁 我每
天都忙碌地上课尧 备课袁 认真批改学生
的作业袁 您不能说我没有用手用脑浴 我
没 有成 长 为优 秀袁 与 我 的 学 校领 导 有
关遥 看看我的校长及其团队袁 你就会明
白袁 他们根本就不是一个能让所有老师
快乐成长的领导遥 我们面对这样的管理
团队袁 只有按部就班地教学袁 并跟随绝
大多数老师一起放弃优秀尧 放弃成长遥
有这类思想的老师不占少数袁 这类学校
也不占少数袁 这也是相当顽固的事实浴
想改的确有困难浴 而分析一些成功教师
的成长案例袁 其中有很多名师袁 也处于
类似的环境之中遥 由于这些老师心中有
一种与他人不一样的理念袁 坚持用自己
的头脑解读教材袁 用自己的智慧准备每
一节课袁 教完之后袁 用自己的双手与大
脑记录尧 思考自己的得失袁 他们不再局
限于学校的小圈子袁 开始走入社会大圈
子遥 他们清楚校长管理团队再糟糕袁 也
不会把他们的双手与大脑全捆上袁 他们
默默努力袁 没过几年就成了很多人乐以
言说的专家遥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袁 你愿挤吗

高子阳院 江苏省特级教师袁 现系江苏省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语文教师遥
在 叶人民教育曳 叶中国教育报曳 等报刊上发表 400 多篇教育教学论文遥 出版
专著 叶做见识型小学语文教师曳 叶儿童写作教学新论曳 等 10 余部遥
绎中小学教师的专业成长袁 首先要认识自己的双手与大脑袁 要明白
自己的原创教学生涯就是经过自己的双手与大脑一日一日地做出来的遥
绎教师的专业成长其实非常简单袁 遵照杜甫所说的 野读书破万卷袁
下笔如有神冶 去做就行了遥
绎时间其实不需要挤袁 关键是自己能否固定在某时间段袁 一天又一
天做自己原创的事遥

你 野读书破万卷袁 下笔如有神冶 吗
可以这么说袁 所有的语文老师都在
课堂上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野读书破万卷袁
下笔如有神冶袁 他们都希望学生能做到遥
与 叶人有两个宝曳 的教学现状一样袁 绝
大多数的老师只是教尧 重复教袁 自己却
没有去破万卷书遥 教了几十年的书袁 也
拿不出几篇像模像样的文章袁 有神之文
就不用提了遥 自己做不到袁 一年又一年
地尧 欺骗式地要求学生去做遥 现在没爱
上读书的语文老师袁 哪所学校都有很多曰
对职称评定需要有论文袁 哪所学校都有
很多抱怨的老师袁 为了职称东拼西凑采
取不正当手段发表文章的袁 大有人在浴
试想想袁 连老师都抱怨写文章袁 学生能
爱上写作钥
老百姓对好多学校为什么不满意钥
为什么好多校长不能把学校办成一流钥
校长及自己的团队都不爱读书袁 都不爱
写作袁 这样的领导团队怎么可能带领全
体教师读起来钥 笔者工作 20 多年袁 走过
20 多个省袁 看过很多学校遥 一个县那么
多的校长袁 爱读爱写的校长达不到 10%袁
有好多学校居然找不到一位手捧书卷的
教师袁 找不到经常有文章发表的老师袁
而真正的名校爱读爱写者决不缺少遥 一
个全体师生都能爱读书尧 爱写作的学校袁
注定是一流学校袁 也一定会成为世界名
校遥

在多次教师专业成长的培训讲座中袁
我说教师专业成长非常简单袁 遵照杜甫
所说的去做就行了遥 读万卷书 渊古代一
卷书 3 万字左右冤袁 每周读一本 10 万字
的书 渊一天读 20 分钟就可以完成冤袁 需
要 60 年的时间袁 天天读 20 分钟袁 人人
都可以达到万卷遥 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
师袁 要想让自己的原创教学生涯更独特袁
有几类书不能不读遥 一是起码要读完一
两千本儿童文学作品遥 不读这些书袁 你
就难以懂得儿童袁 你所写出的儿童就会
缺少 野神冶遥 现在数万以计的图画书 渊也
叫绘本冤 你不知道几百本袁 你怎么带领
着三年级以前的学生进行大量阅读钥 如
果你头脑中没有三四百本桥梁书袁 那三
四年级的整本书阅读袁 你怎么去推进钥
你没读完二三百本安徒生文学奖尧 纽伯
瑞儿童文学奖等世界级的获奖经典作品袁
你所教的五六年级学生不终生遗憾吗钥
那些高水平的科普著作尧 儿童哲学书籍袁
你不读上二三百本袁 如何让学生去自由
选择钥 有一两千本儿童文学作品垫底的
老师袁 肯定是乐己尧 乐人尧 乐天下型的
原创型教师浴 二是要读百余本教育理论尧
心理学尧 成功学等书遥 读这类书袁 你才
会懂得教育理论书自己也能写遥 当你开
始创作你的教育理论书时袁 你的真正原
创就要走向世界了遥 三是读百余本专业
的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类书遥 现在这类书
太多了袁 读上百余本袁 你就会发现这类
书的创作规律袁 你一定会把自己平时积

当下袁 中小学教师对自己的工作常
常以 野累冶 抱怨遥 教师是不是一天到晚
都在忙着备课尧 上课尧 批改作业袁 处理
学生之间的事袁 并且累得不行了钥 我观
察过尧 研究过袁 累者有袁 但大多数教师
并非想象的那种累遥 很多人说累袁 其实
是以 野累冶 掩饰袁 以 野累冶 逃避成长遥
可以这么说袁 当 野累冶 字一而再尧 再而
三地出现在教师的嘴上时袁 该教师几乎
就是一个单一的 野教师冶 了袁 他们选择
野累冶 来放弃自己的原创遥
上帝非常公平袁 每个人的一天都是
一样的要要
要24 个小时遥 研究一些教育名
家成功历程袁 发现两个特别的时间段他
们在做着特别的事遥 一是早晨 5 点至 6
点袁 他们天天早起不睡懒觉袁 起来后不
是立即去锻炼袁 而是在书桌前写上一小
时袁 然后再早锻炼尧 吃早饭噎噎二是晚
上 8 点至 10 点袁 这段时间的他们袁 不坐
在沙发上看电视袁 不是在麻将桌上玩袁
也不是在酒桌上谈事袁 而是在看书尧 思
考尧 写作袁 然后带着一天的收获进入梦
乡遥 为什么同样是早晨 8 点走进学校袁
晚上 5 五点离开学校袁 教师差距那么大钥
原因是在学校里袁 科学使用时间存在差
距曰 在学校外袁 科学使用时间更是差距遥
时间其实不需要挤袁 关键是自己能否固
定在某时间段袁 一天又一天做自己原创
的事遥
美国的格拉 德威尔在 其著作 叶异
类要要
要不 一 样 的 成 功 启 示 录 曳 中 说 院
野一个人要成才袁 需要的是 10000 个小时
的训练遥冶 日本教育家佐藤学之所以能成
功袁 与 他 30 年听了 10000 节课 尧 组织
2000 多场讨论有关遥 中小学教师要想成
功袁 同样需要用 10000 个小时真心做着
教育教学事遥 一天用上 1 小时 袁 10000
个小时就是 27 年遥 如果一位老师一天能
找上 3 小时袁 去读书尧 去写作袁 10 年就
能成功浴
综上所述袁 每位中小学教师袁 只要
每天用好自己的双手去实践尧 大脑去思
考袁 每天读读书袁 写下自己的创造袁 三
四十年的教学历程袁 定能铸成一部自己
的原创教学生涯之著遥 美国著名作家多
萝西娅窑布兰德在 叶成为作家曳 一书中写
到院 野我不会因为认真地写出小说作家
遇到的困难而道歉袁 但是我会为两年来
我 没能 为 作家 书 库添 一 本 书 而 心 怀歉
意遥冶 作为一名老师袁 如果我们一年没有
上出几节让自己与学生满意的课袁 报刊
上看不到自己一年的教学思考袁 我们也
应该心怀歉意遥 我们只有有了这颗歉意
之心袁 我们才会真正用自己的双手尧 大
脑创造出完美的原创人生遥

让行动力听从生命规定的内在召唤
阴 张国庆

无论从哲学角度还是从心理需求的
角度来讲袁 成长都是每个人的生命规定尧
本能诉求袁 但我们的生命行动却一直在
顽强地抗争生命赋予的规定袁 抑制我们
的本能遥 当我的思考走向深处袁 我从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中看到了不同生命的个
体特征袁 联想到了教师目前必须面对的
成长环境袁 引发了我对生命潜能的思考遥
我们的成长行动之所以一直在拒绝
生命规定的内在召唤袁 是因为我们没有
找到自己的生命唯一遥 这种唯一性表现
在院 人的个性不同袁 形成了人与人之间
兴趣爱好的不同袁 看待问题尧 处理问题
的方式尧 角度不同曰 人的才能不同袁 每
个人都是某一个领域中的天才袁 又是其
他领域中的 野蠢材冶遥 这种不同表征着这
样一个真理袁 人的唯一性与独特性反映
着我们的成长道路尧 方向尧 目标是有差
别的袁 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路途中应
该有所为有所不为遥 我们应该选择那些
最适合自己生命优势的成长领域袁 摈弃
自己的生命劣势遥 纵观我们所熟悉的那
些名师尧 名家就会发现袁 他们教育教学

主张有区别袁 他们的教育教学方式尧 管
理技巧尧 交往艺术都深深地镌刻着个性
的烙印袁 他们的教育教学特色袁 我们只
能借鉴袁 无法全套照搬遥 由此看来袁 我
们很有必要认真考察一下自己生命存在
的唯一性袁 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成长领
域遥 没有经过考察的成长行动袁 当然会
让我们体验到生命的惊喜袁 但这种成长
行动容易让我们朝三暮四袁 得陇 望蜀袁
其结果很可能是我们懂得很多袁 好像无
所不知袁 殊不知这种 野全知全能冶 式的
成长行动使得我们无法做到一门深入遥
成长行动的力量袁 最需要适合生命
规定的内在召唤的优良环境遥 教师的行
动力袁 是与一个个不同个性的教师的
野独特冶 性紧密相连的遥 由于独特袁 有的
教师善于营造环境用自己对教育教学的
激情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曰 有的 教师袁
则善于通过专业性的引导袁 在课堂环节
的设置上让学生走进文本的深处曰 有的
教师会在不同的讲授中有效地抓住学生
的灵魂遥 这些不同的教育教学方式袁 完
全是由他们生命内部的固有机制所形成
的特殊能力决定的袁 它并不意味着某种
教育教学方式好得无懈可击袁 也不意味

着另外的教育教学方法一定落后遥 但是袁
现在来自相关职能部门对教师的太多评
价抑制了教师的行动力量遥 就拿用行政
力量对某种课堂模式的推广来说袁 评价
标准的单一性已经无法容忍教师自己的
个性天地袁 他们对教师的业务评价唯某
种模式为唯一的评价标准袁 不准教师在
某种模式面前越一步雷池遥 这种外在环
境的强势袁 干扰尧 打乱了生命的内在规
定袁 泯灭了教师的成长意志袁 扼杀了教
师的成长激情遥 不夸张地说袁 许多有成
长欲望尧 行动力量的教师之所以中途而
废袁 与这些强行干扰教师教育行动的强
势外力有着脱不开的干系遥 强制扼杀教
师生命的内部规定袁 是影响教师行动力
量的无形杀手袁 对此现象袁 很多教育管
理者却浑然不觉遥
生命规定的内在召唤还意味着袁 我
们每一名教师都是一个潜在的可能遥 这
个表述意味着袁 在成长的道路上袁 我们
每一名教师都会产生自己的辉煌袁 都会
发出自己的光和热袁 都会在教育教学的
某个领域有值得自己津津乐道的建树遥
我们之所以缺少自己的骄傲袁 归根结底
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行动起来袁 因为缺少

本报地址院郑州市顺河路 员员 号 邮编院源缘园园园源 国内统一刊号院悦晕源员原园园圆远 邮发代号院猿缘原44 网址院http://www.shuren100.com

PDF created with pdfFactory Pro trial version www.pdffactory.com

行动袁 我们就会认为自己的 野可能性冶
是一种虚无遥 所谓潜在袁 就是 野规律与
应该冶遥 谚云袁 野种瓜得瓜袁 种豆得豆冶袁
当我们把潜在当成虚无的时候袁 我们需
要进行这样的考察袁 教师的专业成长需
要阅读的浸润袁 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袁
需要行动的力量遥 我们行动了吗钥 如果
我们没有行动力袁 那么我们所认为的虚
无就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袁 是有 野规律与
应该冶 决定的袁 这是一种必然曰 如果我
们一直在行动袁 那么我们所认为的虚无
就是一种假象袁 它同样是有 野规律与应
该冶 决定的袁 同样是一种必然遥 内在生
命的规定袁 可以让我们成为最优秀的自
己袁 也可以让我们成为 野蠢驴冶遥
我想说袁 无论我们现在所处的是一
个多么恶劣的成长环境袁 无论我们遭受
了多么糟糕的生命际遇袁 让自己的生命
开花却是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追求遥 当我
们怀有这种美好愿望并想让愿望变成现
实的时候袁 我们不妨从现在起袁 快快行
动袁 不要迟疑遥 只要行动起来袁 就会像
犟龟那样袁 终会遇到自己的隆重庆典袁
因为这是生命规定的内在召唤遥
渊作者单位院 淇县朝歌镇石桥小学冤

阴 常亚歌

能不能发现并研究好自己教
学中的问题是教师走向自主成长
的一个关键袁 也是评价一位教师
从教学熟手成为研究型教师的重
要标准遥
不可否认袁 十年的新课程改
革中有很多新的教育理念不断地
叠加到中小学一线教师头上袁 很
多学校以 野走出去冶 野请进来冶
的方式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尧 学
者走进课堂袁 参与到本校的教学
研究之中袁 进行一系列教育课堂
的研究和改革遥
当我们走进教师当中袁 随意
问一位上课老师现在关注和研究
的问题是什么袁 估计有很多老师
答不上来遥 但是袁 如果提及某些
名家的成长历程和主要观点时袁
则有不少老师如数家珍遥 这不能
不说我们的教师不爱学习袁 不能
说我们的教师不虚心求教袁 但这
种现象比较奇怪袁 那就是自己对
自己不甚了解袁 反而积极关注别
人的事情遥
近几年来袁 我发现极少有专
家学者蹲在一个实验学校与全体
教师一起研究该学校或教师发展
中的突出问题袁 然后拿出大量的
时间进行梳理尧 研究袁 找出应对
的策略遥 与之相反的倒是袁 不少
专家尧 学者或研究机构邀请一些
单 位 或 教 师 参与 其 研 究 的 课 题
中袁 以便让我们为之提供所需的
研究素材袁 最后为参与者换取一
张证书遥 这种 野请进来冶 对教师
自 身 发 展 来 说并 没 有 真 正 的 意
义袁 因为袁 我们从头至尾都是在
为别人的问题服务的遥
鞋子是否合适袁 只有自己的
脚知道遥 一个老师的发展首先要
建 立 在 自 己 的工 作 对 象 的 研 究
上袁 即要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是
谁袁 他们有什么问题袁 自己的教
授方式是否合适袁 还有哪些改进
空间等遥 这些都是教师发展中必
须面对的必答题遥 而在解答这些
必答题时袁 我们要采取的基本步
骤至少有三个遥
首先袁 要在自己常见的教学
行为 前 面加 上 一个 野 为什 么 冶 遥
不要小看这三个字袁 这三个字在
很多老师眼中早已消失多年袁 并
且 越 是 优 秀 的教 师 越 不 会 提 出
野为什么冶遥 因为太多的 野胜利冶
让这些教师成了通晓万物的 野圣
人冶遥 其实不然袁 我们很多有价
值的问题就在一个简单的 野为什
么冶 之后遥 比如袁 我们在讲完一
篇课文之后袁 按照课后的要求提
示让学生背诵课文某某段落袁 这
时袁 我们是否应该站在学生的立
场上问一下院 野为什么要背诵这
几段呢钥 不背行不行钥冶 于是便
引出了第二个问题要要
要野不这样
做行不行冶遥
在处理 野不这样做不行冶 的
问题上袁 很多人都给予了简单而
坚决地回答院 野书上要求这样做
的袁 不这样做不行遥冶
是的 袁 书 上是 要求 这 样做
的 袁 但 书 上 为什 么 要 求 这 样 做
呢钥 我们再一次进行追问之后袁
不少老师或许有些迟疑袁 当然也
有不少老师拿出一句屡试不爽的
答案回答我们 野背诵这些段落是
为了让学生积累更多的词语袁 有
利于他们的写作冶遥 那么袁 我们
还要追问 野背诵了这些段落真的
有助 于 学生 的 积累 和 写作 吗 冶 钥
答案似乎对袁 也似乎不完全对袁
因为我们很多写作能力较强的学

生并不一定是那些背诵能力好的
学生袁 有时还相反袁 一些记忆能
力超强的孩子在写作上并没有与
他们 的背 诵 能 力 野 齐 头 并 进 冶 遥
那么袁 针对这些问题是否需要我
们教师予以关注和研究呢钥 于是
这便引出了第三个问题要要
要为了
达到 野让学生更好地写作冶 的目
的袁 我们就要对第三个问题 野是
否还有更好的办法冶 进行解决遥
对 于 野 是 否还 有 更 好的 办
法冶 的问题便催生出教师要在原
有方案上提出一个或几个更为优
化的方案来遥 还是以 野背书冶 为
例袁 既然我们断定背书的目的是
为了让学生 野积累素材和提高写
作冶袁 那么袁 我们能否还有比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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诵这种方式更为科学的办法呢钥
如果有袁 那该如何做更为科学尧
更为合理呢钥
于是袁 有的教师就给学生列
出了一系列有计划的阅读书籍袁
以宽泛的阅读来增加学生对文字
的感知能力袁 同时在自己的课堂
上时刻关注文本在写作方法上的
挖掘和归纳遥 当然袁 有些用心的
教师还要与学生一起 野下水冶 写
日记尧 写作文袁 并与他们一起探
讨日记尧 作文的写作方法和写作
视角等遥 长此以往袁 他所教授的
学生在写作和阅读等方面或许有
些变化遥 如果没有袁 我们则同样
与学 生 一 起 总 结 反 思 过 去 的 做
法袁 使之慢慢修订和完善遥 这种
行动方式很多人已经尝试过袁 薛
瑞平老师现在就是这样做的袁 李
希贵老师当年也是这样做的遥
然而袁 我们很多人在关注他
们一部部著作的时候袁 往往忽视
了他们成功背后的基本规律袁 那
就是抓住一个有价值的问题一追
到底遥 这其实也是教师与学生共
同进 步 尧 共 同 发 展 的 野 关 键 事
件冶袁 而这些关键事件则源于教
师的自我观察尧 自我反思和自我
追问遥
渊作者单位院 济源市教育局冤

近日袁 舞阳县教科体局举办全县小学语文教师 野师带徒冶 结业
仪式和名师报告会遥 舞阳县的张素琪等 5 位教师一年多来袁 师从江
苏省无锡市南湖小学校长武凤霞袁 以进校跟班尧 网上辅导等形式学
习名师的教育教学技能袁 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遥 图为报告会上
武凤霞在上公开课 叶祖父的园子曳遥
本报记者 代修鹏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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