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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 成长沙龙

感受研究的幸福所在
阴 孙贞锴

教师开展教学研究的前提是有
野慢功夫冶 野深功夫冶 野真 功夫冶
野硬功夫冶袁 是 野全身调理冶 而不是
野短期效应冶袁 但现在一些中小学教
师的研究无论在理性认识还是实践
操作上袁 多有重复简浅尧 浮在表层遥
原因难以一言蔽之袁 不过有一点是
无疑的袁 即 野功夫不到冶遥
中小学教师从事研究工作袁 必
须端正思想和心态袁 多做一点沉潜
的 野酿造冶袁 少求一点 野暴发冶 式的
野打造冶遥 有两种心态要不得院 一是
野急于求成冶袁 刚刚做了点工作就想
收获袁 收获不到就沉不住气曰 二是
野见好就收冶袁 收获一点成果就不干
了袁 就伸 腿了遥 可 见袁 不练 野功
夫冶袁 不肯深入扎实地下 野功夫冶 是
不行的袁 流于肤浅也就不足为怪遥
要想使你的研究避免流于肤浅袁
下列几点很值得有志于研究的教师
注意要要
要
一是要 坚持自 觉的阅读 学习 尧
自我充电袁 以此丰富自我底蕴袁 同
时最好做一下笔记袁 记录学习心得尧
自我感思与发现遥 这方面还要有所
侧重袁 不能好高骛远尧 四面出击袁
不要期望 野一口吃个大胖子冶遥
二是要 注重从 教育教学 细节 尧
课堂教学和学生工作中的 野关键性
事件冶 渊如 野课眼冶尧 闪光点尧 失败
之处尧 灵感一现等冤 上发现问题尧
分析问题袁 注重对初始的朴素的实
践素材进行概括尧 梳理尧 归纳袁 注
意对原生形态问题的提纯尧 转化袁
使之进入 野研究形态冶袁 从而做到
野化整为零冶 和 野零存整取冶 相结
合遥

阴 林高明

激发上课的热情袁 激发创造课堂教
学生活尧 创造教育的激情遥 教育教学工
作一般而言袁 没有太多的波折与悬念袁
没有太多的直接可见的成果袁 也没有
野今天投资袁 明天回报冶 的返现要要
要在
一般人的感觉中就会显得平淡无味袁 在
这个狭小的时空中就会显得缺乏一种新
鲜感袁 缺乏一种挑战感噎噎久而久之袁
职业倦怠就会如无形的藤蔓缠绕在教师
的身心中袁 挥之不去尧 驱之不散遥 这种

三是要注重学理上的探究袁 养
成课程的敏感和自觉遥 教学研究不
能停留在 野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冶
野跟着感觉走冶 的状态袁 要走向理性
认识上的成熟和成型袁 在实践中尽
可能地随时挖掘尧 跟进学习尧 优化
积累遥
四是要注重文献资料的搜集整
理尧 学习利用遥 不要简单套用移植袁
要有自己的辨识袁 要对一些经不住
验证的东西保持警醒遥
五是要注重通过多向讨教尧 交
流尧 调研对自我的研究加以验证尧
补充和检讨袁 不要 野关起门来自说
自话冶遥 对于一些听课和教研尧 研讨
等活动袁 不要总以消极的心态进行
观望乃至抵触袁 或者觉得无所谓袁
而要抱着虚心姿态积极参与袁 从中
吸收和发现对自己有价值的东西遥
六是要克服文人相轻的褊狭思
想袁 不要对别人的教学教研妄加评
议袁 不要有了成绩就自高自大或者
故步自封袁 要多了解尧 学习身边的
人袁 要敢于尧 乐于与他人分享和共
享研究中的收获袁 也要坦然面对可
能出现的一些冷嘲热讽尧 无端指责袁
积极稳妥尧 坚忍执着地开展教学研
究工作袁 不断完善和 提升自我 的
野专业品质冶 和 野专业人格冶遥
还要注意 野读写结合冶 野行著
结合冶袁 专业学习尧 教学实践尧 专业
写作三者要有机融合遥 教学研究只
野行冶 不 野著冶 容易使教学研究止步
于常态工作袁 只 野著冶 不 野行冶 容
易使教学研究异变为 野关起门来耍
笔杆子冶 的 野空中楼阁冶遥 所读所学
要尽可能自觉渗透和运用到自己的
野行冶 野著冶 之中袁 在所 野行冶 所
野著冶 过程中也可根据自己的突出困

惑进行有针对性尧 有选择性的专业
阅读尧 专业学习遥 在 野写冶 这一方
面袁 不要急促 袁 可以先放低要求袁
定期写点简短的教学反思尧 课堂感
悟尧 教学故事尧 小随笔袁 慢慢通过
学习和历练再提高要求遥 对一些素
材问题进行深加工袁 有一定基础之
后进行 野进阶练习冶袁 从习惯的 野低
难 度动作冶 开始转入 野 高难度 动
作冶袁 尝试深度写作遥 在写作上可能
会形成某一方面的擅长袁 比如有的
人很擅长写随 笔或者写故事等等袁
擅长的一面要发挥和发展袁 但也要
注 意避免在 单一层面的 野自我 重
复冶遥
教学和研究对中小学教师来说
不是谁先谁后的关系遥 学校应努力
创设工作学习化尧 教学研究化的氛
围袁 引导一线教师树立 野科学发展
观冶袁 在抓实教学尧 注重教研两者之
间达成理性 尧 动态尧 潜隐的平衡遥
当然袁 为了提高研究品质袁 在一个
阶段的教学之后袁 利用一定时间进
行集中尧 专门的梳理是必要的袁 因
为一线的俗务尧 实务很多袁 有的发
现往往昙花一现袁 这就需要趁热打
铁做好记录尧 整理尧 分析遥 因为时
间尧 能力尧 精力的局限袁 加上单一
层面的局限 渊比如听了某教师一节
课可能有发现袁 但听了很多节以后
可能又会发现新的东西尧 对原来单
纯一节课的认 识做出修正尧 补充曰
又如袁 综合分析了很多文本解读资
料后袁 你设计出一节教学例案并加
以实施袁 感觉不错时袁 又发现了新
的资料尧 不同的观点见解袁 你又要
静下心来进行新的梳理尧 分析和调
补冤袁 有些东西不可能一步到位尧 迅
即产生高水平 的教研成果袁 因此袁

会的超越遥 他们不再纠缠于某个教师
的缺点袁 然后吹毛求疵袁 做不动声色
的挖深挖透遥 也不再出现硬是一言以
野弊冶 之袁 像有些所谓专家的评课袁 仿
佛不把上课教师评得体无完肤尧 遍体
鳞伤不足以显出其水平曰 更不像一些
评课袁 做一些无关宏旨的尧 不可捉摸
的指示或不切实际的表扬遥
在一次研究会上袁 讨论某小学五
年级语文课录像的事情遥 学生发言一
个接一个地单方面连续发出袁 怎么也
联系不起来遥 而常见的情况是袁 教师

姻 重寻课堂教学评议的意义

课堂教学评议是一种激发
情景如同俄国著名的教育家乌申斯基在
著作中所描述的那样院 这种单调无味
的活动能够麻痹人的智慧袁 并且使人
习惯于无意识的行为遥 机械的教学过
程尧 对淘气儿童进行令人厌倦的照看袁
都不能给智慧的发展提供粮食袁 同时
也不能使智慧得到在从事单纯的体力
劳动时所得到的那种自由噎噎当一个
人在第一百次讲解他早已背熟的材料
时袁 他就既像在思考袁 又不像在思考袁
他的理性不由自主地陷入一种半睡半
醒的状态曰 由于习惯而造成的这种状
态变得既甜蜜又诱人袁 就像土耳其人
那样悠然自得遥 教学活动的这种使人
昏晕的影响是很容易发现的袁 因而常
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人院 他们在教育工
作中没有发现那种通过深入研究才能
发生的兴趣袁 而是在发现了教育工作在
自己身上产生的昏昏欲睡的作用之后袁
就退出了教育舞台遥
如何让教师在面对自己的教育教
学工作时感到兴致勃勃袁 而不是昏昏
欲睡呢钥 如何唤醒教师心中潜藏的生
命的力量与热情呢钥 面对职业生活活
力的散失袁 我们应该如何来解决与应
对呢钥 大量的实践证明袁 答案是使教
师沉浸于对自己从事工作的研究之中袁
让教师过一种热烈的尧 沸腾的专业精
神生活遥 课堂评议就是引导教师不断
地对现实的课堂和学习进行追问院 剖
其根源袁 析其要素袁 供其策略遥
课堂评议是激发一种教学的激情遥
大家各抒己见袁 各畅其言袁 在你一言
我一语的交锋中袁 迸出了新的创意与
火花遥 于是袁 一些教师便迫不及待地
要回到课堂进行重新尝试与探索遥 上
课便成了一种富有挑战与创造意味的
工作遥 点燃了工作的热情袁 使这种激
情成了充溢身心的气息与血脉遥 正如
著名的哲学家马克思窑韦伯所说院 如果
一个人不能用热情去做一件事袁 这件
事对作为一个人的他来说就毫无价值遥
从这一个角度上来解读袁 通过热烈的尧
真诚的教育教学评议袁 就能唤醒教师
本身的教育教学的热情尧 唤醒教师生
命的意义与价值遥
课堂评议同时也能激发一种教育
智慧遥 美国著名的教育评价学者斯皮
尔伯格说院 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袁
而是为了改进遥 日本著名的教育家佐
藤学先生记录了一次研讨活动遥 这种
活动已经是对传统品头论足式的教研

针对每个学生的发言袁 一一地进行补
充遥 有一位老师就追问为什么老师要
对学生的一个个发言一一附和尧 帮腔袁
一一评价袁 一一概括其意思呢钥 其主
要原因是怕冷场尧 不善等待尧 不像自
己想的答案就感到不能接受袁 所以补
充遥 如果具体联系到文学教学则这类
谈话法诱使学生脱离文本袁 缺乏真正
的与文本的灵魂的照面噎噎
苏霍姆林斯基说院 野听课和分析
课的目的袁 是为了研究和发展教师的
经验袁 把个别教师的经验变成集体的
财富袁 用以丰富 全校的创 造性的 实
验遥冶 通过课堂评议从而达到精神的彼
此激发袁 思想的彼此启发袁 智慧的彼
此焕发浴
渊作者单位院 福建省莆田市教师进
修学院冤

中国梦窑教师梦

办一所属于自己的学校

有时不得不也有必要对此 做适当尧
暂时的搁置和冷处理遥 这样袁 一方
面可以在持续尧 动态的教研中对原
有东西进行充实完善袁 一方面可以
利用时间进行必要的学习尧 阅读尧
交流袁 以提升认识尧 着手深度研究袁
避免因急促上阵尧 积累不足造成的
浅化研究袁 进而等待时机进行有选
择的突击和攻关遥 成果优化成型之
后袁 还要结合实际加以活化袁 根据
新情况尧 新问题进行深化袁 在后续
问题的探讨和解决中加以强化遥
笔者感觉细分 野教研冶 野科研冶
对中小学教师的研究也没有多大意
义袁 如果要有所区分的话袁 野研究冶
则如同 野淘金冶袁 野教研冶 侧重优化
野淘金冶 的意识和过程袁 野科研冶 侧

重考量 野淘金冶 的技术和成果遥 教
师首先要有 野淘金冶 的意识和行动袁
从这个意义上说袁 野参与本身就是
成果冶袁 当自身积累到了一定阶段袁
外围具备较好的专业发展氛围和环
境时袁 就更应侧重于 野含金量冶 和
野出金率冶 的提升遥 如参与和承担正
规严格的课题研究尧 撰写规范性的
教学论文或案例分析等袁 通过依托
相应载体来求得进一步的锻炼遥 所
以袁 中小学教师的研究不能一概而
论袁 一定要在基于自我实际尧 观照
具体差异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定位尧
定向袁 稳扎稳打袁 才能逐步感受和
享受 野研究之路的幸福所在冶 噎噎
渊作者单位院 山东省烟台市实验
中学冤

野孔颜乐处冶与教师价值追求
阴 贾书建

孔子被 誉为 野万 世师 表 冶袁
永远是我辈师从的楷模 遥 叶论
语窑述而曳 载院 叶公向子路打听
孔子是怎样一个人袁 子路没有作
答袁 也不好作答遥 孔子听说后对
子路说院 野女奚不曰袁 其为人
也袁 发愤忘食袁 乐以忘忧袁 不知
老之将至云尔遥冶 意即 野你为什
么不这样说呢袁 他这个人呀袁 发
愤读书而忘记吃饭袁 快乐无比而
忘记忧愁袁 不知衰老即将到来袁
如此而已冶遥 一个可敬可爱的老
者形象现于眼前遥
野贤哉袁 回也浴 一箪 食袁 一
瓢饮袁 居陋巷袁 人不堪其忧袁 回
也不改其乐袁 贤哉袁 回也浴冶
渊叶论语窑雍也曳冤 这是孔子赞叹他
的得意门生颜回的遥 颜回袁 字子
渊袁 14 岁拜于孔子门下袁 此后终
生师事之袁 享年 40 岁袁 其 野德
行冶 位列孔门诸弟子之首遥
孔 子与 颜回 师 徒 俩 留下 了
野孔颜乐处冶 的千古佳话遥 到底
是什么驱使他们如此发愤而致力
于学呢钥 请听夫子自道院 野古之
学者为己袁 今之学者为人遥冶 古
人学习是为了提升自我曰 而今人
学习是为了向人炫耀遥
野为己 冶 即内求 袁 野 为 人冶
即外求遥 野求冶 即往哪里走尧 走
什么道的问题遥 内求与外求虽然

都是求袁 但走的方向是相背的袁
走的道路是不同的袁 可以说是殊
途不同归遥 内求走的是内道亦即
正 道袁 是 向 着 自 己 的 心 灵 深 处
走袁 亲近自己的心灵袁 越走道路
越宽广袁 越走自己的内心世界越
充实袁 越走越能发现一个真实的
自我袁 这是一条 野回家冶 的路遥
外求走的是外道或曰左道袁 是背
离自己的心灵而去袁 越走离自己
的心灵越远袁 越走道路越狭窄袁
越走自己的内心越空虚袁 越走越
迷茫以至于丢失了自我尧 忘了自
己是谁袁 这是一条不归路遥
内求袁 求的是内心充盈袁 步
步走向自性曰 外求袁 求的是名闻
利养袁 离自性渐行渐远遥 从这个
意 义上 讲 袁 内 求 实 是 无 求 尧 无
欲遥 人之言曰 野人 到无求品 自
高冶 野无欲则刚冶袁 是也浴 内求
绝 不是 消 极 遁 世 袁 而 是 积 极 进
取袁 本职工作不但要做好袁 而且
要做得比常人更好袁 这就叫以出
世的态度入世遥
有 人说 一 味地 内 求 袁 不 显
山尧 不露水袁 那么什么时候才会
有 出头 之 日 钥 这 不 是 要 吃 大 亏
吗钥 我们要坚信金子就是金子袁
金子贵在永恒袁 真金不怕火炼袁
大浪淘沙袁 沙尽金现遥 孔子在谈
到他的另一位弟子仲弓时讲了这
样一番话院 野犁牛之子骍且角袁
虽欲勿用袁 山川其舍诸钥冶 渊叶论

语窑雍也曳冤 意思是说 野耕牛生的
小牛犊长着红色 的毛尧 规 整的
角袁 人们虽然想 不用它来 做祭
品袁 难道山川之神会舍弃它吗钥冶
一把锋利的锥子袁 若有人怕它出
头袁 想用一只袋子包住它袁 结果
会怎样钥 锥子肯 定是要露 出头
的袁 包得越紧出头越快袁 这就叫
野脱颖而出冶遥 谁要不怕扎着脚袁
就让它踩吧遥 名与利袁 这些东西
我们不刻意去求袁 但不是没有袁
也不是不要袁 它是附带之物袁 是
附加值遥
内求是求诸己袁 当路走得不
顺袁 遇到挫折时 袁 向自己找 原
因袁 而不是向自 己之外去 找原
因尧 去找别人的原因袁 这就不会
生疑尧 生怨尧 生恨袁 内心永远是
殊胜的袁 用孔老夫子的话讲 野内
省不疚袁 夫何忧何惧钥冶 外求是
求诸人袁 碰到妨碍不是向自己找
原因袁 而是向自 己之外去 找原
因尧 去找别人的原因袁 既跟自己
过不去袁 又跟别人过不去袁 总会
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袁 永远不会
有真正的快乐遥
内求与外求袁 反映出来的是
迥异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袁 体
现出了不一样的人生境界和人生
体验袁 是截然不同的心智模式袁
由此决定人的行为方式甚或结果遥
渊作者单位院 黑龙 江省哈 尔
滨市香坊区教师进修学校冤

撩开教师体态语言的野面纱冶

阴 王艳芳

李振村老师的著作 叶教师的体
态语言曳 运用大量生动的案例和一
些名师上课的照片尧 手绘图片为我
们撩开了教师体态语言的 野面纱冶遥
读起来饶有兴致的同时袁 我学到了
很多袁 有了共鸣遥
李振村老师作为资深的教育记
者和 叶小学语 文教师 曳 的执 行主
编袁 在祖国的大江南北听了很多语
文名师的课袁 敏锐地捕捉到名师们
如何恰如其分地运用体态语言袁 让

自己的课堂更加熠熠生辉遥 李老师
分章别类详尽地描述了教师体态语
言的特性院 符号性尧 说明性尧 表露
性尧 调节性尧 适应性袁 并运用实例
进行解读袁 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系
统地了解教师体态语言的重要性遥
诚如李老师所言院 学生与老师相处
时袁 不仅在 野察言冶袁 更在 野观色冶
要老师的一举一动尧
要要
一颦一笑袁
无不细致入微地影响着学生的心灵
和情感遥 读到这里袁 我深有感触遥
我很欣赏一位同事的教学风格袁 她
的体态语言就运用得很恰当袁 听她
的课如沐春风遥 她上课喜欢走到孩
子中间袁 把全班的孩子当成自己的
孩子袁 和孩子一起做律动袁 动作自
然和谐 袁 并配 以亲和 力很强 的语
言袁 让孩子们个个神采飞扬遥 野要
培养一对音乐的小耳朵冶 野你可以
慢慢思考袁 但不能不思考冶 野我们
在心里默默演唱来支持他冶 她说这
些话时袁 那表情那动作不仅让孩子
们聚精会神袁 让听课的我们也精神
大振袁 很享受遥
李振村老师在论述教师体态语
言的基本特点中指出体态语有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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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

性尧 选择性和学科性遥 特别是对第
三点袁 作为一名小学音乐老师的我
深有同感遥 在我的音乐课上袁 我和
孩子 们有一 系列特定 的默契 的动
作袁 即李振村老师所说的 野非词汇
性语言冶遥 给低年级上课前袁 我一
般喜欢微笑着用眼睛看着孩子们袁
特别是一些小淘气袁 告诉他们老师
眼里的 DV 机打开了袁 现在就开始
拍摄了袁 谁的目光和我的 野镜头冶
对上了袁 就拍摄成功了遥 孩子们马
上就目不转睛地看着我袁 注意力高
度集中曰 孩子们集体演唱时袁 我喜
欢用手指比划出零尧 一尧 二尧 三的
手势袁 他们就知道要控制好 野嗓音
乐器冶 的音量袁 或大或小袁 这样不
仅能避免喊唱袁 保护孩子们稚嫩的
嗓子袁 还能培养他们的专注力遥 在
李振村老师的书中袁 我知道这都是
教师适应性体态语言袁 是在积年累
月的教育生活中袁 教师形成的自己
的身体动作风格袁 也可以说是自己
的教学风格遥 李老师告诫我们要尽
可能 地让这 种习惯性 动作文 质彬
彬尧 优雅从容遥 也许正如李老师所
言袁 也许多少年后我们留在孩子心

中的印象就是我们的一些惯常的经
典动作袁 而我们传授给他们的知识
早已被孩子们淡忘了遥
著名的教育家加里宁说过院
野教师每天都仿佛蹲在一面镜子里袁
外面有 几百双 精敏的 尧 富于 敏感
的尧 善于窥伺出教师优点和缺点的
孩子眼睛袁 在不断地盯视 着他遥 冶
我们老师的穿衣尧 打扮如同言行举
止一样重要遥 不能太新潮袁 不能太
随意袁 不能太守旧袁 一切都要有中
庸之道袁 要得体雅致遥 因为我们教
师的一言一行袁 都在学生最严格的
野监督冶 之下袁 学生是教师品格最
严格的 评论家 袁 不仅 影响他的 现
在尧 未来袁 甚至是一生遥 作为一名
教师袁 我们不仅要有系统的理论袁
广博的知识袁 还应有重要的一点袁
正如李老师所言院 锤炼自己的体态
语言袁 全方位提升个人魅力袁 以美
丽优雅的姿态进入学生的世界袁 以
一种深受欢迎的方式在生命田园里
播下情感和真理的种子遥
渊作者单位院 山东省威海市塔
山小学冤
渊本版插图院 盛凯冤

郑州市第 96 中学副校长何丹龙院 我的教育梦
想要要
要办一所属于自己的学校遥 这个学校不大袁
三五百学生即可袁 我能叫出每个学生的名字袁 每
周能和每一个学生都说上几句话遥
我不用天天开会袁 不用聆听各级行政官员的
指手画脚袁 可以上几节课或每天都能去听听课袁
可以坐下来读读书尧 写写字袁 可以按自己对教育
的理解来规划学校和学生的发展遥
这个学校不仅仅是老师教书尧 学生听讲的地
方袁 除了教科书袁 更多的是童话故事尧 科技尧 军
事尧 艺术尧 游戏等方面的各色书籍遥 孩子们更多
地能在书的海洋里找到属于他们的自我遥
学校里孩子们的身影不仅在教室里袁 更多地
活动在操场上尧 图书室甚至是校外的草坪上袁 学
生不再面有菜色袁 更多的是阳光灿烂遥 不单纯以
考试分数排队袁 让每个学生都活得自信尧 阳光遥
这个学校里的学生与眼镜尧 胖子说再见袁 与
厌学尧 自私说拜拜袁 与不会洗衣服尧 做饭尧 没有
一项运动专长彻底决裂袁 每个男生都绅士袁 每个
女生都淑女遥 这个学校有读书声袁 也有歌声尧 笑
声袁 孩子们琴棋书画都能露上一手遥 校园无论再
小袁 我也要开出几片地袁 种上各种植物袁 教孩子
们区分五谷杂粮尧 各种蔬菜袁 我还要带上孩子们
劳动袁 不让学生四体不勤遥
这个学校的所有老师都爱教书尧 喜欢孩子遥
所有人都相互尊重袁 没有高低尊卑之分袁 大家平
等地尧 友好地相处袁 整个学校就是一个大家庭遥

心平气和地行走
安徽省东至县至德小学教师余永洋院 读师范
的时候袁 就喜欢泰戈尔的名言院 不是槌的打击袁
而是水的载歌载舞袁 使鹅卵石臻于完美遥 然而袁
在教育教学中袁 却常常选择了 野槌冶 而 放弃了
野水冶遥 我想袁 可能许多老师会和我有相同的煎
熬院 我们希望把目光凝聚在孩子的未来袁 实际上
却更多地盯着孩子的现在曰 我们明知道袁 孩子的
成长其实离不开静静地期待袁 却往往在干着拔苗
助长的蠢事浴
我不喜欢这样的煎熬袁 我渴望心平气和的行
走袁 我渴望在教育的道路上能够 野慢慢走袁 欣赏
啊浴冶 欣赏着小草和大树不一样的风姿袁 欣赏着
不同叶子不同的可爱遥 所以袁 我要 野修炼冶袁 我
要确定自己的教育底线袁 我要确定自己想要的教
育追求浴 我相信院 当明天袁 我真正弄懂了什么是
野孩子冶袁 我渴望的心平气和就能到来遥

语文课堂是交流的海洋
卢氏县育才中学教师张永明院 我有一个梦想袁
梦想着语文的课堂变成一片阅读欣赏和交流的海洋遥
没有僵化刻板的模式的束缚袁 也没有不得不讲的知
识点的掣肘遥 孩子们对着一本书尧 一篇课文联系着
自身的经历说不完心里的话尧 提不完的疑问遥 让这
一本书尧 一篇课文像一团火一样袁 温暖着孩子们的
心袁 像一颗星一样袁 引来孩子们无限的遐想噎噎
我有一个梦想袁 梦想着作文课能成为孩子们
自由倾诉的天堂遥 没有条条框框的束缚袁 没有教
师们红笔的肆意张狂遥 孩子们面对一个个题目自
由地诉说着所思所想袁 不必担心有人给他们定下
格调不高尧 言不达意之类的恶评遥 兴致勃勃地书
写袁 兴致勃勃地传阅袁 兴致勃勃地评价袁 只要孩
子们认为是好的袁 它就是好的遥 好文章的作者为
此癫狂袁 羡慕的孩子们为此极力想赶上噎噎
我有一个梦想袁 梦想着校园里有一座美丽的
图书馆屹然高耸遥 书架上一排排都是孩子们梦寐
以求的书啊浴 孩子们没有了无穷无尽的作业的干
扰袁 他们迷醉在书的世界里袁 消 弭了城 乡的差
别袁 消弭了贫富的差别袁 在自由的灵性的世界里
驰骋遥 他们的眼界为此而开袁 他们的理想从此而
生噎噎

教师能睡好觉
舞阳县辛安镇一中教师陈伟华院 我的教育梦
想是每个教师下班都能安安稳稳在家吃个饭袁 睡
个好觉遥 我梦想院 有一天所有的中小学校都取消
老师住校遥 让工作了一天的老师能够回家袁 看看
自己的孩子袁 看看自己的家人袁 能够享受家的暖尧
饭的香尧 孩子的笑袁 多好浴 我希望所有的教师放
学路就是回家的路袁 不必在学校教训学生袁 不必
在学校改卷子尧 改作业遥 夜晚所有的老师都能安
然入梦遥 真正让教师过上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
活浴 这样的话袁 教师岂能有职业倦怠钥

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
江苏省沭阳县龙庙中学教师苏秦院 我的中国
梦就是努力缩小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教育差距袁 让
每一位农村孩子能够就近享受到良好的教育遥 我
国城乡差距袁 既包括有形的物理上的差距袁 也包
括人与人心里间的差距遥 多年的发展袁 我国城乡
差距大大缩小袁 但离我们心目中希望的样子还是
有差距的遥 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尧 孩子上学等方
面袁 远远方便尧 优越于农村遥 教育与每一位公民尧
每一个家庭的福祉息息相关袁 与国家的前途与命
运紧密相连遥 我不求每位农村的学生都能与城里
学生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袁 但让每一位农
村的孩子就近入学袁 有合适的学校可上袁 有让家
长放心的校园环境和交通环境袁 在学校食堂能吃
上可口的饭菜袁 住着舒心的宿舍袁 有让学生满意
的学习尧 活动场所袁 让学生在学校里一边快乐学
习袁 一边快乐生活袁 享受着良好的教育遥
编后院 叶中国梦窑教师梦曳 系列袁 一言一
语充满着对教育的赤诚之心袁 截至本期全部刊
发完毕遥 但关于梦想袁 教师要说 的话还 有很
多遥 梦想在心中袁 行动在脚下袁 我们每个人都
是未来的创造者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