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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教师非常教师

享受职业的幸福，是人人向往的。作
为教师，更加向往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
生活，我心目中的幸福完整是与学生一起
读书写作，一起研究实践，一起游戏玩耍，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让每一个普
通平凡的日子，充满快乐，充满温情，充满
希望。

晨诵，擦亮了日子

还记得 2016 年 10 月 23 日，我们班学
生参加北京市海淀区诗歌朗诵大赛。当
时时间非常紧，10 月 22 日晚上才得到通
知，第二天下午两点就要参赛，训练、化
妆、借服装、换服装所有工作必须在 4 个
多小时内完成。情急之下，选定原来朗诵
过的诗歌，修改之后连夜发给孩子们准
备。我很忐忑，抱着去学习的心态参赛，
没想到我们的朗诵获得了全场朗诵类节
目最高分。

其实，细细想来，我们这个最高分也是
实至名归。我们参赛的准备时间哪里是4
个小时？而是 4 年——从一年级开始，每
个清晨我们都在朗诵，每天都在与好诗相
遇，每天都在练功。我们阅读金子美玲的
诗，感受她的诗风清亮，每首诗都让人感到
心旷神怡；我们读诗人谢尔西尔弗斯坦，感
受他的幽默，常常忍不住笑出声来；我们读
顾城、艾青、樊发稼、金波、雪野的诗……晨
诵这轮小太阳，每个清晨都能在我们的向
日葵教室冉冉升起，就这样坚持每日晨诵，
4 年赏读 800 首左右的好诗。晨诵是温暖
的，晨诵是充满光芒的。读着读着，孩子们
就有了创作欲望，开始仿写；写着写着，就
想挣脱原诗的束缚自由创作。就这样，一
个个小诗人诞生了。

共读，创作的翅膀

朱永新曾说：“阅读，是把最美好的东
西，给最美丽的童年。”而学生接纳最美好
的东西，也是需要教师引领的。阅读，不是
简单的读读看看，也不是漫无目的的零敲
碎打，唯有以课程的形式，才能最大限度地
发挥阅读的功能和力量。于是，我们借助
新教育新阅读研究所提供的100本小学生
基础阅读书目，师生一起阅读，而且一边阅
读一边创作。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创作绘

本、日记、诗歌、童话、小说、剧本，循序渐
进，坚持不懈。迄今为止，每个学生书写并
打印成册的作品已经有9本。

2016 年 11 月 20 日至 26 日，学校组织
30名学生赴台交流，其中有我们班学生李
江浩。回学校之后，正赶上我们的新课程
——自由小说创作。李江浩就把自己去台
湾的经历写成小说。经过两周的努力，李
江浩告诉我已经完成。之后，我与李江浩
一起继续修改。一部好作品，不仅仅是写
出来的，更是一次次修改出来的。看似普
普通通的 6 日游，竟然游出了一万多字的
小说《瑞林在台湾》。

学生边读边写，我也一样，坚持每天至
少写500字。刚开始的时候是凭借毅力咬
紧牙关坚持，渐渐地形成习惯，到现在可以
说成了享受，500字大约30分钟，每日享受

这30分钟的宁静，日子和心态都变得温暖
和煦。《和孩子们一起成长》《郭老师和孩子
们》是记录我和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以及教
学思考，《童心“桥”》是我每周与孩子父母
沟通的一篇文章。当然，更多的文字记录
在自己的日记本中，一日 30 分钟，4 年 50
万字，就这么走过来了。有人说，一个人的
成长，有时候需要一个关键事件去唤醒。
我想，对我来说，新教育倡导的师生共读共
写就是关键事件。《一间小教室、十个大行
动》也是我参加新教育实验后于 2016 年 6
月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字，记录着
我做新教育实验的美好历程。

参与新教育实验真是这样——有行动
就有收获，坚持才有奇迹。我们收获的不
仅仅是一本本书，而是每一个被点亮的美
好日子，是孩子们的快乐和喜人的长势。
朱婳、苏宸辉、庄子悦、唐楚沣等学生的文
章在《作文导报》发表，李江浩的文章在《北
京晚报》发表，有的孩子现在还喜欢上了创
作诗词。每当读到孩子创作出的好作品，
我都是欣喜不已，幸福满满。

共演，丰盈了心灵

每学期，我们都共读一本书、共演一幕
剧，迄今为止已经共演了七幕剧。学生赵
亮的妈妈写道：“孩子在最早的剧目中出演
一棵树，变成了出演一堵墙，再后来是出演
一块面包……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都是匆
匆忙忙地度过。那一天，我鼓起勇气，上午
请假来参加你的结业班会，实在是太渴望
亲眼看看舞台上的你到底是什么样子，而
不是仅仅看着微信群里其他家长转发的视
频。这样的好奇心一直保持到你扮演的

‘大头领’走上舞台的全部过程。我真心想
告诉你，剧目里那个霸气、蛮横、无理、专制
的‘坏老鼠’深深震撼了妈妈，我不知道你
在每天那么繁忙的学习之余，是用什么时
间背会了那厚厚的一摞剧本，老师又是如
何启发一个腼腆而温顺的男孩子去挑战这
样一个反面角色的，录像的时候，妈妈流下
了眼泪。”

坚持共演使淘气的小男孩和法忻变成
了可爱的“秃鹤”。在共演《草房子》时，和
法忻饰演秃鹤，毫不犹豫剃了光头，真的像
主人公秃鹤一样对集体有着浓浓的爱。和
法忻饰演秃鹤之后，更加善良、有爱心。不
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公共场合，和法忻常常
默默地帮大家扶门，等大家都走进门才松
手。这是一个很小的细节，但总会给人很
暖心的感觉。遇到朋友或同学需要帮助
时，和法忻总是毫不犹豫就伸出援手，虽说
都是一些借书本、借零钱的小事儿，却让同
学们看到了和法忻诚挚的爱心。一幕幕剧
记录着一个个美好的活泼的日子，也丰盈
着我们的心灵。朱永新说：“无论是学校还
是社会，我们亟须重建共同的语言，我们亟
须拥有共同的价值，我们同样亟须用真诚
的共同行动，创造共同的未来。为此，我们
首先需要拥有共同的历史、共同的英雄、共
同的文化符号、共同的心灵密码——也就
是说，我们亟须通过共读，通过对话和相互
用文字交流（共写），实现真正的共同生
活。”共读共写共同生活，是过一种幸福完
整的教育生活的必由之路。

课程，美好的“儿童讲堂”

“培养卓越口才”是新教育实验十大行
动之一。眼睛可以容纳一个美丽的世界，
而嘴巴则能描绘一个精彩的世界。如何促
进学生爱说、能说、会说，提高学生的口语
表达能力，需要优质的路径。路径优质，才
有高效。

2012 年，我从一年级开始开设“儿童
大讲堂”，每周一次，一直坚持至今。学生
可以自主或合作开讲，每个学生都有站上
讲台当“小讲师”的机会。“小讲师”上课
时，不仅要使用 PPT 展示教学内容，以方
便听课学生的理解和记忆，还要设计问
题，与听课学生互动。这一点很考验“小
讲师”的课前信息收集和整理能力，以及
随机应变能力。相比传统的综合实践活
动，学生在“儿童讲堂”投入的时间和精力
要更多，相应得到的锻炼和收获也更多。
课前“小讲师”要根据选题查阅、收集和整
理资料，按照 40 分钟的上课时间选择和
安排教学内容、设计互动环节、制作 PPT、
反复演练（讲给家长或同学听），必要时还
得根据演练效果调整相关内容。俗话说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小讲师”们
为了上好一堂课，往往提前 10 多天就开
始热火朝天的准备。现在，学生已进入五
年级，“儿童大讲堂”开设近 120 场。新教
育倡导培养卓越口才，我们的“儿童大讲
堂”正是在实践新教育的这一理念。2015
年，学校支持和肯定了这个儿童讲堂课
程，开始在全校范围推广。

成为自己，活出美好

回顾近年来的教育历程，我和孩子们
一起探索、阅读、创作、编剧、演剧，在共读
共写共同生活中发现自己、完善自己。我
感到，我不仅是在教学，孩子们不仅是在学
习，我们是在共同创造幸福，因为幸福感充
盈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觉得自己的工作
有价值、有趣味。每个人今生最大的任务，
就是成为自己，活出美好，我依然在继续努
力，不断探索。

这个学期，我研究单元整合教学，并上
了一节研究课。这节课的主题是“真诚”，
其中包括一首诗歌《用目光倾听》，两篇记
叙文《信任》和《修鞋姑娘》，还有一篇童话

《九色鹿》。单元整合与群文阅读、对比阅
读不同，单元整合是打破原有结构安排，以
特定目标为中心，重组教学内容。结合整
单元内容我进行了这样的重组：

首先理解感悟“真诚”：五年级学生已
经有了一定的自学能力，第一课时在课上
进行自主阅读，自主批注应知应会的基础
知识，自主写下每篇文章的内容和阅读感
悟。然后创意表达“真诚”：第二课时结合
课文内容进行有创意的自主表达，学生们
进行诗歌创作。在分享学生们创作的过程
中，深化理解“真诚”。最后通过写演讲稿
呼唤“真诚”。学生们从课文提取信息，并
自主收集资料，把课文内容和收集资料有
机结合写一篇以“真诚”为关键词的演讲
稿，用自己的笔和心呼唤真诚、留住真诚。
通过这样具有思维张力的语文活动，把知

识统领融合为智识，让学习过程成为个体
生命的自觉和互动，努力实现知识、生活和
生命的深刻共鸣。

什么是好的教育生活？就是教师每日
的教育教学不再烦琐乏味，能和孩子们一
成长，教师和孩子都找到自己，发展自己，
成就自己，分别成为最好的自己。学生在
校园能够享受到教育生活带来的快乐和成
长，教师能够感受到教育职业带来的幸福
和尊严，才是我心中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一个人的成长有两条主线，一
个是外在的——成长带来的“成
绩”以及因此收获的名与利；另一
个是内在的——成长所走过的心
路历程：酸甜苦辣的精神总和。
后者往往是外人看不见的，却是成
长的内核。

拥有北京市优秀教师、北京市
先进工作者、北京市“紫禁杯”优秀
班主任等荣誉称号的郭丽萍说，我
心中所追求的不是这些成绩，而是
与学生建立伙伴关系，一起读书写
作，一起研究实践，一起游戏玩耍，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星星
□ 庄子悦

小鸟儿呀，
不要急，
不必为食物担心。
天一黑，
你就不会挨饿了，
你看，
在天空中，
有着一粒一粒，
美味的，闪烁着的，种子。

星星之路
□ 庄子悦

漆黑的夜空中，
有一条闪烁的路，
一条星星之路。

晚风在奔跑，
脚踏着星星，
向前奔去。

它要到路的尽头，
去那美丽的天国，
带去地上的人们，
给亲人的信。

采桑子·元宵节
□ 王浚伊

夕阳化火终燃尽，唯月东升。
上元佳日，珍馐汤团洒迷香。
上元一过无重度，只等春光。
明月西照，燕京万户报平安。

点绛唇·花
□ 赵紫珊

婷婷玉立，素衣霓裳舞轻曼。
国色天香，引谁侧目看。
万千风姿，等蜂蝶来伴。
一笑过，风雨摧残。
留一片咏叹。

□郭丽萍

郭丽萍，首都师范大
学附属小学语文教师。
曾荣获海淀区“世纪杯”
评优课一等奖、学科带头
人评优课一等奖，北京市
阅 读 教 学 评 优 课 一 等
奖。连续五届被评为海
淀区语文学科带头人，曾
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教师、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
市“ 紫 禁 杯 ”优 秀 班 主
任。编著出版《和孩子们
一起成长》、《一间小教
室、十个大行动》。

她相信：有行动就有
收获，坚持才有奇迹。

郭丽萍与郭丽萍与《《青鸟青鸟》》剧目中的主角哥哥妹妹合影剧目中的主角哥哥妹妹合影

孩子们完成了第三个小说创作后孩子们完成了第三个小说创作后合影留念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