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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睿见

情境教育带来的智慧启示
□徐金海

刘小丽，新疆生产

建 设 兵 团 华 山 中 学 教

师，支教曾任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皮山农场教育

中心主任、皮山县第一

小学校长，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

李吉林的教育思想或者说是教育

智慧，在一定意义上是扎根中国大地

生成的教育智慧。从智慧的角度来

说，李吉林是中国教育智慧的贡献

者。“智慧”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作为

一个好教师在教育发展过程中应具有

的元素和要素。从“智慧”角度谈，李

吉林及其情境教育在教育改革中给我

们带来了许多启示。

第一，中小学教师同样可以成为

著名教育家。过去，有些人认为只有

在大学里做高深学问研究的教师，才

可以成为大学者、大教育家。中小学

教师做的更多是一种基础性工作，没

有研究，缺乏创新，很难成为所谓的教

育家。而李吉林作为著名的教育改革

家，一直从事小学教育教学研究工作，

她的成功证明了中小学教师同样可以

成为研究者，同样可以成为教育专家，

打破了我们对中小学教师教育工作的

误解。

第二，中小学教师做教育科研是

非常有价值的。这一点在李吉林身上

体现得非常明显。许多中小学校长忙

于行政事务，或者是杂事多一些；而对

于做项目、做科研，却很难挤出“纯粹”

的时间，这是校长在工作中的真实状

况。但静下心来想想，如果要真正做

好教育，或者真正推动教育改革，无论

是校长还是教师，都必须有做教育研

究的意识和能力。这绝不是无用功。

这是我们从李吉林身上得到的有益

启示。

第三，教育改革需要理论和实践

有机结合。李吉林所建构并践行的情

境教育，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体系，

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典范，让我

们对教育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

有了更好的把握。这一点需要我们在

教育改革发展中给予更多关注，也需

要更多人承担这个责任。

第四，教育改革应真正以儿童发

展为本。在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

上，经历过教育政治学、教育经济学、

教育人学等发展阶段，这样的认识转

型过程，恰恰是与我国政治经济社会

发展变化相适应的。过去，教育为政

治服务、为经济发展服务，到了新世

纪，教育发生了更多改变，更加关注以

人为本。李吉林在她的整个教育改革

之中，非常重视儿童发展。在我们今

天的教育改革发展中，这一点无疑是

非常关键和正确的。

第五，学校教育需要持续稳定的

环境和行为。李吉林几十年持续一贯

地在一种环境里，推进一种教育的深

度改革，为学校发展及教育深度改革

提供借鉴。要做到这样，也需要顶层

设计者和行政领导思考，到底应该如

何更好地为教师推动教育改革创造和

给予好的教育环境。

第六，教育教学改革需要系统推

进。从李吉林情境教育的整体设计

及其实践可以发现，她的情境教学、

情境教育、情境课程以及情境学习不

是碎片化的，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整

体。这既有理论基础的建构与设计，

也有实践策略的具体化实施，这种系

统化推进教育改革的行为，有助于更

好地实现教育质量和水平的提升。

第七，中国教育改革的本土化推

进。李吉林的情境教育是在吸收中国

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基础上，经过几

十年如一日实践推进形成的，打破了

教育改革“言必称西方”的话语表达方

式及实践推进方式，向世界教育贡献

了中国智慧和实践框架；在一定意义

上丰富了我国教育学内涵的发展，对

教 育 学 学 科 本 土 化 建 设 具 有 积 极

价值。

第八，教育改革中的认知和情感

相统一。过去我们更多的是将知识学

习与情感、情境教学割裂开来，呈现一

种僵化的教育模式。情境教育在一定

意义上改变了过去学习是痛苦的、不

快乐的、不幸福的现象，这无疑体现了

李吉林的教育智慧，这种教育创造确

实是非常伟大的。

第九，情境教育超越了教育概念

的“丛林化”现象。情境教育的存在，

在一定意义上证明，这种做教育的行

为及对教育的改进是应当的，也是可

行的，关键在于我们对教育改革建构

的理论基础、行为框架以及它所带给

学生的实践到底是什么，学生获得了

什么、获得了哪些质的改变。如果通

过这种改革实现了对教育的改进和改

变，实现了教育的更好发展，那就说

明这种概念建构有其积极意义，能更

好地促进学校的特色和品牌发展。

第十，学校改革内生性的意义。

许多时候，我们认为教育改革是自上

而下的行为，是教育行政领导的行

为。对于一个区域来说，全区要进行

课程改革，就需要自上而下的行政推

动。但对于学校而言，这种改革可能

未必是自己想要做的，有时候甚至会

出现疲于应付的现象。如果改革一味

依靠来自于外部的推动力，这种改革

的动力、效力及质量，与李吉林这种

发自内心的自下而上的改革是有本质

区别的，其本质区别在于自己的主动

努力、主动设计，在于能否提出属于

自己的理念、框架，而这种内驱力主

宰的教育改革更能够走向深入。这就

表明，学校改革固然需要外部的推动

力 ，但 更 需 要 走 内 生 性 、内 涵 发 展

之路。

总之，李吉林的情境教育给教育

改革带来了许多启示。当然，如果我

国的教育改革更多能像她这样自下而

上，不断深入、深化、创造并贡献教育

实践智慧的话，我们相信教育综合改

革的深水区发展瓶颈一定会快速突

破，进而实现教育改革质量的整体提

升。这无疑是李吉林的情境教育带给

我们的对教育改革的价值判断和深度

反思。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

研究员、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副

校长）

她本可以过着舒适的生活，却选

择了坚守南疆；本可以在南疆待一待

就走，却几次留下并成为校长……有

人称她是“大漠红柳，教育女侠”，但见

到刘小丽本人，你会发现，她不是女

侠，而是清雅秀丽的女神，是南疆孩子

们心中的“女神”。

“用教育改变他们的命运”

1970 年出生的刘小丽是标准的

“兵团二代”。因为个子高被招进了业

余体校，随后读了师范。从师范毕业

后，她被分配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华

山中学做体育教师。2004 年，在做了

15 年体育教师后，刘小丽又通过考试

成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

从体育跨界到语文，有些人并不

看好刘小丽，但凭着天生不服输的性

格，刘小丽硬是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

实力。

2013 年学校下发通知，让教师们

报名参加三区（边远地区、贫困地区、

少数民族地区）支教项目，刘小丽再一

次作出了让人惊讶的选择——报名

支教。

“这并不关乎‘高大上’的理想和

信念，而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每

当别人问起支教的动因时，刘小丽总

是笑着回答。从小生活在南疆，好朋

友在南疆，还会做地道的维吾尔族饭

菜，刘小丽总觉得自己应该为那片土

地做些什么，去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体

验另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生活。

当第一次来到离家 1400 公里之

外的沙漠小镇——皮山农场后，刘小

丽发觉什么都变得“不一样”了：不一

样的街道，不一样的服饰，不一样的

风俗，甚至不一样的语言，尤其是深

夜醒来只能听到墙角窸窸窣窣的虫声

和窗外偶尔传来的鸡鸣羊叫，让刘小

丽陷入深深的孤独和寂寞之中。她不

禁自问，自己当初的选择是不是有些

草率？

但是，当刘小丽走进支教学校后，

便把这些烦恼忘得干干净净。在皮山

农场，只需要稍微使用一些简单的教

学技巧，就能够让孩子们有很大进

步。所以，教学上的问题难不倒刘小

丽，但在教学之余，有个问题引起了

她的关注，上课时常常看到班上有些

孩子衣衫不整，甚至在大冷天还光

着脚。

为什么会这样？刘小丽走访了部

分学生的家庭，结果每一次家访都让

她一路走一路流泪。特别是得知有些

看上去已经六七十岁、腰背佝偻、满面

皱纹的“琼阿帕（大妈）”，牙齿脱落、满

脸银须的“琼达当（大伯）”，往往实际

年龄也才 40 多岁，刘小丽觉得很心

酸。而且，有些家庭一贫如洗，有些家

庭深受慢性病困扰，有些家长文化水

平不高、不关注孩子的教育。每每家

访结束，刘小丽心中便有一种隐隐发

紧的感觉，她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孩子

们的命运，改变这些家庭的命运。

“为南疆教育做一点事”

2014年2月，刘小丽第一次支教活

动结束，回到了自己任教的华山中

学。时隔一年之后，2015年 3月，华山

中学决定与皮山农场开展点对点帮扶

援教活动，协议期6年。

为什么会有这次活动？除了学校

的因素，起关键作用的人物还是刘小

丽。她在皮山农场为师生所做的一

切，以及回到华山中学后所做的教育

宣讲，让校领导决定要为南疆少数民

族聚居区学校多做一点事情。

帮扶援建协议签订后，华山中学

开始动员教师报名，刘小丽第一个报

了名。考虑到她对皮山农场教育情况

比较了解，又有一年的支教经验，华

山中学党委决定让刘小丽负责组团

前往。

从此，演奏“支教单曲”的刘小丽

与另外四名女教师结伴而行，成为赴

皮山农场援教的“五朵金花”。皮山农

场党委任命刘小丽为皮山农场教育中

心主任，其余四人分别担任农场内四

所学校的教学副校长，让援教教师承

担起全面推动皮山农场各学校教育改

革的重任。

与前一次的支教不同，这一次的

援教责任更大、任务更重，不仅涉及各

学校课堂教学层面的技术问题，还要

触及教育改革的一些深层次、棘手的

难题。

刘小丽带领团队做的第一件事是

开展全面细致的调查研究，以皮山农

场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线索，对

与教育发展相关的方面进行面对面探

讨，力求厘清影响教育发展的制约因

素，结合实际情况重新制订教学改革

计划，一项一项努力推进。

教师是推动学校发展最重要的力

量。放弃了所有周末的休息时间，刘

小丽和“四朵金花”日以继夜，对维吾

尔族教师手把手地进行辅导，修改教

学设计，帮助他们制作课件，听他们试

讲，再一一指导提升。

为了给教师鼓劲，刘小丽团队决

定举行“教师讲课比赛”，并进行表彰

活动。她们提前两个月开始准备，组

织各学校教师参加讲课比赛，拍照、录

像，为每位参赛教师制作精美的电子

相册，为每位获奖者创作真挚动人的

颁奖词。团队成员忙得不亦乐乎，每

个人都瘦了两三公斤，眼里爬满了血

丝，黑眼圈熬了出来，心律不齐也找上

门来了，失眠都快变成一种习惯……

有人说，这不是自讨苦吃吗？但刘小

丽笑着说：“我这是苦并快乐着。”

表彰活动如期举行，那一天，整个

农场的教师都沸腾了，大家开心地表

演节目、领奖，仿佛过节一般。刘小丽

看着教师们开心的面容，觉得心里有

一种从未有过的温暖和感动。

一年多的援教工作，“五朵金花”

承担的工作比想象的更多。

鉴于皮山农场在南疆维吾尔族

聚居区中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刘小丽

和同伴们利用休息日，冒着危险走家

串户，进巴扎、下农田、询问情况、聊

天访谈、观察记录，取得了大量第一

手资料。以此为基础完成近 20 万字

的皮山农场教育发展现状调研报告，

并在此基础上撰写提交了相关的内

部报告。

“期待通过解剖这个‘麻雀’，能够

为南疆教育做一点事。”刘小丽说。

“学校应该变成强大的磁场”

第二次在皮山农场援教，让刘小

丽超越了朴素的情感和单纯的热情，

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成熟。

刘小丽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时

任皮山县主要领导在看到皮山农场援

教的成效后，向兵团党委和华山中学

提出援教请求，点名要求刘小丽到皮

山县挂职援教。

皮山县与皮山农场相邻，是一个

国家级贫困县，各项发展指标在全疆

几乎都处在垫底水平。为了进一步推

进兵地教育融合，2016年 6月，华山中

学与皮山县政府签订为期 3 年的援教

帮扶协议，派遣3名优秀干部组成援教

团队。刘小丽任皮山县第一小学校

长，开启了第三次皮山之旅。

一到任，刘小丽从各种不起眼的

小事做起，事无巨细，亲力亲为，不仅

抓课堂，更抓课堂之外的各种细节。

她希望用不一样的工作作风吸引教

师、学生和家长，最大限度地争取人

心，并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校园热

闹起来。

为了给皮山县内学校营造良好的

双语教学氛围，提高师生学习汉语的

积极性，提升他们的文化认同感，从

2015 年到 2017 年，刘小丽和团队一起

策划了三次“结对子”行动。把皮山县

内学校中的一部分品学兼优孩子带到

华山中学去，让他们与汉族学生结对

子，共同学习生活几天。

由于生活起居、习俗不同，要让皮

山维吾尔族的孩子到库尔勒华山中学

的汉族学生家里居住、生活并非易事，

刘小丽通过召开家长动员会，取得了

家长的信任。同时，刘小丽和同伴提

前设计好多种方案，做了周密安排。

这些孩子以前从未走出过沙漠，

更未走出过县城。在长途火车上，有

的孩子因兴奋过度吐了一地，教师赶

紧蹲下去擦拭干净；有的孩子因想家

而流泪，教师就搂住他唱歌逗他开心；

夜里孩子们睡觉的时候，教师们坐在

旁边座椅上值守，时不时将孩子蹬掉

的被子给他们盖上。

有感于教师的热诚与用心，火车

站年轻的维吾尔族引导员为她们开

启了绿色通道，并连连说“我要代表

维吾尔族人民谢谢你们”。回皮山的

火车上，半夜里列车员破例为教师们

提来热水并说道，“谢谢你们比照顾

自己的孩子还用心”。一位要到喀什

参加特岗教师考试的维吾尔族大学

生过来聊天，由衷地感慨道，“做教师

就应该像你们这样”。一名参加活动

的孩子回去汇报时，居然脱口而出，

“我一定要学好汉语，我要当教师，我

要当校长”。

当这一幕幕在刘小丽面前出现时，

她觉得再苦再累也值得。这几年，结对

活动已经扩展到皮山县、若羌县和且末

县等援教学校，多所学校同时派出少数

民族师生团队，到库尔勒参加结对活

动，“六一”期间的华山中学变成了周边

多民族学生欢聚一堂的乐园。

“教育只有触及到心灵，才能活起

来、动起来、可爱起来，学校才能变成

强大的磁场，学生的心才能被吸过

来。”刘小丽通过这些年的支教扶贫，

得出了自己的援教之道。

在刘小丽的带动下，皮山县第一小

学发生了巨大变化：辍学的孩子回来

了，在去年6月全疆中小学教育质量综

合考评中，皮山县第一小学学业成绩综

合排名由全县靠后位置跃升至第三，平

均成绩一年提高了13.6个百分点，提升

幅度位列全县第一。

因为这些年的付出，刘小丽获得

了许多赞誉。但在荣誉面前，刘小丽

很淡定，她对记者说：“教育最需要的

并不是轰轰烈烈的壮举，而是一点一

滴的小事。只要我们从一点一滴的

小事去影响教师、学生和家长，就会

让他们发生改变。这样坚持下去，经

过若干年，改变的效果就一定会得以

显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