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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认同的助推器职业认同的助推器，，专业发展的加油站专业发展的加油站
对于《中国教师报》我是有深厚感

情的。我目睹了这份报纸从呱呱坠地

到牙牙学语、蹒跚学步，再到英姿勃

发、健步如飞的成长历程，我也一直是

这份报纸忠诚的读者、作者。同时，这

份报纸在新教育的初创时期就给予浓

笔重墨的报道宣传，是对我极大的支

持与帮助。

2003 年 10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

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

出了科学发展观。通过全面阅读相

关文献，我发现科学发展观在教育领

域的落实问题颇多，于是组织研究生

团队开展相关研究。后来，我们整理

出中国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不全面、

不可持续等问题并撰写相关文章。

《中国教师报》的记者和领导敏锐地

发现了我们的研究动态，在 2004 年

12 月举办的首届中国教育家大会开

幕式暨《中国教师报》出版 100 期庆

典上，邀请我作了题为“科学发展观

与中国教育改革”的报告。这是我第

一次系统地讲述科学发展观与中国

教育的问题。

2000 年，《我的教育理想》一书出

版，拉开了新教育实验的帷幕。2002

年，以“营造书香校园”等六大行动为

特色的第一所新教育实验学校在江苏

昆山玉峰实验学校诞生。《中国教师

报》也是最早关注新教育的媒体之

一。2005年，《中国教师报》刊发《让阅

读成为教师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一

文，对新教育实验与教师的专业发展

进行报道。

2007年1月，《中国教师报》记者茅

卫东发表了对我的长篇专访《总得有

人去擦星星》。茅卫东曾经是浙江的

一位非常有思想、有情怀的中学教师，

也是我创办的“教育在线”的网友，记

得他当时的网名叫“我思故我在”，经

常发表一些关于教育问题的评论。

由于交流较多，他对新教育实验有深

入了解和亲身体验，所以这篇报道写

得具体翔实又充满感情。2009年5月，

《中国教师报》又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他

采写的长篇报道《桃花仙子敖双英》，

讲述了新教育榜样教师、湖南桃源县

一名普通乡村教师敖双英的感人故

事。敖双英也因为这篇报道一举成

名，成为《光明日报》评选的“美丽乡村

教师”典型。

《中国教师报》长期注重发现一线

教师的典型，注重跟踪教育改革的动

态，对于新教育实验的关注与报道也

没有因为人事的变动而停止。茅卫东

离开《中国教师报》后，记者翟晋玉马

上跟进。2013年 12月，《中国教师报》

刊发记者翟晋玉的报道《阅读的力

量》，对2013年成都新教育国际高峰论

坛进行报道。

2015 年 6 月 24 日 ，《中 国 教 师

报》又在头版头条刊发记者翟晋玉

的 报 道《改 变 教 师 ，才 能 改 变 教 育

——新教育实验的探梦之旅》。这

篇报道全面介绍了新教育实验关于

教师职业认同与专业发展的理论，

将专业阅读——站在大师的肩膀上

前行，专业写作——站在自己的肩

膀上攀升，专业交往——站在团队

的肩膀上飞翔的“三专”理论介绍给

全国教师，讲述新教育榜样教师的

故事，产生了广泛影响。

2017年5月17日，《中国教师报》

教师成长周刊用一整版刊发了首都师

范大学附属小学语文教师郭丽萍的文

章《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我与新教育的故事》。一个偶然的机

会，郭丽萍拜我为师，从自己的一年级

班级开始新教育实验。郭丽萍把这个

班命名为“向日葵班”，每学期我都会

来到这间教室看看向日葵生长的情

况，参加他们的期末庆典。每一次，我

都看见向日葵的拔节生长，看见他们

朝向阳光的努力，看见他们变得越来

越美丽的模样。6 年，2190 个日日夜

夜，向日葵班的教师和孩子都在不停

成长。他们写小说、写诗歌、写剧本，

不断地向着太阳吟唱。

6 年来，这群普通的孩子交出了

一份不普通的成绩单。全班40名学生

荣获朗诵、戏剧、演讲、科技、信息技

术、无线电等市级、国家级获奖证书百

余张，区级以上获奖160人次。荣获啦

啦操全国冠军、“未来之星”北京市总

决赛亚军、北京市红领巾奖章等多项

奖励，班级生命叙事剧《人鸦》荣获北

京市一等奖；诗歌朗诵参加北京市“集

雅之夏”等大型演出，获得海淀区一等

奖。每个孩子都撰写了小说与诗歌，

其中不少发表在《中国青年报》《十月》

等国家级报刊上，每个学生都有自己

的个人作品集。

6 年来，这个普通的教师也交出

了一份同样不普通的成绩单。郭丽萍

先后获得了海淀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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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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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等。她编著的《和学生一起成长》

《一间小教室、十个大行动》《长翅膀

的课程》等著作也陆续出版。《中国教

师报》用这个故事告诉大家，一个普

通的教师只要用心做教育，认真当老

师，有新教育的专业引领，都可以走

得很远很远。

2018年9月教师节特刊，新教育网

络师范学院常务副院长、山西省忻州

师范学院教师郝晓东入选中国教师报

年度十大课改教师人物，《中国教师

报》记者宋鸽刊发了长篇报道《推广阅

读照亮他人》。报道的最后写道：“一

名普通的高校教师，因机缘巧合走出

中学语文课堂，在黄土高原和南海之

巅的农村学校与大学生一起支教，在

阅读中点亮自己，在推广阅读中照亮

他人。这是郝晓东对自己的总结，而

在新的时代，他的期望是用赤忱之心

与勤勉之行继续推广阅读，为师范生

培养和农村教育发展贡献自己微薄的

力量。”

《中国教师报》不仅注重发现优秀

教师的典型，讲述他们的故事；不仅

注重发现现今教改的经验，推广他们

的做法，而且关注教师的生存状态，

为教师的权益鼓与呼。每年两会，

《中国教师报》都会为提高教师的待

遇和地位发声。如2009年3月，《中国

教师报》刊发报道《朱永新：学前教育

应该立法》，对我在全国人大会议上

的建议案进行报道。2014年 3月，《中

国教师报》刊发《“两会之声”朱永

新：加快发展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对

我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的提案进行报

道。2018 年两会期间，《中国教师报》

刊发专题报道《朱永新委员：保障学

生和教师休息权》，这也是我在两会

期间的提案。

2017 年３月９日，《中国教师

报》邀请我与时任教育部教师工作

司司长王定华做客中国教育报刊社

“两会 E 政录”直播访谈，接受中国

教师报记者康丽的专访，然后在头

版头条刊发报道《精准发力，让乡村

教师有更多获得感》。我在访谈中

明确提出“真正让乡村教师能够下

得去、留得住、教得好，需要解决好

待遇、实际生活困难和乡村教师队

伍稳定三个问题”。这次访谈中我

和王定华司长提出的许多建议，在

后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

化 新 时 代 教 师 队 伍 建 设 改 革 的 意

见》中都得到了采纳。

2017 年 9 月 13 日，《中国教师报》

在教师节特刊用一整版刊发了我的

文章《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我在

这篇文章中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教师问题的若干论述，就教师的本质

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树立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推动全社

会用实际行动体现“尊师敬教”标准，

缔造一支素质优良、甘于奉献、扎根

乡村的教师队伍等问题进行讨论，讲

述了习近平总书记与自己的语文教

师陈秋影长期交往的故事。我在文

章结尾写道：“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对教师的

寄语，也应该成为教师自省的标准与

自觉的行动，因为好老师作为民族的

希望，不仅孕育着希望，也在实现着

希望。”

《中国教师报》与我的故事还有

许多，例如就在今年初，发表了我的一

篇解读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教育问题

论述的文章《让教育创造美好生活》，

前不久刊发了天津特级教师陈自鹏

《像朱永新那样做教师》的文章，评论

我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朱永新

教育演讲录》一书。

总而言之，15 年来《中国教师报》

一直与我如影随形，一直关注我的研

究与新教育事业，关心、帮助和支持我

个人的成长，关心、帮助、推动新教育

实验这一民间教育改革，对此我感铭

在心。

15 岁，正是翩翩少年、风华正茂

时。我愿意同我的新教育团队与《中

国教师报》一起，继续努力，更上一层

楼，成为一线教师职业认同的助推器，

专业发展的加油站。

（作者系苏州大学教授，新教育实

验发起人，全国政协常委、副秘书长）

□ 朱永新

今年是《中国教师报》创刊 15 周年，报纸准备出版一本《同行——一份报纸和 1600 万教师的 15 年》，我们邀约一批读者撰写
文字、回忆往事，记叙自己与《中国教师报》相识相知的过程，并为报纸的未来发展提建设性意见与建议。

教育家影像

黄现璠，广西壮族自治区扶绥

县人，特别爱好历史史籍，尤其被

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所折服，以致

萌生治史济世、终身从教的想法。

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系读书期间，

受教于著名历史学家陈垣、钱玄同

诸师。

为实现自己的人生志向，黄现

璠遂谋职助学，在肖一山先生所办

“平中中学”教国文，边教边学，历经

数年，文史学养可谓根深叶茂。大

学毕业时，黄现璠就有两篇元史论

文及与同窗合著的鸿章巨制《中国

通史纲要》三册相继问世。正因为

学有所成，黄现璠本科毕业得以免

试升入北师大研究所历史科学门攻

读研究生。1935 年冬，黄现璠告别

寒窗苦读近 10 年的北师大，本欲赴

美投身美国新史学派门下，无奈学

资无着；久闻日本西学日盛，遂东渡

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

究院。留学期间，他时常探访在日

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他们一道探

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

抗战爆发，黄现璠毅然归国投

身家乡的教育事业，历任广西大学、

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等校教

授。其间，他应邀担任《国防周报》

编撰委员，在该报开《汉族对外抗战

史》专栏，以笔代枪唤醒民志，激昂

士气。黄现璠满腔抗日热血，这时

得以尽情贯注笔端。与此同时，黄

现璠将治学重心悄悄转向社会生活

史研究，以自己渊博的史学功底，月

撰一文，考证中外古今礼节、饮食、

服饰、风俗等，探究其起源和演变过

程。内战期间，黄现璠治学重点又

发生变化，专心从事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的调查与研究，并在假期带领

学生跋山涉水，远足丛林边区考察

民情，搜集史料，与少数民族百姓同

吃同住。这种食不果腹、夜无卧具

的情形达一年之久。其间，黄现璠

目睹苗民壮人生活苦不堪言，备受

外族歧视压迫之状，义愤填膺秉笔

直书，抨击时政。后来受到广西大

学学生会之邀，登台讲演痛斥专制，

后来导致身背“左派分子”之名，险

遭国民党逮捕。

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以全国人

大代表身份经常走访少数民族地区，

入壮乡、出瑶寨、翻苗岭，探史迹、搞

统计、作讲演，皆不辞辛劳。后来，黄

现璠改教新建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

师范大学）历史系，任院图书馆馆长

之职。于此执教近30载直至去世，系

现代学界终身在职教授之一。

黄现璠的突出贡献在于壮学研

究。1956 年 8 月，他参与组建“广西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

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

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

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全面深入的少

数民族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调查，收

集到一大批珍贵史料，为壮族社会

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奠定基

础，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和后

来壮学研究的发展创造条件。他倡

议建制“壮族大学”，拟订“壮族史研

究学会”设立草案。但不幸的是，

1957年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直

至文革结束后，黄现璠立即重操旧

业，殚精竭虑于壮族文化史的研究，

成就《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侬智

高》初稿一卷、《壮族通史》提纲和部

分书稿以及论文 10 余篇。《壮族通

史》稿经门生整理补充后，合著成近

70 万字的书稿，此书出版后荣获广

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我们知道，壮族是我国历史悠

久、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的少数

民族，但在黄现璠之前，尚没有一部

属于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因而，

他填补了我国史学的一项空白，由

此享有“中国壮学的开拓者”之名。

黄现璠一生从事高等教育，晚

年曾创办漓江业余大学并任校长，

开中国当代民办高等教育先河。尽

管曾经遭受不公正待遇，但作为一

名学者和教育家，其求实精神与刚

正作风依然不减，竟然在晚年还有

更加闪光的壮举，提出了中国历史

发展没有奴隶社会的理念。这颠覆

了长期占据中国史学界的“五种社

会形态”的思维定式，黄现璠因此也

被尊称为“无奴学派”导师。

2019 年是黄现璠教授诞辰 120

周年。早在 20年前即 1999年，广西

师范大学隆重举办“黄现璠教授诞

辰 100 年纪念座谈会”，学校和广西

桂林中学还分别设立有“黄现璠少

数民族奖学金”和“黄现璠奖学金”，

用以鼓励后继者向这位“壮学宗师”

“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桂

海学术泰斗”学习。

（作者单位系安徽无为县襄安中学）

黄现璠：中国壮学开拓者

黄现璠（1899-1982），原名

甘锦英，壮族。民族学家、历史

学家、教育家。代表作《中国通

史纲要》《壮族通史》《韦拔群评

传》等。

今年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诞辰

100周年，我们能够从这样著名的教育

家身上学到什么？

爱每一个孩子是教师工
作的感情基础

苏霍姆林斯基一生都热爱自己

的学生，“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们”

是我们熟悉的座右铭。他曾坦言：

“ 什 么 是 我 生 活 中 最 重 要 的 东 西

呢 ？ 可 以 不 假 思 索 地 说 ：热 爱 儿

童。”他将毕生精力都献给孩子，以

实际行动做榜样。

中学教师的工作，每天面对的是

一群未成年学生，而这些学生都是有

思想、有情感的活生生的人。爱与被

爱是每一个学生内心的需求，如果这

一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其更高层次的

需要就会受到阻碍，学生的发展就会

陷入停滞。而在学校之中、班级之内，

学生最想得到的无须多言，一定是教

师的爱护与关心。

面对这样的现实，教师对于学生

的热爱就成为开展教育工作的感情基

础与前提条件。在我的周围，经常能

够看到许多教师发自内心地关心学生

的点点滴滴。而学生面对这些教师的

关爱，自然而然地尊敬教师，从而愿意

接受教师的教导，将教师的期望转化

为自己的追求。

基于爱对于学生发展的重要作

用，爱学生就成为教师的天职，是每

一位教师必备的感情。正如苏霍姆

林斯基所说：“教师对学生的真正的

爱 ，是 一 种 强 烈 的 不 可 抑 制 的 愿

望。”而一名教师只有拥有对学生无

限的发自内心的爱，才能日复一日

地乐于去做那些对教育学生有益而

又琐碎的工作，才能自发地亲近学

生，用欣赏的眼光发现孩子身上的

长处，才能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教育

的理论与实践。

高尚的人格是优秀教师
的必备条件

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不会否认，

教师的人格对于学生成长的巨大影

响。苏霍姆林斯基非常重视教师的人

格修养，他认为“必须使教师的人格能

吸引学生，以其思想和生活观点、信

念、道德伦理原则、智力的丰富性和热

爱 劳 动 的 品 质 的 完 美 性 来 鼓 舞 学

生”。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人

的行为，特别是人的复杂行为主要是

后天习得的。对于学生来说，每天都

能够在班级中看到、最经常模仿的就

是教师；而在学校中，最了解学生的也

恰恰是教师，因此教师就自然而然地

成为学生的榜样和引导者。正是基于

此，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经验丰富的教

师说一句话：“要求学生做到的，老师

先要做到。”

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那些生活态

度积极阳光、意志品质顽强、兴趣广

泛的教师，他们所培养的学生往往是

性格开朗、乐观向上的。我们可以试

想，如果一个教师都没有高尚的人

格，整个学校的气氛与风气能够好到

哪里去？我们不会忘记，苏霍姆林斯

基教给我们的“在教师的人格中，什

么东西能吸引儿童和青年……这首

先就是教师在生活、工作、行为中体

现的理想、原则、信念、观点、道德和

伦理立场的和谐的统一体”。因此，

作为教师必须重视提高自己的个人

品格素养。

广博的知识是教师必备
的基础素养

教师只有知识积淀丰厚，才能带

领学生徜徉于知识的海洋之中，从而

迅速地获得学生信任，拉近师生关

系。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在学

生心目中，教师应是一个有智慧、有

学识、善思考、酷爱知识的人。”在现

在这样一个信息发达、知识爆炸的时

代，作为教师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知

识都精深，但是至少有两个努力深造

的方向：学科专业知识与教育学理论

知识。

确实，教师必须精通自己所教学

科的专业知识，因为只有教师的专业

知识足够丰富，教师才能够突破教科

书的限制，将教学的重点着眼于学科

的核心素养和本质，而不仅仅是学生

未知的知识；教师才能够在教学过程

中把目光聚焦到学生的思维过程上；

教师才不会成为照本宣科的教书匠，

而是一名真正的学习者与教育者。苏

霍姆林斯基曾说：“一个好教师应是精

通他所教科目的那门科学的人，热爱

那门科学，并了解它的发展情况——

最新的发现，正在进行的研究以及最

近取得的成果。此外，本人若能热心

于本门科学正在探讨的问题，并具备

进行独立研究的能力，这样的教师则

可成为学校的骄傲。”

作为一名教师，每天的工作中会

遇到各种各样学生的问题，其许多可

以利用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很好地

得到解决。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指出

的：“一个好教师要是个懂得心理学和

教育学的人，懂得而且能体会到缺乏

教育科学知识，就无法做好孩子们的

工作。”因此，作为一名教师，一定要研

究学生的心理成长过程，了解教育学

和心理学相关的理论与做法，要像苏

霍姆林斯基那样做教师，“刚从师范学

院毕业的教师，只有整个教育生涯都

不断研究和不断加深自己的教育和心

理学知识，才会成为教育工作的真正

能手”。

从苏霍姆林斯基那里，我们不仅

看到一位伟大教育家的可贵品质，更学

习到许多宝贵的教育经验和奋斗方向。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师说

向苏霍姆林斯基学什么
□ 李 昆 □ 赵成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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