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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甘平庸，有成长的渴望和读

书的愿望，有成为“高手”的内在渴求，

但备课、上课、辅导、查寝，应付各种检

查、照顾孩子、应酬人情往来等占用了

大部分时间，耗费了大量精力，导致你

没有精力读书，没有时间“充电”。如

何才能在忙碌、紧张的日子里有读书

的时间？

充分利用暑期吧！

暑期是一段非常宝贵、能长时间

自主支配的阅读时间。高质量阅读需

要长时间沉潜，上班期间时间被各种

事务切割，阅读变得碎片化，很难长时

间沉浸。暑期则不然，只要愿意，就可

以规划出一整天、一周乃至更长时间

阅读早已想读、没空读的有价值的书。

暑期难道不是用来休闲的吗？日

常工作已经很累了，好不容易能休息，

还要阅读？其实，阅读与休闲并不矛

盾，你可以把旅游、打球、访友、照顾孩

子等与阅读统筹规划。当然，在更高

层次上，阅读乃至工作都可以转化为

一种休闲。反过来，日常工作之所以

累，恰恰是由于阅读少的缘故，真正卓

越的教师都是用一辈子来备课。苏霍

姆林斯基讲过一个故事：一个有 30 年

教龄的历史教师上了一堂特别出彩的

公开课，课后有老师问，这样精彩的课

准备了多少时间，这位历史老师回答：

“我准备了一辈子。”日常准备充分了，

备课就简单不累了。苏霍姆林斯基

说：“怎么进行这种准备呢？这就是读

书，每天不间断地读书，跟书籍结下终

身的友谊。潺潺小溪，每日不断，注入

思想的大河。读书不是为了应付明天

的课，而是出自内心的需要和对知识

的渴求。”有的教师认为暑期也没空阅

读，实质是在为不读书找借口，内心不

愿做，理由总不愁找。依照“二八原

则”，80%的人习惯从外部寻找借口，逃

避挑战，拒绝成长，这也是优秀教师难

觅的原因。

暑期如何读书呢？推荐三种方法。

一是深度啃读。用几周甚至一个

暑期来研读一本学术著作。有一些书

是你所教学科的奠基之作，攻克下这

本书，对你重新理解教育教学有根本

性影响，但这种书一般不容易在短时

间内读懂，适合放在暑期读。比如，如

果你为解读诗歌而发愁，可以利用暑

期集中攻克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如

果想提高数学教学水平，不妨研读乔

连全的《基于问题解决的数学教学研

究》。读这样的书，不求快，而在透

彻。用勾画、批注、摘抄、写心得等方

式让阅读慢下来，聆听书籍的声音，与

书籍展开对话以达到真正内化。

二是主题阅读。主题阅读也可称

为研究性阅读，是为了真正领会某一

主题而购买与之相关的书籍集中研

读。主题性阅读是从新手到专家最快

捷的方法。有的知识，仅仅读一本书

还不够透彻，还需要拓展阅读。我的

习惯是穷尽所能，把相关书全部购买

回来。好书之间是能相互打通的，阅

读这本可以启发对另一本的理解，当

你把某一类的书通读之后，就对此主

题有了整体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盲人

摸象。比如，我为了研究“演讲”这个

专题，就在“豆瓣网”上查找有关演讲

主题的好书，然后在网上一次性买了

《高效演讲》《演讲的力量》《演讲的本

质》《演讲的艺术》等书。虽然我对演

讲的技巧不熟悉，但把这些书通读后，

在大脑中就有了整体性领会。

三是专人阅读。在容易被手机控

制的时代，要警惕碎片化阅读，这里读

一点，那里看一点，貌似读得多，但不

能培育起学术根基，是没有什么价值

的。确定你欣赏的、曾经深刻影响你

或能根本改变你的学术大家，穷尽办

法将其出版和未出版的所有作品拿到

手，用较长时间慢慢研读。在我的专

业成长中，魏智渊老师是深刻影响我

的人，我从2008年开始阅读他的作品，

到目前他发在网上和出版的书籍基本

上全部阅读过，有许多作品不止一次

阅读。长期浸润，你对他的思想以及

思想的演变有了深刻领会，对形成自

己的写作风格和语言风格起到至关重

要的作用。现在，我正对另一个深刻

影响我的人——朱永新老师的作品进

行一次全部通读。

人生是一个短暂的过程，选择了

当教师，就应努力在这一职业中找到

安身立命之所在。通过阅读，保持一

个大的格局，持续不断地滋养生命，积

累学术的厚度，永葆年轻时的好奇和

勤奋，让自觉的内生力强大起来，这是

教师阅读最终的真谛所在。

（作者系山西忻州师范学院教师、

新教育实验网络师范学院执行院长）

暑期正是读书天

1987年师范大学毕业，三尺讲台、

一支粉笔和一块黑板，成为教师职业

生涯的打开方式。

刚工作那会儿，黑板是木制的，带

着木香和墨香。

课堂上，我们尽情地讲、不停地

写、反复地擦、不断地提示：“同学们，

看黑板”；学生也逐渐习惯并欣赏着我

们的“常规动作”，时而点头呼应，时而

疾书速记；下课铃声响起，认真的学生

立马补上没有记全的笔记，我们也蒙

着满脸满身的粉笔灰，迅速跑回办公

室，喝上几口水，冲冲粉笔末、润润干

渴而嘶哑的喉咙。

当时，教师的板书设计是极其用

心思的，课堂笔记又全又好的学生人

缘好、威信高，是很受追捧的。

青春融化为“白+黑”

黑板从黑色被写成灰白色，然后

“洗刷刷、洗刷刷”继续使用，实在不能

用了，就用墨汁刷一下，“整容级化妆

术”立马见效，黢黑黢黑的，仿佛一块

新黑板，这在当年绝对属于“高配”

处置。

教室里只有一块黑板，怎样去拓

展它的容量，让课堂内容更丰富多

彩呢？

记得有一次在讲授《〈指南录〉后

续》这篇古文时，由于文章所涉及的

内容与学生生活的年代相去甚远，学

生遇到的难点怎样才能突破呢？冥思

苦想，猛然眼前一亮，如果用图片展

示，一定会更加直观清晰。于是，马

上查阅历史资料，终于搜寻到当时的

地图，在历史老师和美术老师的帮助

下，按比例放大绘制出教学挂图。授

课过程中适时用图钉把地图钉在黑板

的一方，让学生结合地图复原课文描

述的内容。

从此之后，板书+教学挂图又成为

常态。

“同学们，请抬头看黑板……”这

句口头禅，已经成为教师和学生习以

为常的课堂专用词语，或许也是当下

网络流行语“敲黑板”的出处吧。

黑板上呈现教学重点难点和知识

体系的板书设计，是教师实践智慧精

华的凝练，它展现了教师对教材的个

性化诠释和施教思路，再加上挂图辅

助，以及后来流行的小黑板补充，整节

课的重要内容全都有了。

就这样年复一年，我们依旧不停

地板书，学生依然专注而欣赏地听，青

春融化为“白+黑”，融化在每一节课的

教学任务中；就这样写了擦、擦了再

写，在弥漫的粉笔灰中送走了一届又

一届毕业生，幸福感和成就感冲淡了

酸苦辣咸，凝结成教育理想追求的原

动力。

烧脑的PPT神器

1998 年，又是一个开学的日子，

我们兴高采烈地走进教室，惊奇地发

现讲台上新添了一个神器——电脑控

制台，黑板上方新增了一台投影设

备。开学第一天，学校就组织专业人

员介绍神器的功能和使用方法：课堂

上可以随时播放图片，可以随需要演

示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的实验，可

以随心聆听专家的课文朗诵……其

实，大家云里雾里没有完全听明白，

但直觉告诉我们这个神器设计奇妙且

功能强大。

于 是 ，我 们 开 始 学 习 制 作 教 学

PPT，这是一个相当艰苦而漫长的烧脑

历程。

还记得那个夏天，湿热的气浪湮

没不了学习的热情，我们备课组的老

师集聚在教师阅览室，共同学习探讨

制作PPT。

“我怎么打不上字啊？”

“你没有下拉文本框呀。”

“我怎么播放不了？”

“我的图片怎么不能放大？”

满头大汗，甚至汗流浃背，分不清

楚是因为天气的“外热”还是因不熟练

而手忙脚乱的“内热”，或许是内外一

起“ 发 烧 ”，致 使 每 一 个 人 都 呈“ 桑

拿”状。

在同事的帮助下，第一个 PPT 课

件制作成功，尽管还不够美观。

第二天，带上课件扬头走进教室，

满脸洋溢着自信自豪。课件播放的那

个瞬间，学生惊呆了。课件一张一张

地播放下去，教学一步一步有序展开

着。按预设计划最后一个环节是师生

共同聆听一段音频朗读，可是怎么也

播放不出声音，越急越慌乱，越慌乱

就越不知所措，脑子顿时一片空白，

满脸涨红，汗如雨下，只好让学生集

体朗读课文，趁机稳定一下情绪，快

速回忆操作要领，最后终于成功播

放。这节课学生既惊喜又满意，并没

有因为那个“技术事故”的插曲而影

响听课效果，因为全新的教学形式带

给他们视觉和思维的冲击太大了，也

可以说是震撼。

强大的 PPT 应用于教学，以往课

堂上需要反复强调的重点，现在可以

通过 PPT 多种艺术字体展示在屏幕

上；以往需要用语言描绘的景象，现在

可以选用图片展现精美的画面；以往

学生难以理解的抽象事物，现在可以

用动画抽丝剥茧般地演示，反复重放。

其实，PPT 应用于课堂教学经历

过一段曲折过程，PPT 曾经一度取代

了“黑板板书”成为电子版教案。然而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时常遭遇现场即

时生成的问题，猝不及防难以应对，师

生交互激活产生的灵感不能得到及时

点拨和引导。PPT“绑架”了课堂教学，

限制了师生有效互动，约束了学生的

发散思维。后来，PPT+“黑板板书”模

式逐步得到普遍认同和广泛应用。因

为，课堂教学永远是师生之间、生生之

间情感思维的多维交互，生态课堂的

最佳互动境界是“情与情的交融，以情

生情的激情奔涌；思与思的碰撞，以思

促思的智力引爆；心与心的接纳，以心

连心的心潮相逐”，这是PPT等教育技

术无法也不能替代的。因此，破解的

策略当然是二者的有机融合，即PPT+

“黑板板书”模式，中庸之道是中国哲

学思想的精髓之一。

“只有改变才能改变”

不久之后，网络走进了教室，黑板

又被白板、电子白板静悄悄地取代了；

粉笔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没有了粉

笔，板书怎么办”“水溶笔、电子笔怎么

能写出笔锋”……当我们还纠结于这

些琐碎问题时，新技术、新媒体的跨越

式发展，让我们目不暇接，也由此释放

着这样的讯息：信息化时代、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深水

区艰难推进，基础教育育人目标与实

施路径的深刻变革，正在静悄悄进行。

“只有改变才能改变”。记得曾经

听过一节《拼拼完美的脸——Q 版漫

画肖像》的美术课，教师利用电子白板

功能在课前储存了一些Q版漫画的图

片，课堂上适时展示出来，加深了学生

对漫画肖像的喜怒哀乐这一环节的认

识；接着，教师让学生为空白的脸部轮

廓添加适宜的五官，部分学生上讲台

操作，他们拿着电子笔很快就在电子

白板上描绘出个性化的 Q 版漫画形

象，教师随即用电子笔抓取形象加以

交流比较，直观地提升了学生的创作

兴趣。

这节课令人印象深刻，也让人情

不自禁地感叹，电子白板不仅有便捷

的书写效果，还可以随时勾画、标注、

擦拭、保存，课堂教学直观高效。最

重要的突破是，教师能以电子白板为

载体和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

境，提供丰富而即时的学习资源，引

导学生自主学习、相互交流，使得学

生在活泼多样的学习情境中体验、感

悟，通过自主、合作、探究提升学习能

力。虽然教师的指令减少了，但是学

生的兴趣和参与度却成倍提高，教学

质量明显提升。

又过了一段时间，“智慧教室互动

黑板”开始走进校园，投影仪、电子白

板、电脑、电视机、广告机和音响“六机

合一”，更有学生的“智慧课桌”直接将

黑板呈现到每个小组的面前，这块曾

经被教师主控的黑板，转移到了每个

学生都可以涂鸦的智能课桌上。你

看，学生们在这样探索二次函数图像

的移动：“来，我们自己玩玩看，能发现

什么规律呢？”

教师轻轻点了一下讲台上的按

钮，学生的眼神立刻盯住了自己小组

的智能桌面。学生的课桌亮了起来，

出现了坐标轴，出现了函数表达式、

数据和抛物线。当然，还有“手指”图

形的移动示范……对于学生而言，这

是太熟悉的场景了。有的学生手指

一滑，跳过观看，更愿意自己摸索。

向上一移，函数式数据闪动；向下一

移，数据依旧跳跃；看看能不能移到

外面去——有的学生忍不住调皮下，

让屏幕放大再放大……一次次的尝

试，终于伴随着“哇——哇！”的惊叹

声，学生成功地让抛物线开口变得超

级大，同时也终于把抛物线赶出了

“课桌”……

这时，小组面前的公共屏幕亮了起

来，小组共同完成的任务出现了……

传说神仙用手画个圈，就可以看

到肉眼看不到的画面，这一“奇迹”的

发生，我们亲手使用了，真是不可思

议。黑板的主人，从教师到学生的变

化，更是激动人心。

从黑板到电子白板、再到智慧黑

板的升级换代，智能技术发力，智慧

教育导航，教育信息化2.0在行动。黑

板的升级换代，宣示着中国基础教育

已经从“互联网+”进入“人工智能+”

时代，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改变惊

艳世界，也亮丽地折射出基础教育课

程目标 70 年的演变轨迹，总体呈现出

向 前 逐 步 深 化 、朝 上 渐 次 升 级 的

态势。

纵观全球，俯瞰全国。回望70年，

我们的教育正在加速推进“构建网络

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

系”，建设“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学习型社会，指日可待。

作为亲历教育改革的教师，我们

的教育生命也在不断丰盈。“同学们，

看黑板”，黑板上镌刻的是70年教育精

彩，也有师生共同成长的故事。

（作者单位分别系上海市仙霞高

级中学、上海市莘庄中学）

“同学们，看黑板”
——从黑板更迭看教师成长

□ 吕咏梅 姜兰波

生命叙事

给青年教师的信·郝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