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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玲莉：有限教育 无限可能

空中课堂的录制工作是疫情期间最为重要的一项关乎学生学习

的举措，最为艰难的时候，王玲莉不辱使命，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好评。这也凸显出这位教师业务水平的扎实，基本

功的过硬。 （金凤区教育局教学研究室语文教研员 李冬梅）

作为移民地区学校的典范，良田回民中学本着“艺体见长，保证质

量，构建绿色教育生态”的办学理念，在“互联网+教育”的深度融合中，

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教师，王玲莉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在学科融合和

跨学科课堂发展的探索中，王玲莉和大多数老师一样，进行大胆尝试，

取得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校长 蒋彦飞）

与我而言，王玲莉就像一缕芳香，把我引向清新的世界。在我眼

里，她知性、端庄、贤淑、自信，好像多么华丽的词藻都不能完全形容出

那么独特的她。或许人如其名，她就是那人世间舞动跳跃的精灵，那

么的优雅自如，让大家悠然神往；亦或是冬日的一抹暖阳，让她周围的

人们都能体验到幸福的味道。

（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教师 王晓娟）

别人眼中的Ta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王玲莉，宁夏回族自

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良田

回民中学语文教师，金凤

区级骨干教师，多次被评

为金凤区优秀教师，曾获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

师”部级优课。

一位扎根农村的教师，施展空间有

限，她却借助语文学科打开了农村孩子

诗意的人生；一位年轻的班主任，管理经

验有限，她却成为带给学生幸福与快乐

的“玲儿姐”；一位西北贫困地区的青年，

工作收入有限，她却默默资助帮扶贫困

学子成了“天使”投资人；一位普通居民，

战“疫”渠道有限，但她却主动“出击”成

为特殊时期的“战士”……她就是宁夏银

川市金凤区良田回民中学教师王玲莉。

她在这些“有限”中生发出无限的可能，

让农村学生拥有无限的憧憬。

扶贫有智
假干部唤醒“宝贝”真斗志

“开学第一天，王老师来我家了；

开学第二天，王老师又来我家了；开学

第三天，王老师再次来我家了；开学第

四天，我和妈妈含泪来学校了……”

单亲家庭的禹彩虹是王玲莉所带

2017 届毕业生，初三时为了减轻家里

负担，禹彩虹准备辍学外出打工。

没想到，开学第一天王玲莉就以

精准扶贫对口干部的身份上门了。禹

彩虹妈妈以回汉有别为由没让王玲莉

进门，并且提出给她“拿一袋面、一桶

油，然后再找个工作”的要求，全部满

足了，她才愿意考虑让孩子去上学。

第二天，王玲莉带着两位回族教

师，扛了一袋米、一袋面，提了两桶油送

到禹彩虹家，临别时又给了禹彩虹妈妈

300元钱。

第三天王玲莉再次到访，通知禹彩

虹的妈妈到城里的超市上班。

其实，禹彩虹和妈妈至今都不知

道，王玲莉“骗”了他们，她不是什么扶

贫干部，只是以这个身份做掩饰，“名

正言顺”地上门做工作、送钱粮。

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那时候的

禹彩虹，突然觉得“王老师身上闪烁着

光芒，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力量无法阻

挡”，她想要“成为像她一样的人，去做

和她一样的事”。

同样感受到类似“力量”的，还有

宁夏泾源县的马小红，她因为学习跟

不上而辍学务农了。

发现马小红没有到校，王玲莉第

一时间找上门，每次都被马小红妈妈

和家里的大黄狗“撵跑”。更糟糕的

是，马小红因为无法忍受父母的打骂

离家出走。王玲莉找到“流浪一周”的

马小红时，紧紧抱着她，让她“第一次

体验到了母爱的滋味”。在马小红心

里，王玲莉是给她“第二次生命的人”，

她觉得自己“得到了世上最好的爱”。

王玲莉任教的银川市金凤区良田

回民中学是一所移民学校，在校学生

近2000人，其中回族学生占92%，主要

来自原宁夏泾源县移民和现在彭阳县

的生态移民——学校所在的良田镇就

是重要的移民迁入地之一，辖区部分

居民是当地的精准扶贫对象。

多年来，良田回民中学扶贫工作

是常态，而学校教师除正常的教学工

作外，也要想尽办法留住学生甚至帮

助学生家庭解决发展问题。这期间，

王玲莉所带班级因各种原因辍学生并

不少见，其中女孩居多。不能总是以

“扶贫干部”身份开展工作的王玲莉，

便又想出了“宝贝计划”——她自掏腰

包，以政府奖励家长的名义，帮助女孩

重返校园。2018届毕业生于银燕就是

因为“宝贝计划”才有机会继续读书。

在王玲莉的“计划”里，班里的学

生“一个都不能少”。她工作的 7 年时

间里，先后资助学校60余名学生，其中

连续两年资助 4 名学生每人每月 100

元，她甚至还资助过藏区的孤儿。为

了消除学生接受资助的压力和顾虑，

王玲莉总是“编造”各种各样的项目、

计划。当学生得知后，她又像邻家大

姐一样悉心开导，并告诉学生：不要感

谢她，只要长大后成为对社会有用的

人就是对她最好的回报。她觉得，资

助孩子的学业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

为教育作贡献最好的呈现方式就是以

身作则。

而她带过的学生，多年后仍然对

她充满感激，并且满怀前进的勇气和

对社会的善意。

教学有模
创课王建构“5+5+2”新课堂

语文课怎么上？年轻的王玲莉有

她自己的一套“哲学”。在王玲莉看

来，语文课不仅是传授知识的天堂，更

是让学生精神富足的阶梯，每个学生

都与众不同，让每个人都能在语文课

上获得自信，视野得以开阔，这是她最

为高兴的事情。

但形式多样的语文课，在“自由”

之外更有“规则”。善于钻研的王玲莉

逐渐将她的语文教学结构固定化，形

成了“5+5+2”教学模式——这是在确

保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将教学内

容、教学环节、学生构成模式进行重构

的教学方式。其中，在教学内容上，

50%阅读（包括课内课外）+50%写作

（包括写与说）+20%课内知识（100%课

内教学内容）；在教学环节上，50%思考

与实践+50%小组合作+20%教师引导；

在学生构成上，根据学生优势互补原

则 5人一组+听说读写行 5个维度+组

间竞争与个人积分 2 种呈现方式。可

以说，“5+5+2”教学模式是王玲莉大语

文观建立的全新体验。再加上“诗意·

人生”唱诗阅读体验模式，“微课+X”

课堂教学探索，王玲莉为自己的大语

文建构了完整的教学谱系。

在毕淑敏《精神的三间小屋》的公

开课中，王玲莉借助一张学习任务卡，

激发学生换取学习资源、开展小组合

作，进而将现场观课教师“拉”进课堂，

分头为他们推介“三间小屋”……最后

话题又回到生活中思考：现代人如何

建设自己的精神空间？这时候，精神

追求的对话、思想感悟的碰撞，还有学

习的协作、语言的应用真正融为一体，

而一位年轻教师引领青少年学生借助

一篇文章共同畅想“诗和远方”，寻找

知识之外的“大语文”世界，这才是王

玲莉不遗余力追求的教育。

王玲莉还将这些经验或创课想法

分享给教研组里其他教师，听取意见，

弥补不足。也因为她的想法多、创意

好，曾被戏称为“课王”。学生就在她的

影响下爱上了阅读，爱上了诗歌，也获

得了全新的人生体验，感受到生活的美

好。“扶贫”更得“扶志”，在王玲莉的语

文课堂上得到了充分诠释。

育人有道
小达人开拓“诗意”大人生

西北农村家庭，上学的孩子与父

母之间的情感表达往往就像当地干冽

的风一样，王玲莉却希望他们之间像

阳光一样充满温暖。

有一年父亲节时，喜欢给学生拍照

的王玲莉整理学生照片并制作了小视

频，带领全班学生为自己的父亲做贺

卡、写留言、送祝福，并邀请所有父亲来

班里念给他们听。那一天，有位父亲在

楼道里放声大哭，说他从来没有被孩子

这样感动过；很多孩子的父亲回家后都

发信息给王玲莉表示感谢。

其实作为班主任，学生都喜欢她上

的班会课，常常忘记时间不想下课；除

了诵读，她会带着学生把诗词谱曲唱出

来，让学习走向了诗意；寒暑假，学生每

天都期待与她的互动，渴望她布置不一

样的趣味作业；学生也喜欢她倡导的

“抱抱”文化，期待老师爱的“抱抱”……

从走上讲台的那一刻开始，王玲莉带着

朴素的育人情怀，将立德树人的理念渗

入到自己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并不断探

索怎样将理念付诸于行动。几年下来，

分享教学经验，撰写研究文章，参加课

堂展示活动……围绕上课的实践多了，

她便成了同事眼中的“达人”。

“达人”王玲莉被学生亲切地称为

“玲儿姐”，哪怕她常常中途从初二、初

三接新班。在刚刚送走的一批学生写

给王玲莉的留言本里，有人回忆当初

第一面看到走进教室的是一个“个头

矮矮的，戴着一副大眼镜的小女生”；

有人评价王玲莉是“外表严厉、内心温

柔”的“玲儿姐”，是善良体贴、温柔大

方、乐观豁达的“小王”；也有学生感念

她对班里每一个学生的关注甚至超越

了父母，因为遇见她，学生“很快乐，也

很有安全感”。

王玲莉很快就走进了学生心里。

而在她眼里，每个学生都是天使，每个

学生都有优点，她从不吝啬夸奖，哪怕

学生有一点点进步，她都会买奖状、发

奖品。她相信，只要真心关爱孩子、尊

重孩子、宽容孩子，真诚对待他们，就

一定能找到开启学生心灵的“钥匙”。

这把“钥匙”找到了，王玲莉也会

迎来不一样的“春天”。她过生日，学

生偷偷为她准备蛋糕，在她走进教室

的那一刻集体唱响《祝你生日快乐》；

班里有学生因打篮球受伤住院，她心

情不好，学生便把男班长打扮成小姑

娘的样子逗她开心；有学生甚至大清

早在她的办公桌上放上牛奶、苹果等，

留言给“全宇宙无敌美丽的班主任”。

成长有得
勇战士“脱胎换骨”谋作为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王玲莉开

始研究“空中课堂”。怎样为全市甚至

全区学生呈现一堂20分钟的好课？“空

中课堂”与平时的教学有哪些区别？在

语文“综合性学习：古诗苑漫步”的唱诗

环节，王玲莉找到了灵感。她动员丈夫

孙旭为诗词谱曲配乐，然后再试音、录

课……那段时间，王玲莉的微课成为

“空中课堂”中的一道风景。

一个多月时间，11 节省（区）级课

程、23节县区级课程录制，王玲莉深知

这不是她一个人在战斗。在那段高压

状态下，含着速效救心丸工作的王玲

莉，回头看时却发现自己有了“脱胎换

骨”式的成长。她对语文教学的研究，

对于混合式教学的理解，对于团队建

设的感悟，已非之前的模样……

这样的专业成长，贯穿在她职业

生涯的诸多“战场”上。曾经参加银川

市第二届“推进课堂变革 提升教学效

率”课堂教学评比课例展示活动，在获

得一等奖后依然重新设计课例，在其

他班级尝试、验证，从而“从根本上改

变了固有的思维模式”，获得了教学变

革的新感悟、新方法。

从 2017 年“自治区第一届中学语

文教育教学研究成果”初中组论文一

等奖，到连续两年获得“中考模拟卷研

讨”评选一等奖，再到“一师一优课，一

课一名师”部级、市级连续获得一等

奖，王玲莉不断用“好课”证明自己。

同时她还带领学生一起“突围”，2017

年班级中考语文成绩位列金凤区第一

名，她指导的7名学生先后获得银川市

作文比赛一等奖，2018年、2019年连续

两年指导学生获得银川市课本剧比赛

一等奖第一名。

那个丈夫孙旭眼中的“清泉”，同事

王晓娟笔下的“暖阳”，学生眼中美丽的

“玲儿姐”，疫情面前的“战士”，就是藏

身“良田”始终“发光发热”的王玲莉。

“爱，是融化一切的良药，也许我

不是最好的班主任，不是最优秀的教

师，却用我最真诚的心深爱着我的学

生。”这就是不断为农村孩子打开一扇

扇充满阳光和诗意的未来大门的“玲

儿姐”。

一通电话聊课改引发共鸣，无数文字交流成长“惊喜”不断，几次同城擦

肩而过留下遗憾……在这个特别的夏天，我与宁夏银川市金凤区良田回民中

学语文教师王玲莉的“交往”有限，甚至没能到“现场”采访，但这并不妨碍我们

走近一位“隐藏”在西北重镇——银川郊区的农村教师，了解一个职业生涯不

到十年却身有“宝藏”的“玲儿姐”。正是在那片段的故事、简短的文字，以及反

复的沟通“确认”下，不断有新的故事“流”出、新的实践“浮”出、新的想法“蹦”

出……我不确定我能“挖”透这个人，但至少可以确定：“良田”长成的“玲儿

姐”，不会停下丰盈生命的脚步！

她是善于行动的年轻母亲，肩负起许多贫寒学子面向未来的希望。王

玲莉走进“良田”7年，在学校公开的扶贫工作之外，她一直“偷偷”地做着扶

贫助困的事。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却把更多心思放在了学生身上。有时

以“干部”身份扶贫，有时以“宝贝计划”无私助困……她工资不高却不遗余

力，甚至为了隐瞒个人行为还要“编织”不少“谎言”。每一个被她“请”回课

堂的孩子、送出校门的学生，都让她收获最真的情，看到最上进的心——这

里藏着她仁爱的处世智慧。

她是敢于“破界”的语文教师，始终谋划着改革与文化的传承。当王

玲莉率先以小组合作学习替代传统教授，以读写唱演形式放大语文学习

格局时，除了学生无比喜欢，那些来自同行的不理解、不支持甚至一度让

她“怀疑”自己的“创新”，但她依然建构“5+5+2”大语文教学模式，在跨界

拓展中坚守“儿童视角”与“学生中心”，不断收获着职业生涯的满足感与

价值感——这里藏着她语文教育的学识思想。

她是勇于挑战的“玲儿姐”，让很多“困顿”的灵魂重拾走向远方的勇

气。“外表严厉、内心温柔、勇于挑战”的王玲莉是学生口中的“玲儿姐”，她对

班里学生的关注甚至超越了父母，她对教学的创新让学生深爱语文，她甚至

拉着丈夫一起研究语文……因为她的帮扶，学生重拾学习的信心、奋斗的勇

气；因为她的教诲，学生打开了眼界、放飞了理想，甚至改变了学生“人生未来

的走向”——这里藏着她“引路人”的朴素信念。

她是乐于反思的学习者，总能在惯常实践中找到生长改进的可能。

一次教研活动，一场学术交流，一节公开课，一篇研究文章……身处西北

农村的王玲莉正在努力走出去，以积极的态度与乐观的精神，不断对抗现

实的“闭塞”与生活的“浅薄”，寻找教书育人的多元路径与教育变革的更

多可能——这里藏着她成长的专业精神。

她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一个学生喜欢的老师”，只是自觉地“带给

别人力所能及的好”。她藏身“良田”有限的空间里“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让她的人生“有意义”；我用有限的文字“挖”不尽宝藏“玲儿姐”的故事，让

我们的心灵多了许多温暖。

记者手记

藏身“良田”的宝藏“玲儿姐”
□ 本报记者 韩世文

“隐藏”在“良田”的
农村教师“玲儿姐”，在有
限的条件与空间里，以自
己的仁爱与智慧，为众多
贫寒学子打开了无限的
人生可能……

致敬
脱贫攻坚
教师

特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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