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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赶上第一节课，天不亮，记者

就起身前往首都师范大学朝阳小学

（简称“朝阳小学”）。从住所出发一路

向北再向西，需要行驶43公里，学校就

在机场第二高速的不远处。

钟晓琳也随后赶到了学校，她是

首都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副教授，

2019年4月她又多了一个身份：朝阳小

学科研副校长。每次去学校，钟晓琳

都会在 7:30 前赶到，那是朝阳小学每

天“日记赏析”开始的时间。

朝阳小学每天的第一个25分钟专

属于日记赏析，学生可以听到别人日

记里写了什么，也对自己的日记能被

赏析充满期待。这样的晨课，在朝阳

小学已经持续了9年。

一个月前，在首都师范大学未来

教育论坛上，钟晓琳的分享引起了记

者的注意，那天她分享的主题是“从日

记赏析看儿童表达”。一所位于城市

边缘的小学，9年如一日带领学生坚持

做一件事，这本身就值得关注。

第一次走进朝阳小学，钟晓琳是

带着质疑的。按照她的说法，一所名

不见经传的学校到底能做出什么成

果？他们说的与真实发生的会是一致

的吗？这会不会是噱头或者贴标签？

作为高校研究者，钟晓琳早已习惯了

带着批判的眼光审视所看到的经验。

但是，真正走进学校，看到学生的

日记，钟晓琳释然了。“我知道我被击

中了，没想到在这里找到了这么多认

同点。”钟晓琳发现了自己新的学术研

究支点。

日记里的秘密

日记赏析有固定的流程，通常会

通过三种方式挑选出要赏析的 3-5篇

日记，即小组推荐、自我推荐和教师推

荐。学生现场选出想听的日记，作者

则可以指定想听谁的点评，最后班主

任和其他学科教师也参与点评，整个

流程由学生轮流主持。

六（4）班学生吕扬很看重这样的

主持，每次主持前一天晚上他都会做

足功课，比如开场白怎么说，怎样让同

学活跃起来，赏析时找谁最合适……

他曾把一次主持的全过程写进日记，

写 600 字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为了

做到最好，我把每个细节都考虑了，包

括大家的心情、语言、动作，我只希望

明天的日记赏析比平常有所进步。”吕

扬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吕扬的努力，他的同学闫洋

在赏析中说：“今天的开场白让人眼前

一亮，我看过吕扬设计的开场白，上面

涂改了很多，说明他很用心。”

日记赏析中的“日记”与一般私密

性日记不同，它是一种公开分享的小

文章。校长李福平说，起初就是为了

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后来发现学生

都喜欢在日记里敞开心扉，于是就成

了学生表露真实情感、解决生活问

题 、进 行 情 感 倾 诉 和 心 理 治 愈 的

载体。

日记里总是藏着秘密，但是学生

写进日记的秘密是拿来赏析的，他们

早已完成了“日记脱敏”。日记里不只

有新鲜事、快乐事，也有那些尴尬事，

甚至关于自杀的想法都会在日记里

吐露。

钟晓琳对一次日记赏析印象深

刻。一个学生曾在日记中写自己尿裤

子的经历——因为同学知道他前一天

尿了裤子，所以在日记赏析时都抱着

一种好奇心。钟晓琳至今记得，这个

学生在日记中写了整个尿裤子的经

过，而且在日记的最后还重复了两句

话：“我尿裤子了，但是希望大家不要

笑我。”

那天，钟晓琳主动参与了赏析。

她向学生抛出一个问题：“同学们，你

们遇到过让自己很囧的事情吗？”有的

学生说遇到过，有的说没有。“如果遇

到过，你敢将它写进自己的日记里

吗？我觉得这位同学很勇敢，他敢于

真实面对自己的囧，我们应该给他一

点掌声。”钟晓琳说。

纳入钟晓琳研究案例的还有两篇

典型日记。2020年4月，五年级一个学

生写的日记题目是《我想死》。因为家

长打骂她，她在日记中写道：“活着还

不如死了呢。”这着实让班主任紧张了

一番。

另一个学生的日记写到了自己

“糟糕的家庭”。因为父母闹离婚经

常吵架，他在日记中写道：“就在几个

月前，爸爸妈妈离婚了，整天失魂落

魄，关系就跟陌生人一样，谁也不理

谁，动不动就大吵大闹……你们考虑

过我的感受吗？”

在日记中，更多内心敏感的学生

会被看见。通常班主任会与学校的心

理教师一起研究化解方案。在钟晓琳

看来，日记里可以看见日常教育中那

些被忽略的心灵地带。她认为，教师

只有倾听儿童、读懂儿童，才能更好地

参与儿童的成长。要做到这一点，首

先要让儿童有表达的空间和欲望。钟

晓琳说，朝阳小学做到了，学生在课堂

上有充分的“自由度”和“安全感”。

李福平特别看重课堂的心理环

境，日记赏析营造的课堂氛围也延伸

到其他学科。在他眼中，日记是学生

心理日渐强大的重要路径，学生在日

记中学会了观察生活，学会了与自己

对话，学会了不断走向自我理解。

“把心事写进日记，就是每天给心

灵‘吸氧’。”副校长李芳是最早参与

这项改革的见证者之一，她说，“尤其

对那些有负面情绪的孩子来说，日记

给了情绪一个很好的出口”。

最有仪式感的一次日记赏析

在师生记忆里，最有仪式感的一

次日记赏析是 2019 年 9 月 1 日的开学

典礼。

开学典礼上有一个叫“爱家”的主

题板块，是以全校千人现场进行日记

赏析的方式呈现的。

此前的假期，学生都围绕这一主

题写了日记。那天一共要赏析 3 篇日

记 ，但 到 底 会 赏 析 谁 的 ，大 家 都 不

知道。

参加开学典礼的不只是全体师

生，还有家长代表。李芳说，这是规模

空前的一次日记赏析，打破了以往班

级、年级赏析的界限，扩大了日记的读

者群，所以无论对日记本身还是对日

记赏析，大家都格外期待。

三（3）班学生周一涵一篇题为《北

漂》的日记成为当天赏析的焦点。

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放学回

家，妈妈告诉我：‘我们要搬家了！是

在草寺村，搬到那儿就离学校远了，以

后上学就得辛苦早起了。’我说：‘没事

妈妈，我能行。’爸爸问我：‘涵涵，我们

要换地方住了，你知道哪里是家吗？’

我说：‘爸爸妈妈在哪，哪就是家。’爸

爸说为了让我有好的学习环境，让我

留在北京，有好多北漂的无奈，让我和

妈妈跟着遭罪了。我说：‘爸爸，您别

这么想，只要一家人在一起，永远都是

快乐的！’”

开学典礼的主持人是学校教学

主任白婧，她说：“虽然看了许多遍，

但是今天再次读的时候，我的眼睛又

湿润了。”

在赏析环节，有学生说：“我最

喜欢‘爸爸妈妈在哪，哪就是家”这

句话，它告诉我们，只要有爸爸妈妈

的地方就是家。”

那天参与赏析的还有家长。有家

长说：“听了这篇日记，我很感动，也非

常有感触。因为我也是北漂，每年只

有过年才能回老家一次。我也很舍不

得老家，但是为了生活，为了工作，不

得不离开家乡。”

选择赏析这篇日记，李福平有更

深的用意。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赏析，

不仅可以影响更多家长，还可以为全

体师生留存一份集体记忆。

朝阳小学的学生 70%以上都是外

来务工人员子女，每一个家庭背后都

是一部背井离乡的奋斗史。在李福平

看来，北漂是一种向上的精神。那天，

白婧向在场的家长转述了校长的话：

校长经常跟我们说，留在北京工作的

许多家长都是为了孩子能接受到更好

的教育，这样的家长是勇敢的，了不起

的，是很值得敬佩的。

把成长装进日记

对于朝阳小学的学生而言，6年时

间，每天的日记所记录的不只有生活，

还有成长。

一个已经上初二的学生对原来的

班主任说：“当时只是单纯地认为点

评和分享作文是一件开心的事，现在

才发现写日记使我受益匪浅。日记赏

析让我更加喜欢表达情感、理解他

人，并且让我打下了热爱写作、热爱

语文的根基。我们会时刻感受生活并

感激生活。”

日记里编织着一个日常看不到的

“大千世界”，而“成长”注定是这个大

千世界里的核心词。

二（1）班学生绳新钥在日记中写

道：“今天，我嘲笑别人了。我没想过别

人的心情，自己还哈哈大笑。后来我才

知道，我嘲笑别人，别人一定会伤心、难

过。我一定能改正这个错误。”于冠勋

则在日记中写“自己长大了”。于冠勋

是三年级的一名学生，在同学眼中他有

点儿孤僻，学习成绩也不理想。

让人心生牵挂的是，于冠勋的家

庭很不“理想”。因为妈妈身体不好，

爸爸忙于生计，于冠勋的生活一直都

由奶奶来照顾，后来奶奶去世，临终前

嘱托好友房东照顾孩子。有一天，于

冠勋写了题为《我长大了》的日记，引

起了老师的注意。

在日记中，于冠勋感谢了爸爸、妈妈

和大妈——大妈便是那位房东。后来，

班主任周雪骊联系到于冠勋的大妈，大

妈在回信中说：“冠勋一直很懂事，妈妈

身体不好，他会时常给妈妈揉脚揉腿。

其他同学出去玩的时候，他却在帮爸爸

看店。问到他想不想出去玩，他说也想，

但是看到爸爸一人看店实在太累了。当

我听完孩子的话，我掉泪了，我说‘孩子

你太懂事了，大妈为你骄傲’。”

一个学生在日记赏析中说：“读了

这篇日记，我突然觉得你一点都不像

我认识的那个于冠勋。我又看到了你

的另一面，你真是很懂事，比我们都懂

事，我特别想跟你做好朋友。”听了同

学的赏析，于冠勋忍不住落泪的那一

刻，班里响起了掌声。

“其实在赏析日记的过程中，孩子

都在用心倾听彼此内心的声音，而学

习和成长正是从倾听开始的。倾听本

身就是一种学习参与，是学习的出发

点。”李芳说，“我们更愿意借助日记赏

析为孩子创造一个能够认真倾听、读

懂同伴的场域。”

成长的不只是学生，还有家长。四

（1）班班主任李雪曾带领学生写过“我

变成了什么”的主题日记。一个学生写

道：“爸爸妈妈每天一下班就玩手机，吃

饭的时候玩，睡觉前也玩，早晨一起来

就玩，他们不玩手机的时候也不陪我和

哥哥玩，我真想变成手机，让爸爸妈妈

高兴。”他的爸爸看到日记后，专门写了

一封回信。“后来，这个学生的父母慢慢

改掉了玩手机的习惯。”李雪说。

日记不仅记录自己的事，也有老

师的事。五（2）班学生孟双双在日记

中写到北京教科院语文教研员张立军

的一堂公开课：“有一个细节不知道大

家发现没有，反正我发现了，就是在我

们回答问题时，因为张老师的个子本

来就高，所以并没有把话筒直接给我

们，而是关心我们，把腿弯着，把腰弓

着，举着话筒让我们说，而且遇到个子

矮的同学，老师会蹲得深一点。

孩子的日记对老师有点赞也有建

议。如果写到了哪位教师，班主任就

会将日记转给那位老师，日记成了促

进教师发展的重要因子。

孩子们真喜欢写日记吗

五（2）班学生徐谦涵早已把写日

记作为生活的一部分，通常回到家第

一件事就是先把当天的日记写完。

“喜欢写日记吗？”

“当然喜欢。有时候老师没有要

求写，我也会写。”

“我是从一年级开始写的，不会写

的字我就说出来，由妈妈帮我写。”徐

谦涵补充说。

“日记是写给自己的，你为什么愿

意拿出来与同学分享？”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有开心的

事情就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嘛。我也

会写自己不开心的事，还有自己不理

解的事，分享出来同学会有回应，会

给出安慰或建议，我很期待来自同学

的赏析。”

同样的问题在学生康文浩这里答

案却是不同的。他说，自己起初并不

喜欢写日记，但是后来自己的日记也

会被赏析，就慢慢喜欢上了写日记。

康文浩是学校的“名人”，包括校

长李福平在内，没有不认识他的。据

说，康文浩刚入学时考试都是交白卷，

是典型的缺乏学习动机和良好习惯的

学生。

现在已经是五年级的他，在学习

上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参与日记赏析。

“我最期待自己的日记能上校刊。”采

访当天，康文浩还在校长面前说出了

自己的愿望。他的变化让教师们更加

确信日记的力量。

在朝阳小学，学生的日记会被收

录进一本名叫《足迹》的校刊。这本校

刊并非只刊登那些优秀日记，还专门

开辟了“进步篇”板块。在李福平看

来，发表是日记的一场“革命”。现在

一本校刊已经无法满足学生发表的需

求，学校微信公号前不久专门开辟了

发表学生日记的专栏。

疫情期间，当学生都“禁足”在家

时，朝阳小学的学生都在坚持写日

记。2020年4月13日，六（2）班学生高

毅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和弟弟比

以前起床早了大概一个小时，因为今

天是我们第一次线上学习。从起床到

开始线上学习这段时间，我十分紧张，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上网课。当看到已

经好久不见的老师和同学时，我的内

心平复了许多。课上我专心听讲，主

动回答问题，努力找回在学校时的学

习状态……我还给自己制定了目标，

为六年级毕业做好准备。”

当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愿意并

能写好日记。李雪说，也有学生写日

记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一周也就

写两三篇；还有一些学生的日记就像

流水账，有时候她忍不住想引导一下，

但是又怕造成干扰。所以，她一直对

学生写日记没有太多具体的要求。“再

等等，我相信时间的力量，也许写着写

着就写好了。”李雪说。

“写日记是没有门槛的，如果有的

话，那就是真实。”李福平的这一观点

成了教师们最大的共识。

日记赏析到底是一门什么课

从一年级学完汉语拼音就开始写

日记。9年来，朝阳小学的日记赏析不

断迭代升级。每天的口头赏析结束

后，教师还会对每一篇日记进行书面

赏析。除此之外，学校 1-2 周会开展

一次“主题日记”赏析课，每次40分钟，

主题日记聚焦学生成长中的关键事件

以及与教材相关联的主题内容进行

写作。

“不少学生原先不敢表达、不爱表

达、不知如何表达，现在则乐于分享自

己的情感，日记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

不可估量的。”在语文教师胡燕春看

来，日记赏析在学生成长中的影响持

续发力。“日记里没有迎合，而赏析则

是一种高阶思维。”胡燕春补充道。

那么，朝阳小学的日记赏析到底

是一门什么课？

第一次接触日记赏析的人通常会

将其理解为语文学科的一部分，但是

在李福平看来，它早已超越了语文教

学范畴。尽管李福平在2008年提出这

一课题时，就是想破解学生的写作难

题——这是语文学科中的习作教学

改革。

李芳认为，日记赏析打破了语文

教学中“听说读写”割裂的问题，是一

种融合式教学创新成果，除了促进学

生语文素养的提升，还可以很好地支

持其他学科的学习。高孟岩是三年级

的数学教师兼教学主任，她说学生常

常会把自己在数学上的收获写进日

记，教学中的一些改进就来自日记里

的学情反馈。

日记赏析不只是语文教师在参

与 ，而 是 全 学 科 的 教 师 都 在 参 与 。

朝阳小学实行的是双班主任制，担

任副班主任的有数学教师，也有音

乐、体育等学科的教师。李福平的

推进策略是全员参与，“营造一种氛

围，这样彼此可以相互影响，形成集

体信任”。

教音乐的王秋琳是副班主任，她

越来越发现，日记中有丰富的教育资

源，不少班会的缘起就来自日记里发

现的线索。有时候也会将日记作为思

政课的教学资源。“如果说教育即关系

的话，那么显然日记是促进关系的最

佳载体。”王秋琳说。

在德育主任姜海蓉眼中，日记赏

析是最好的德育资源。她曾在一次论

坛上从德育视角分析了日记赏析的价

值，认为日记赏析实现了德育的可见

性和一体化，建立起学生与学校、学生

与家庭间的情感关联，引导学生通过

表情达意实现自我治愈，引发教师对

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对自身教育方

法的回溯、对教育理念的深层次理解，

也改善了师生关系，推进了学校的德

育一体化建设。

“日记赏析不能简单归入某一课

程。”李芳说。

记者更愿意将朝阳小学的日记赏

析看作一门具有多元价值和融合特征

的“日记课”。这样的课上，从来没有

教师的“教”，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

人，他们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坚持写，无

论教师还是学生都是在“赏”的基础上

进行“析”。

李福平希望借助日记弥补学生在

情感能力和反思能力方面的缺失，使

每个班级都成为独特的倾听场域、对

话场域、情感场域。但李福平很清楚，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除了学生坚

持写，教师如何在赏析中与学生展开

高质量的对话，这是一个挑战。

（文中学生名字均为化名）

日日 记记 课课

在这所小学，日记不是作业，而是学生生活的一部分。
每天 1 篇，六学年 1680 篇，当学生毕业离开学校的时候，日记成了他们最好的成长礼物；每天 25 分

钟，一学期2400分钟，日记赏析让这里的同学真正成为“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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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褚清源

有温度，也有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