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年时光，弹指一挥间。翻开

相册，任何一张照片都能将我们拉

回到从前；点开视频，一帧一秒，都

是璀璨童年。

想留住这一切，就拿起手中的

笔，写一本书，署自己的名，每个人

都是作者。

每个孩子写一本书的计划，就

这样一边在我的心头潜滋暗长，一

边又在一个平常的日子不经意地启

动了。

设计封面，无限留白。如果把

这本书比作一幢房子，我们既没有

效果图，又没有设计理念，更没有室

内布局，也没有搭建任何框架，甚至

连地基都不是很牢固，居然轰轰烈

烈地开始选址、命名、建造起来了。

为了看起来像一本书，为了给

孩子足够的空间和自由，我选择了

B5 尺寸的纸张。一张白纸上没有

任何横线或方格，无限留白，只是纸

张比平时厚一些，这样更有质感。

孩子们兴致盎然地画呀，写呀，

设计好了封面，写好了书名，还像模

像样地加上了出版社。

如《匆匆的我们》《那些年》《几

帧从前》《六年犹如流星雨》《我

们》……我摩挲着每一本“书”的封

面，它们仿佛在我的书桌上变得越

来越厚，渐渐立体起来。

封面定下来，就像房子装好了

大门。至于里面的装修，我们有自

己的风格，有源源不断的故事排队

等候，并不刻意先写哪一个。可以

按时间进程，也可以按主题划分，抑

或是在照片中获得灵感。

第一篇，我建议孩子用自己喜

欢的方式，设计“一训四风”的字体

创作。我认为，一所学校的校训，

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感召力，

能起到激励的作用，进而内化为一

个人的行动和价值观。如我们学

校的校训：育真人，求真知，成

真才。

我希望，学生带着“真”字

前行！

接下来，我沿着学生刚进入

小学时的足迹，从学校举办的活

动入手，如“新年音乐会”“亲子

运动会”“入队仪式”等，一天一

个主题，打开他们的写作思

绪。在写作之前，我让他们

欣赏当年参加活动时的批量

照片，让孩子慢慢找回当年

的记忆。

绘本共读，探索画面。

这种文配画的微写作，让孩

子越来越感兴趣，配图也

越来越有意境。与此同

时，我又找到这些年我们

一起读过的绘本，与孩子

一起重温。如《我的爸爸

叫焦尼》中，爸爸、妈妈和

儿子狄姆围巾的配色寓意，《大脚丫

跳芭蕾》中许多细节密码，给孩子一

些创作的灵感和启发，原来配图也

是一本读不尽的书。

有些孩子在摸索中创造了自己

的配图风格，形成一本书的排版特

色；有些孩子在布局上不拘一格，每

天都有新的惊喜；有些孩子还在探

寻的路上，点滴积累也是一种成长。

差异展示，共学共进。我每天

都将孩子的作品拍下来在公众平台

进行展示。一方面因为有了更多关

注的目光，对孩子来说是一种激励；

另一方面，每个孩子都能欣赏并学

习别人的作品，在共学共进中收获

更大的进步。为了让这本书有一个

看得见的进度条，我给展示栏目确

定了一个主题，主题名称选自学生

谢黎琨的《几帧从前》，这样形成系

列，让写作更有动力，进而距离自己

的目标越来越近。

孩子们每天写，我也每天写，一

不小心，这个系列已经进行到第十

六期了。

毕业前，每个孩子写一本书，留

住璀璨童年，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当初定下这个“宏伟”目标的信念，

似乎不足以支撑我们抵达远方。但

我们深深知道，抵达远方的人，一定

有目标背后的行动。于是，先埋头

赶路，不问西东，哪里水草丰美，文

字就向哪里迁徙，没有停歇。

走着走着，不知不觉，心中的

那本书已若隐若现，慢慢变得清晰

起来。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扬州市育

才实验学校）

用时 32 分钟，完成 5 公里，这是

我恢复跑步的第四天。

身为教师，许多时候我帮学生疏

解掉的压力似乎都吸到自己肚子

里。不得其法的我，极力抑制内心的

种种情愫。可它似乎成了长在心里

的野草，芜杂、烦乱。

无意间的一次夜跑，让我体验到

一种畅快淋漓的舒适感，于是暗暗给

自己制定了一个小目标，坚持夜跑并

逐渐完成5公里。

在每一公里的足迹中，蒸发掉

的不仅是汗水，还有内心复杂的因

子，而留下的是不可替代的满足。

时间久了，便有了懈怠之感，夜跑也

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了。当这种状

态成为一种常态，我不再那么频繁

地捧起书籍，也不再在键盘上敲打

我的教育苦乐……所有的“不再”皆

是 跑 步 暂 停 后 出 现 的 一 种 闲 散

状态。

我现在又开始跑步，就像孩子重

拾心爱的玩具那般小心、热爱。

我逐渐开始享受跑步时的独处

时光。在自己喜欢的音乐里，构架

出歌词世界里的浮华。在这场独角

戏 中 ，我 是 百 分 之 百 的 主 角 和 导

演。不用担心、不用迁就、不用自

卑、不用害怕，在这绝对真实的时光

里，我开始思考和审视自己的教育

言行。对于那些有弱势学科的学

生，我是不是可以通过组建“互助

团”来代替曾经枯燥且无效的鼓励；

对于那些行为习惯有待提高的学

生，我是不是可以用“成长日志”的

方式代替简单粗暴的惩戒；为了缓

解学生的压力，我是不是可以定期

开展多样的班级活动替代无味且千

篇一律的“鸡汤”……这些办法都是

在独处的时光中，与自己内心对话

时想清楚的一些问题。

现在我仍然记得，“互助团”的

学生为了解开“难题”而反复讨论、

为了寻找最佳解题方法而相互探究

的情景；我还记得，行为习惯有待提

高的学生看到自己的“成长日志”，

觉察自己成长轨迹时的兴奋羞涩的

神情；我更记得，这些孩子在班级活

动中表现出来的自信与乐观……这

些都一直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

而正因为夜跑的独处才有了独立思

考的空间，才让我觉得每天都有不

同的意义。

我也开始喜欢上跑步时快坚持

不下去的那种痛感。都说跑步最锻

炼人的意志，而我觉得除了坚持的毅

力外，最大的收获是突破极限后的自

我肯定。起初我跑到4公里时，开始

用嘴大口换气；再跑几下，感觉腿像

灌了铅，恍惚间都不知道自己有没有

在跑；特别是最后那段路，感觉连呼

吸都困难了。起初我也畏惧，但后来

我开始学习科学跑步的方法，在冲刺

时加速一下，冲到终点。这种痛感后

的自我肯定，也给我破解班级窘境带

来了启发和信心。当班级陆续有学

生出现迟到、带电子产品、学习懈怠、

纪律差等问题时，我不再做那个躲在

后窗的“侦察兵”、到处灭火的“消防

员”，而是选择向书籍和名师学习，就

像夜跑到最后阶段一样，再冲一冲。

在一本本书中，我知道自己并不

孤单，有这么多同人也有过类似的困

扰和烦恼。我逐渐明白，面对学生不

能仅停留在管理教育上，只有在学生

内心点上一盏明灯、燃起一把火，他

们才会相信自己，才会看清前方的

路，才愿意与你一起出发。当我打开

心门，悦纳后冷静分析，在每一次挑

战过后，我也惊喜地发现遇见的是不

曾想过的幸福。就像站在 5 公里的

尽头，享受如雨的汗，似乎又是新的

开始。

那种没有放弃、战胜自己意志后

到达终点的感觉，是那么美好。

在跑道上，戴着耳机，漆黑的夜

里，脚下响起属于自己的节奏，不再

抗拒，不再迷茫。是啊，一切都是那

么美好，5公里，让我接近美好。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

写一本书，留住璀璨童年
□ 潘佳梅

五公里，让我接近美好
□ 刘 强

很久以前，我就一直想做一件事

情，把自己与孩子之间有趣的事情记

录下来，写成一本书，书名叫《天马行

空海贝班》。书的内容让我有些难以

抉择，一方面想写孩子之间玩耍的趣

事，一方面又想写在课堂上快乐的瞬

间。但是我了解了一下，出版一本书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需要坚持记录，不断打磨自

己书写的文章，还要给文章配上合适

的插图，最难的是要找出版社。像我

这种新教师，估计机会渺茫。所以，

这个目标仅停留在设想阶段，一直没

有行动起来。

一次机缘巧合，我发表了一篇稿

件，这给了我莫大的鼓励。我明白了

只要去做就有可能成功，但如果不做

就一定不会成功。如果想要实现大

目标，我就需要先把它分成一个个小

目标，逐一攻破，就能距离目标越来

越近了。

想出版一本书，首先要确定书的

内容。所以我在日常观察孩子的时

候，会有意识地捕捉与我所想内容相

关的事情，掏出手机拍摄照片；写文

章时也会下意识描述自己关注的事

情；看到群里有符合内容的图片也会

保存到手机里。

进行创作的文件夹里，我也划

分了类别，有以教师为主角的文章，

也有以学生为主角的文章；有与课

堂相关的文章，也有与学生游戏相

关的文章。这些文件夹建好后，里

面的内容还不是很多，我打算每周

至少完成一次记录，一个月进行一

次梳理。

平时我喜欢阅读与班级管理相

关的书籍，像魏书生的《班主任工

作漫谈》，薛瑞萍的《心平气和的一

年级》系列，管建刚的《一线带班》

等。每隔一段时间再次翻看这些

作品，结合自己的实践又会产生不

一样的体会，更加坚定了自己“出

书”的梦想。

在日常工作中，总有一些突发

事件会打乱事先的计划。有时需要

组织学生开展活动，有时需要与教

研组一起研讨教学，有时要参与培

训学习，有时要跟家长沟通，这些都

会耽误大量时间。有些时候，不是

没能挤出时间完成自己的每日目

标，而是灵感来临时正好被打断，还

有就是筋疲力尽之后完全提不起精

神，这些都会让自己逐渐松懈，行为

也变得懒散。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之前我在

何捷老师的书中看到，他一直有早起

的习惯，起床后这段时间可以完成许

多事情。所以，我把早上起床的闹钟

提前了 5 分钟，这 5 分钟时间用来构

思一天要完成的工作计划，按照重要

和次重要排列起来，做到心中有数；

然后用手机便签打卡记录每天完成

的目标，累积到一定数量就奖励自己

买点喜欢的物品；每天晚上固定一个

时间，哪怕是5分钟，也要看几页书，

保持阅读的状态。

疫情期间，学校管控严格，经常

要填写各类防疫报表，摸排学生及家

长的居住情况，也会把零碎的时间填

满，制订的计划到了下班时一看，全

都没有真正完成。但是疫情之下，我

反而能更加冷静地思考，排除掉生命

当中许多不需要的东西，只把有限的

时间用在有效的事情上，才能提高做

事的效率。

经常翻看自己坚持写下的文章，

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体会，每一次思

考都会加深我对教育的理解，每一次

豁然开朗也让我与学生的关系越来

越近。前不久，我在网上定制了一本

书——自己创作的内容。书送到那

天，学生聚集在我的身边，一起欣赏

着我们共同的作品，学生的夸赞让我

很受鼓舞。相信有一天，我也能真正

出版一本自己的书。

那就定个小目标吧，万一实现

了呢？

（作者单位系重庆市沙坪坝区融

汇沙坪坝小学校）

一点一点靠近梦想
□ 刘讶谕

小目标
大梦想

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既要有大目标也要有小

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方能走得扎

实。目标过于远大，往往难以坚持，

不如给自己定一些小的目标，并一

步步实现它。本期让我们来看看三

位教师近期的小目标是什么，遇到

了怎样的困难，又如何解决呢？

给青年教师的信·满小螺同学，未来的行知老师：

你好！

首先，感谢你的联系，请允许我用

未来的行知老师来称呼你！

我是行知学校校长满小螺。在深

圳市龙华区 2022 年春招启动之际，很

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以下我就一些你

感兴趣的问题做些解答和介绍。

行知学校的校名源于教育家陶行

知先生。2005 年，我们将行知校名第

一次引入深圳市公立学校系统，我也

有幸创办了深圳第一所以“行知”命名

的学校，后于2015年、2019年先后创办

行知实验小学和行知学校。历经多年

沉淀积累，深圳龙华行知教育品牌在

全国教育系统已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行知学校于2019年9月创办，是一

所九年制公办学校，至今已办学3年，今

年8月将正式迁入新校区。新校规模达

60个教学班，占地5万多平方米，有多媒

体教学中心、教学云平台、游泳馆等完备

的现代化教育装备设施。目前，我们的

教师团队以年轻人居多，有正高级教师，

也有从全国引进的特级教师。研究生占

比42%，他们来自国内外知名高校，还有

一些教师是你的师哥师姐。若选择来这

里，意味着你不仅是一位教师也将同时

是一名创校人，你将拥有非常广阔的创

造空间和成长机遇。你将深切感受深圳

当年从“小渔村”变成大都市的种种创业

激情与成就。

多年来，我们以“问正行久”的教

育哲学，致力于造一个“真善美爱乐

群”的世界；打造“慈和智慧优雅”的教

师团队，探索出以少胜多“1+1”轻负优

质校本课程；营造“尊重、理解、引导、

等待、保护、接纳”“信任学生、依靠学

生、发展学生”“教学做合一”的教育生

态。2019 年，我带着办学 14 年的行知

小学理念和经历来创办现在的行知学

校，希望这所新学校同样有着深厚的

行知教育传统和底蕴。

说到创造，我们的校徽就是借用了

陶行知先生创造的一个字，在字里嵌入

了“行知少年”“问正行久”等设计元素；

学校的手信是一枚悠然稳立指尖的小

小竹蜻蜓，表达了对从容、平衡的追求，

我们也将儿童友好学校的理念落地，从

温润的木桌椅到每个孩子参与的演讲

课……校园内，放学时回响在校园的

《夕会歌》；放眼四周，山色葱茏，绿道环

绕，空气清甜，在这样的环境中，你会觉

得身体放松、心神旷达。

你问“名牌大学的学子是否在报

名录取中有更大优势”，我想说的是，

大学排名不分先后，只要符合报名条

件即可。我们学校选人，比较侧重“培

养一个完整的人”的育人目标，兼顾从

精神、情感、智力、体力等方面考察教

师，希望发现与孩子亦师亦友的成长

导师和有志青年，一起做“挚爱真善

美、关切天地人”的生命教育。你应该

知道，教育并不是只有分数，只有考

试。一个好老师总是欣赏和鼓励孩子

向上、向善，帮助学生成为“立足社会、

服务社会；享受生活、创造未来”的

人。“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仁者——

是的，这两个字应该是我们对理想教

师的一种表达。

说到待遇，深圳各区各校教师的

薪酬福利待遇相对均衡，让教师能够

心无旁骛地工作、研究。作为校长，我

想告诉你的是，行知学校也会提供一

份最重要的“待遇”——一个友善、愉

快和支持性的氛围，一种健康的生活

方式；在这里，校长爱老师，老师爱学

生，学生爱生活……这些是看不见、摸

不着但又真实存在的隐形工作“福

利”。当然，还有广阔的事业发展平台

和空间，以传承创造陶行知的教育思

想为己任，也像先生当年那样，既不故

步自封也不盲目模仿，在今日世界发

出中国教育的声音。

选择行知，不仅是选择职业，也是选

择了你可以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和事

业，也就是选择与学生共同“过一种美

好的教育生活”，做好自我认识、自我定

位、自我成长、自我超越——这是一生

的功课。

你知道“九九消寒图”这个民俗

吗？从冬至到春分，共 81 天。“庭前垂

柳珍重待春风”，每个字的繁体都有 9

画，共 81 画。在人们对春天的殷殷期

待中每天一笔，消寒图告成之时，春回

大地。写到这里，我忽然想到这岁月

中的垂柳和春风不就如同那些学生和

先生吗？

先写到这里吧，期待与你相聚！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行知学校校长）

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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