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命叙事

关于青年教师成长的认识，存在着

一种“幸存者偏差”。因为我们经常看

到这样的事迹：有青年教师刚参加工作

就出手不凡，任教学科成绩一举压倒众

多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排名学校乃

至区县第一；有青年教师专业出众、天

赋卓绝，第一次参加区县教学评比就拿

了第一名……此时，让人不禁以为青年

教师成长是一件容易的事，其实这样的

“成功者”千里未必能挑一。

谁的青春不狼狈？现实中，青年

教师最容易遇到的情况是：工作第一

年铆足干劲，结果任教班级成绩年级

排名倒数；第一次参加教学比赛，结果

却是灰溜溜地陪跑……成长从来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青年教师成长也难有

“神话”。“玉不琢，不成器”，只有在不

断克服困难中增才长智，在愈挫愈勇

中坚韧心性，才是一名青年教师走向

优秀教师、卓越教师的“常态”。

我单名一个“璞”字，按字典里的

解释，“璞”是含玉的石头或没有雕琢

过的玉石。就我工作初期的状态来

看，确实不像一块耀人眼目的“宝玉”，

而更像是一块“顽石”。当时，在区内

音乐教师中我的音乐技能并不出类拔

萃，教学思路也不是很流畅清晰，当时

我的职业状态困顿如斯。

如何找到成长方向？正彷徨时，

得知学校帮我报名了区音乐教学评

比。虽然工作已经五六年，但对怎样

上好音乐课特别是评比课，我还处于

懵懂的状态。既然报了名，我也不能

打“退堂鼓”。于是，回想参加教研活

动时了解的公开课的样子，我认真备

了一节课。

当时，这节评比课我上得很“烂”。

但课后区音乐教研员倪老师的评价却

鼓舞了我，她的话大意是：“这节课的设

计并不成熟，需要你多听别人的课来提

高基本的音乐学科认知。但你的教学

语言很有特点，我感觉你在区内男教师

中是最懂言说的。”其实，区里男音乐教

师没有几个。但我从区教研员的话中

找到了信心：原来我也有自己的优势，

在音乐教学上我也有发展的可能。于

是，我暗下决心：下一次，要比这一次

更好！

为了上好课，我抓住一切学习的机

会，再远的路我也想办法参加。记得有

一次在上海市回民中学听了两节市级音

乐公开课，在回来的公交车上，我脑子里

还在“复盘”听课内容，不知为何嘴里冒

出一句：“这样的课，以后我也能上。”言

毕环顾四周，还有同行的本区教师，心里

不免有些尴尬。或许是“操千曲而后晓

声”，在不断学习中，我慢慢建立了上课

的底层逻辑。

经过两年的听课学习，当我对上音

乐课有了一点感觉时，学校又把一个大

难题放在我面前——是否愿意跨学科

任教高中语文课？对毕业于上海师范

大学音乐系的我而言，这样一个任务有

许多理由推托、避让。但我还是决定迎

难而上、挑战自我。在其后5年的音乐、

语文跨学科教学路上，遇到的困难显而

易见，但在不断克服困难中我也走出了

一条别样的专业成长轨迹。

回顾自己的专业成长路，可谓几

番“山重水复疑无路”，几番“柳暗花明

又一村”。生活和工作上，青年教师遇

到的困难和挫折有许多，但仅就教师

主业——上课而言，能遇到的困难和

挫折不会“逆天”，只要有智慧、毅力，

一定可以跨越阻碍，跨过去或许就是

一片灿烂的“风景”。

突然想起一件“趣事”。那时，我

已担任区兼职音乐教研员，按照统一

安排，我一早赶到某学校参加区学科

调研活动。调研活动是学期初区里告

知学校具体安排的，并不存在“突然袭

击”的情况。但到学校后，校领导为难

地告诉我，上课的青年音乐教师临时

请病假不能来学校了。第二天，我无

意中得知这个称病的音乐教师昨天在

学校上课一切正常，只是压力大而

已。我只能苦笑一声。

青年教师上公开课确实会有一点

压力，但连这些都不敢面对，又谈何成

长？态度决定行为，行为决定结果。其

实，无论上公开课还是参加评比课都需

要有接受考验的勇气。如果把它仅仅

看作一次任务，那么心中只会有压力与

苦恼，如果把它看作一次成长的契机，

那么心中更多是成长的喜悦。

青年教师专业成长，道阻且长，但

行则将至。

（作者系上海市音乐特级教师，上

海市川沙中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从“顽石”到“宝玉”

探寻教师专业成长路径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022年6月22日08版

教师成长教师成长周刊

主编：宋鸽 电话：010-82296728 编辑：刘亚文 电话：010-82296736 投稿邮箱：zgjsbjscz@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给青年教师的信·陈璞

谱一曲成长复调，吟一首生命长歌。人的发展是不断进行自
我完善的过程，教师在通往自我完善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路

径是多种多样的，一旦走向前再回头看就会发现以前选择的路也许
并不是唯一的路。教师的成长之路像一曲复调音乐，我们可以在不
同阶段选择不同的道路，也可以同时开启不同的选择，做个“斜杠教
师”，拥有不同的专业技能。最重要的是，不要给人生设限，让成长之
路朝向无限可能。

生命朝向的无限可能
□ 张 宏

谱一曲成长复调

人生最美的姿态，莫过于向阳

而生、持续生长。未完成、不完美的

状态昭示着生命朝向的无限可能，

蕴藏着生命丰盈的巨大能量。

作为一个教龄 17 年的初中语

文教师，我对海德格尔所说的“教

育者要比受教育者更可教”笃信不

疑，并以此时刻自我提醒、自我鞭

策。保持生长，是人生至境；追求

成长，便自然而然成了我职业道路

上的大事。

教师该如何成长？找到成长

“内驱力”是关键中的关键。内驱力

又从何而来？对我而言，它来自专

业阅读、专业写作、专业实践。

阅读，从“悟课”开始

时代的发展与进步让我更愿意

相信：教师执掌教鞭、站稳讲台的底

气源自教师的精进与底蕴。教师应

该给学生以“源头活水”，这样的源

头主要来自阅读。

书海茫茫，从何读起？这涉及

人的阅读结构，我的阅读就是三个

“同心圆”。从外往内说，分别是人

文通识阅读、教育经典阅读、学科本

体性阅读。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最内核的

知识结构当是语文专业阅读，通过

专业阅读我建立起关乎语文的根本

认知和学科自信。对我影响最大的

一本书是《语文教育研究大系》，由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王荣生、郑桂华

共同编著，收录了 1978—2005 年间

语文教育优秀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而我的啃读，是从其中的“中小学课

堂实录”切入的。

观千剑而后识器，悟百课而后

成长。由此，我走上了专业成长的

第一个阶段“悟课”。好课是要悟

的。看，只能看到课的骨架、流程、

环节；唯有悟，才能把一节课掰开

揉碎，反复观察，明其要义精髓，窥

其课理一二：名师名家缘何这么设

计目标、重难点，又缘何这样设计

教学过程，甚至小到一个设问，一

个点拨、追问的匠心，我都读了再

读，品了再品，悟了再悟，如是循环

往复，才可能猝然相逢于作者智慧

下的“会心一笑”。

就这样，我把 20 年来语文名师

名家的代表课例全部读了一遍，那

种 闯 入 宝 山 的 欣 喜 难 与 外 人 道

也。博采众长，化为己用，我发现

自己的教学视野广了，教学方法活

了，教学效果好了，我和学生都成

了“课堂赢家”。

从书中，我知道了太多闪光的

名字：于漪、霍懋征、斯霞、钱梦龙、

陈钟樑、李吉林、支玉恒、魏书生、

王栋生等，他们都成了我的精神

导师。

当然，深刻参与并影响到我的

语文教学观、教育观的人和书还有

许多。在语文教学上，王尚文教授、

孙绍振教授、李海林校长……还有

我的师傅肖培东，无不对我产生过

重要影响；在教育认知上，苏霍姆林

斯基、阿莫纳什维利、怀特海、帕克·

帕尔默等，无不成为我走进教育王

国的“重要他人”。所有读过的书、

遇见的人，都化入我的精神长相，这

才有了我今天的教育“面孔”。

写作，做自我主张“代言人”

阅读，是与他人对话，呼吸别

人的思想；写作，是与自己对话，流

淌自己的声音。阅读，让你因持续

存储而丰厚；写作，让你因精准表

达而深刻。我们不能成为别人思

想的“应声虫”，而要做自我主张的

“代言人”。我思故我在，我写故

我思。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潘新和有本

书，书名惊人——《不写作，枉为人：

潘新和语文学术随笔》，所写启人。

依我浅薄的认识，这本书大抵要表

达：人是言说的存在。写作，就是一

个人自我确证和实现的过程。因

此，一个教师的专业成长，走过“专

业阅读积累期”、走到“专业写作推

进期”是一条绕不过的必由之路。

此时，需要回到“悟课”这个话题。

我读了不少课例，不仅读了，而且写

了自己的“系列悟课文字”。

在不断书写的过程中，还发生

了许多故事，有一件事令我印象深

刻：就在我全力汲取、几近“照单全

收”的悟课过程中，苏州的陈兴才老

师给我写下这样一番留言，他说：

“最近见你读名师名家课堂著作，吸

收很多，如能发现他们的文和课中

有平庸、一般或是不太妥当之处，将

会有质的飞跃。”这条留言给了我成

长的转机和契机。就这样，我的“悟

课写作”从“满眼是好”的第一阶段

走进了“是其是，非其非”的第二阶

段。对于一些课例，我尝试提出自

己的意见。

如果说更多的肯定、汲取需要

悟读者的学术眼力，那么审辩地扬

弃则不仅需要深厚学识，更需要一

种“君子之争，和而不同”的学术真

诚与勇气。我深知迈向写作第二

阶段的悟课之写是我专业成长的

“进阶之途”。写作，终究要在别人

那 里 发 现 自 己 、确 认 自 己 、建 立

自己。

所有的写作无不滋养着我、刻

写着我，不断丰富和提升我的认知

和价值观，让我的教育教学行为一

点一点改善。

实践，建“课品课相”

学习有阶段和层次之分，起始

阶段的学习更多是吸收输入。过了

起始阶段，如果还是学而不化，没能

改变自己的“课品课相”，那样的学

习意义不大。一言以蔽之：学习别

人是为了更好建设自己。这便有了

“张宏讲课”的应运而生。简言之，

我要把“悟读悟写”融入课堂，提升

课堂效能与课堂品质。比如，因悟

读陈钟樑先生的课例《人类的出

现》，我对教学内容的选定，尤其是

“学科内容”与“学科教学内容”的关

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精准把握，

据此我以《该教的与最该教的》为题

设计了《周亚夫军细柳》的教学思

路，让教学更加聚焦，更加有“语文

味儿”。

再 比 如 ，因 悟 读 陈 日 亮 先 生

对汪曾祺《端午的鸭蛋》一文“汪

氏散文笔法”的点拨，我发现了潜

藏在汪曾祺《昆明的雨》一文里同

样的“抑扬笔法”。这样的设计，

让我在第十二届“语文报杯”全国

中青年教师课堂教学大赛上获得

一等奖。

教育之道，教师以身载之，此教

师专业实践之意趣也。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西安高新

区第三初级中学）

“认真”二字值千金
□ 李文送

从教近 20 年，我一直在学做人、

做事、做生活，同时学着做学问、做学

术、做教师……

无论做什么，唯有“认真”才能得

其法、掌其术、悟其道，从而享其果。

在我的成长中，有三件事是需要认真

去做的：做教师和做学生、做教学和

做教研、做阅读和做写作。也许有人

疑惑，这不是六件事吗，怎么是三件

事？在我看来，做教师和做学生，做

教学和做教研，做阅读和做写作，都

是一回事、一件事。

说到“认真”二字，我的脑海情不

自禁地想起小学时，李文龙老师赠送

给我的“厚礼”——“认真二字值千

金”。“认真”两个字就像一束光，照亮

了我生命成长的路。

做教师，亦做学生

做教师第一年，我在班里组织学

生小组代表到讲台分享学习成果，我

站在教室后面认真倾听。正当学生小

欣绘声绘色发言时，旁边有个学生小

声问我问题，我走过去俯下身悄悄回

答。就在这时，一个声音从讲台飞速

而来，我像被什么击中一样，“李老师，

请您尊重一下别人，不要在下面讲

话”。虽然声音分贝不高，但是足够迸

发出让整个教室的空气瞬间凝固的能

量。教室寂静得仿佛可以听见一根针

落地的声音。我的脸上热辣辣的，就

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霎时乖乖

站直身体并退回原来的位置……

让我再次感到意外的是，分享完的

小欣径直走到我身边，低声细语向我道

歉：“李老师，对不起，刚才我……”没等

她说完，我就抢着说：“你是对的，老师

做得不对，谢谢你。你表现很好，继续

加油！”那时那刻，小欣更像我的“老

师”，而我是她的“学生”。正是她的一

言一行让我不仅领悟了教育中的“尊

重”之道，而且意识到“教师教会学生如

何为学为人的同时，学生何尝不是在教

会教师如何为教为师”，还找到了在三

尺讲台行走的应然姿态——“为师的

身，为生的心”。此后，我从不敢忘

怀，也忘怀不了，并以此提醒和鞭策

自己：以生为本，以生为师，并重新成

为“学生”。

从“学生”的视角看待自己的成

长，我似乎找到了无限向上向善的学

习力。我珍惜每一次学习成长的机

会，不仅经常听本组教师的课，也会

听其他年级教师的课，甚至还到其他

学校听课。我跟语文老师学习如何

用词造句，向物理老师求教物质与能

量的关系，请政治老师讲解哲学之

“形而上”和“形而下”，请教数学老师

逻辑思维和发散思维，向音乐老师取

经歌词创作，甚至还请学生对我的工

作进行“诊断和建议”。

各类培训或教研活动，各级竞赛

或会议，我都积极参与并认真做好笔

记，撰写心得体会。2019年9月，我参

加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教育高端

论坛，当看到因身体原因无法到场的

于漪老师穿着住院服，通过视频的方

式表达心声和歉意时，我的心漾出了

层层涟漪，既感动又敬佩，更看见了

人民教育家真正的模样，也似乎明白

了“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的真情意和大情怀。

做教学，亦做教研

对一线教师而言，教学是看家本

领。说到教学，我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

2004年学校首次举行教学开放日活动，

我面向全市教师上的第一次公开课。

为了帮我把课上好，学科组其他

教师都来听我试课。“我觉得你还没

有与学生融为一体”“听了两次课感

觉还是老路子”“小组合作学习气氛

不够热烈”……同事的点评针针见

血，让我满脸发烫，后背发冷。“你要

了解学生的认知特征，从他们的生活

出发，让所学内容与他们联系起来才

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你可以放

慢脚步与学生一起成长”……大家的

建议让我感到心中充满暖意。

当我一筹莫展时，教研组黄主任

写的“学案”让我仿佛看到了光，从而

找到了希望：把“教案”改为“学案”，

增加学生学习评价表、“温馨提示”等

内容，并对学情进行调研。

上课当天，我发现教室内外围满了

听课教师。我急中生智，请一些听课教

师参与到学生小组合作学习中，或组成

一个小组一起学习。我既参与学生的

讨论，还与听课教师一起交流。

有了这次经历和感悟，我更加深

刻认识到教研对教学的重要作用。此

后，我一边认真教学，一边认真研究。

为了帮助更多教师收获教研和教学同

步共进带来的硕果，我采用发动与定

点定人结合的方式，在校本教研中注

重做好“立起来”的文章。2021年，学

校被遴选为广东省基础教育校本教研

项目基地校、广东省中小学教师校本

研修示范学校和普通高中新课程新教

材实施省级示范校，在科研兴校的道

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做阅读，亦做写作

在农村成长的我，从小就对知识充

满渴望。但凡带有文字的东西，我都爱

读。遇到书报上的精彩内容，我会剪下

来珍藏，偶尔还会再翻阅、回味。

我也学着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点

点滴滴，阐述自己的思考和感悟。大

学时博客流行，理科出身的我也尝试

写些随笔，甚至还学着写诗。大二

时，学院举办征文活动，我提交了一

首诗作，结果出人意料，我获得了优

秀奖。这给予我莫大的鼓励和信心，

仿佛点燃了我内心的烈火，大有一发

不可收拾之势。走上工作岗位后，特

别是担任学校团委书记期间，我组织

青年教师开展“阅读共成长”活动，组

织学生开展“励志书香，温馨校园”公

益读书活动、图书漂流等，还发动全

校师生为西藏学生捐赠图书。

阅读的同时，我一直坚持写作，

因此总有人调侃我是一个应该教语

文的生物老师。

对我来说，阅读不仅是读书，还

包括读教育、读课程、读教学、读学

生、读自己……至于写什么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什么都可以写。

经过阅读与写作的磨炼，我爱上

了思考，并且发现有了文字的记录，

教师的思考和思想才能得以呈现并

被看见，乃至成为他人生命中的一种

“光亮”；当思想有了文字表达，也就

有了形状、颜色和味道，可以穿越时

间和空间与更多人分享交流；有了思

想的浇灌，文字就有了生命的气息、

情感的磁场、智慧的脉动，并能够引

起同频人的共鸣。

每个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成

长路径，但不管如何选择都要踏踏实

实、认认真真地走，方才不负初心。

（作者单位系岭南师范学院附属

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