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成长周刊》
征稿启事

在这样一个改革的时代，成长，更为不
易。 而正是这样不易，更凸显了教师作为一
种精神存在的不凡意义。 书写，既是一种思
考，亦是一种责任。 亲爱的教师，《教师成长
周刊》愿成为您的挚爱友人，相伴左右。 投稿
信箱：zgjsbjscz@163.com。

� 1 身边：记录成长途中，那些影响你的
人、物、事，那些有爱的学生、同事、同行者，
2000 字以内。
� 2 队队碰：“一个好汉三个帮”， 成长离
不开集体的力量，好的集体是个人成长的孵
化器。 可以投稿，也可以提供新闻线索。
� 3 教育妙招 ： 寻找教育达人的有趣妙
招，让教师的工作轻松 、高效起来 ，1500 字
以内。
� 4 且行且思：一路前行，从未放弃对梦
想的追逐，从未停止对教育的反思，1500 字
以内。
� 5 种子力量：关注师范生，关注新教师，
让教育种子在新生力量中生根发芽，1500 字
以内。
� 6 非常教师：关注普通教师的不凡之处，
寻找特立独行的个性教师， 欢迎教师自荐或
提供新闻线索。
� 7 我的“不乖”学生：“不乖”意味着突破
与创新，读懂“不乖”学生的另类价值，1500
字以内。
� 8 回音：寻找有着相同精神尺码的同路
人，注明个人简介、征友要求以及联系方式，
500 字以内。
� 9 心情晴雨表：今天，你的心情如何？ 关
注教师心理健康，帮助教师管理情绪，晒出你
的经历与经验，1500 字以内。

10 教育故事：从讲述中捡拾智慧，在回
忆中厘清梦想，1500 字以内。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他 ，抽过烟 ，打过架 ，逃过课 ，顶撞过老
师……

在班里，我们约定给每个学生过生日，虽
然没有特殊的礼物， 但是大家的祝福也足够
让孩子们感动、期盼。 上学期他过生日时，由
于太忙，我竟然忘记了，尽管事后已经向他道
歉并补过了生日，但他仍旧不原谅我。 这不，
随后，他便开始了对我的“报复”。

在学校组织的圣诞节义卖活动现场，总
负责的他不但自己跑到操场去打篮球， 还带
走了“策划师”、“营销员”。 班级的整个活动一
败涂地，让我颜面扫地。 紧接着，他又打着中
午练歌为班级争光的幌子， 和几个学生去操
场打篮球，被学校抓住……

他行事冲动，几次要求转班。 就是这样一
个“他”，是我的班长———王举。

有人问， 怎么会让这样一个学生担任班
长呢？他能起到榜样示范的作用吗？那我们就
要看一看他的另一面了。

他，一米八多的个儿，高大伟岸，潇洒帅
气。声如洪钟，站如青松。因为嘴大，还被大家
戏称为“大嘴猴”。 他，不仅是班长，还是体育
健将。 运动会上，他几乎包揽了所有奖项，短
跑、长跑还打破了学校纪录。

在我接班前， 这个班在 3 个月内多次更
换班主任，整个班级毫无生气。 是他，在这个
时刻，带领着班级艰难前行。 他买来油漆，带
领大家把教室墙壁粉刷得焕然一新。 接班后，
在我的工作遇到困境时， 是他组织全班学生
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宿舍来到教室， 让学校领
导看到这个班级的团结与努力， 给我挣足了
面子！

这不，也是他！ 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即将开
始， 他率领全班利用周日返校时间在操场练
习，整齐的步伐铿锵有力，嘹亮的口号震耳欲
聋；又是他，因课间操班级口号不响亮，他重
新训练大家，口号声简直快要震破我的耳膜；
还是他，班里一个学生病了，他跑前跑后无微
不至，差点让我的眼泪涌出眼眶。

他的作业，干净整齐得让人难以相信。 我
曾把他的作业张贴在教室后的黑板上， 让大
家学习，此时的他又成了学习榜样！

一次他病了，是心肌炎。 我的心也被他紧
紧地揪住了，那么坚强的他险些被击垮。 班里
缺少了他，少了最独特的一道风景，大家都很
想念他。 一个中午，我带班里的几个学生去看
他，看到大家为他写的祝福，他非常激动，病
很快就好了。

一周后 ， 我们终于盼来了他返校的日
子 。 大家心情激动 ，仿佛有许多话要说 ，有
许多情要诉。 我们班终于团聚了！ 我曾无数
次感叹 ，上天送给我这么好的一个班长 ，真
是三生有幸！

他就是这样一个“萧何”式的人物，但正
是这样丰富的他， 让我们的班里多了道亮丽
的风景，才有了真实独特的八（2）班！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建业外国语中学）

班里 44 名学生，按照成绩和自由组合，分成了
11 个学习小组。 小组里有一名组长，一名副组长，
一名帮扶对象，一名普通组员。 一年的共处，大家不
仅在学习上互帮互助，在纪律和思想上也有共同进
步。 然而，有一个小组却始终是我的“心病”，因为他
们时不时地“内讧”。

这个组的组长小朱好读书，擅写作；副组长小石
很热情，却有时候很急躁；组员小毛成绩中等偏下，性
情和缓；帮扶对象小陈，常常“宽以律己，严以律人”。

从分组开始，这个小组便常常在小组考核中排
名靠后，小组内部也一直吵吵闹闹。 最近，矛盾集中
爆发了。 因为换座位的事情，小陈认为自己受了莫
大的委屈，强烈表示要从小组中离开。 碰到这样的
事情，以前我主要采用谈话的方式，但对小陈，这种
方式已经采取过多次，没有效果。 我想，既然小陈认
为自己有一肚子委屈，那就将课堂变成“法庭”，组
织一次特殊的“庭审”，让小陈做“原告”，把矛盾放
到台面上来说。

两天后的思想品德课，这次特殊的“庭审”来临
了。 小陈是“原告”，他起诉的“被告”是小朱和小石。
我担任“法官”，并从班级随机抽取了 10 名学生担
任“陪审员”。 小陈写了“起诉书”，还找来了“人证”。

“庭审”开始。 小陈首先“控诉”了小朱，认为小
朱为人高傲，不愿意帮助他，而且小朱太固执，不愿
意听取组员的意见，不适合担任组长。 接着，又“控
诉”了小石总是“助纣为虐”，帮助小朱欺压自己。

接下来是“被告”的自辩阶段。
小朱因为气愤有些语无伦次，不停地说着“狗

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小石则是暴跳如雷，说自
己如何帮助小陈，也指出了小陈平日的不足，如爱
挑剔别人，以自我为中心等。

小陈又强调， 小石和小朱还背着自己调换座位。
小陈示意，自己有人证———小毛。我询问小毛，小毛说
自己和小陈坐在一起无法相互监督， 于是和小石、小
朱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征询了老师意见，老师同意。
可要换座位时，小陈坚决不同意。

此时，“庭审”陷入了僵持。 我请几名“陪审员”
谈谈自己的看法。 小卢说，换座位一事，小陈确实是
“受害者”，但小陈平时就对别人太挑剔了。 小杜则
认为，以小陈的性格和行为，不可能有其他小组愿
意接纳他。 我问各位组长：“有哪位欢迎小陈加入？
请大家思考两分钟，将答案写在纸上。 同样请‘被
告’小组的成员们也想想，是否希望小陈离开小组，
也请写在纸上交给我。 ”

两分钟过去了，我宣布“休庭 3 分钟”，然后示意
小陈和我一起离开教室。我和小陈一起，一张张打开
了纸条，一个个“不愿意”着实有些醒目，小陈一脸沮
丧。突然，我看到一张纸上写着：“其实我不希望看到
这样的事情发生———小毛。 ”另一张纸上写着：“换座
位是我们不对，应该告诉小陈的———小朱。 ”我赶紧
递给小陈，小陈紧绷的脸终于缓和了下来。

回到教室，我告诉大家，刚才的选择已经有了
结果，结果是什么，现在不公布，大家可以就此问题
再想一想。

过了几天，小石和小毛换了座位.又过了几天，
我看到了小组 4 人围在一起讨论题目。

很多时候，我们在德育中总是力图灌输学生什
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似乎凡事都有“指示”，久而
久之，学生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即使一
件小事，也能演变成一场大冲突。 在“课堂庭审”中，
学生基于亲身经历为自己的道德立场、价值观进行
辩护。 此时，他们真正成为道德思考和价值判断的
主体，而教师只是搭建平台的“促进者”。 在辩论的
过程中，教师激发和引导学生的人际互动以及对道
德教育过程进行评估，但最终的判断结果，留给学
生们决定和感知。

这次 “庭审 ”没有胜负 ，但也许 ，已经分出了
胜负……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实验中学）

一次“庭审”中的成长

从小学到中学，上师范读本科，近 20 年的求学
生涯中，我遇见了数不清的老师。 这些老师有的如风
过旷原，淡忘得了无痕迹；有的如鸿爪雪泥，依稀留
得一些印象； 而有的却如镂如雕般镌刻在记忆的深
处，任凭时光的洪流也销蚀不了。

让我最难忘的，是我的启蒙老师燕世民先生。 先
生是定西市安定区鲁家沟镇花岔村人，爱好书法、绘
画、音乐，自学完大专中文全套课程后，调入学校教
我们语文。

用当时的眼光看，先生是一个全才；用现在的眼
光看，先生是一个有高雅情趣的人。

当时我们学校处在两个乡镇中间， 学校附近的
村子逢年过节时会唱秦腔大戏， 那些秦腔戏的舞台
背景和演员穿的戏装就是先生画的。

先生的二胡拉得极好。 有时在学校，常听见先生
的办公室里传出低沉婉转的二胡曲， 此时喧闹的校
园便一下子沉寂下来。 这乐声在校园里盘旋、弥漫、
上升，就像流过心田的清泉，滋润着每一个农村孩子
的心。

我读小学时胆子极小，和大人见面，不敢主动打
招呼。 先生到学校要经过我家，每每碰见我，先生总
是笑着叫我的名字说：“上学去？ ”我便慌乱地点头。
伴随问候次数的增多， 我的心又生出不安， 出于礼
貌，我也要向先生问候才行。

第一次的问候，任谁都能想象到我声音的颤抖，
眼神的慌乱。 但先生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他朝着我
点头、微笑，好像一切发生得那么自然。

此后，当我能大声地向老师问候时，我知道自己
跨过了多么了不起的一步。 那是先生教给我的一堂
多么重要的礼仪课啊！

先生后来还谈到 ，我的阅读是他比不上的 ，这
给了我很大的激励。 考上师范那一年，先生带我们
语文课，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排在全县前几名 ，先生
很为我高兴。 再后来，先生到镇中学任校长 ，我师
范毕业又蒙先生推荐分配到镇中学任语文教师 。
现在时时想起那时年轻的我 ， 是很让先生操了一
些心的。

后来上师范时，我遇到了被师兄们称为“摩尔”
的化学老师，陇西人，一口很不标准的普通话伴着尖
利的嗓音，听起来非常刺耳。 在讲溶液浓度时，他很
流利地说出“摩尔”这个单位，“摩”是降调，“尔”是拖
着长音的升调，听起来明显前轻后重，前低后高，初
听就想笑的那种感觉，这时候便明白了“摩尔”一称
的原因了。

但我记住他 ，是一节实验课 。 点燃酒精灯时 ，
他的左手食 、 中 、 无名指夹着两个装有溶液的试
管 ，只有右手是空闲的 ，那时没有打火机 ，他使用
的是火柴。 看到这情形 ，前排有学生试图帮助他 ，
但他制止了，并说了一句让我至今不能忘记的话 ：
“有些事必须自己独立去做 ，不是所有的时候都会
有人帮助你。 ”

接着 ，他用右手压住火柴盒 ，用右手小拇指
小心地捣出盒芯取出火柴棒 ，然后 ，把合上的火
柴盒交到左手用大小拇指夹住 ，最后轻划了几次
才划燃 。

整个过程，我们是屏气凝神“观赏”完的。 正是从
这节课开始，我才在心里改变了对“摩尔”老师不敬
的想法。 随着时光的推移，我也越来越体会到他的那
句话对我人生的教益。

在后来的日子里，当我试图依赖别人时，我会想

起这句话；在做事中途因困难而要退缩时，我会想起
这句话；甚而，当世俗的嘲弄、误解向我袭来时，我会
想起这句话而更坚定前进的步伐。

1993 年我到定西教院进修， 学的是我并不喜欢
的地理专业。 后来遇到教我们《自然地理》的贾国江
老师。 老师那时大约 40 岁左右，戴一架眼镜，仪态从
容，很儒雅的风度。

我至今非常清晰地记得 ，老师站在讲台后 ，面
前摊开着讲义，他左手扶着讲桌 ，右手配合着讲解
随意挥洒着。 当讲到积雨云已经形成，雨快要降落
时， 他像诗人一样给我们描绘了这样的画面 ：“霎
时间 ，狂风大作 ，乌云密布 ，电光闪闪 ，雷声轰隆 。
这已经不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而是 ‘黑云压城城
欲摧’了，紧接着倾盆大雨瓢泼而下 ，那就是 ‘白雨
跳珠乱入船’了。 ”

我们几乎全部沉浸在这语言所营造的壮观而震
撼的情境中。

这节课，加深了我对汉语语言奇妙魅力的理解，
也知道了一节艺术化的课将留给学生怎样的影响。
即使一门枯燥的学科， 只要有好的教学方式也一样
能激发学生的兴趣。

岁月如歌，往事如金。
穿过悠悠的往事， 回忆起老师们带给我的一切

时，我的眼睛湿润了。 他们的言传身教，渗透到血液，
浸透到骨髓，成为我的一部分，从我的言谈举止中折
射出来，映射到现实的生活中，影响到下一代身上。
这就是代代相传的不灭的薪火吧。

他们留给我们这样的财富， 我们又将给我们的
后辈留下什么？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景泰县草窝滩学区）

我们将留下什么
我们班的
“萧何”

童心绘师 儿童心中的好老师 来自挪威 10 岁的珍妮认为， 好老师应该穿着整洁，
善于教学。 本图文选自《孩子心中的好老师》一书。

创意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此希望从儿童绘画中揭示“好老师具有哪些特点”，

读者可就“儿童眼中的好教师”这一主题组织儿童进行绘画，并可投稿至《教师成长周刊》
邮箱，注明：儿童画投稿。

投稿要求：由儿童独立完成，不做修饰，并请儿童配以短文解读，字数不限。儿童画作
品请拍摄电子版，图片要求清晰端正，文件大小不小于1MB。

征稿

□ 石国权

身边 那些人，那些事儿

□ 宋秀娟

我的“不乖”学生 突破与创新

□ 何立民
教育妙招 让工作轻松起来

□ 何可武
教育故事 从讲述中捡拾智慧

我的眼里没有差生
从 20 出头的小伙儿到现在的不惑之年，在三

尺讲台上站了 22 个春秋的我，教过的学生虽不比
孔子的“弟子三千”，但至少也有近两千人了。教学
其间经历了乡中心小学、村小学、镇初级中学 3 所
学校。 直至今日，我依然认为,没有学生是天生的
“差生”。

思绪的大门不由自主地敞开， 带着我去追寻
那些与孩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

田，是我上世纪 90 年代初刚工作时所带的学
生。 虽然读到了小学三年级，但除了会写名字外，
其他知识几乎是一窍不通。通过观察，我发现他家
距学校较远， 有时第一节课快要结束了才气喘吁
吁地赶到教室。中午路远不能回家吃饭，下午上课
时因饥饿又变得无精打采。一天下来，他认真听课
的时间不到 30 分钟。

除了学习成绩不好，田其实有不少优点。他劳
动积极，中午只有他一个人不回家，他总把教室打
扫得干干净净。 当时，我虽没有工作经验，但却认
为，田是一个成绩差的好学生，我应该帮助他。 于
是，我叫他中午与我一起吃饭，每个星期与我在学
校住两晚，其余四晚回家，并买了电筒、电池给他，
让他早上尽量提前来学校。

就这样， 我工作第一年就与一名只会写名字
的学生共同食宿。中午、晚上我教他拼音、生字词、
数学。 田进步很快，到四年级时，他的成绩已由倒
数第一上升到班上第六名。 只可惜第二年我便调
到本村小学去了， 但接替我的老师也仍像我一样
关爱他，直至他考上初中、高中、大学。 现在的田，
已是乡镇一名很有前途的副乡长。

福， 是 1996 年我调来甲良中学带的首届学

生，家住鱼米之乡阳凤。 和田不一样的是，福对学
习特别不感兴趣。那个年代，年轻人已开始大量外
出务工，我希望他初中毕业后再外出打工，这样，
以后才能找到回家的路。 他的字写得特别差，有
时，一行字我都认不上一半，且大多是错别字。 而
且，福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甚至出现了逃课、赌
博、打架等现象。

教育他是令我较为头疼的问题 ， 但我没有
放弃。

记得 1997 年暑假，当时我们班种了一块辣椒
地，放假不久便杂草丛生，靠我一个人除草至少要
七八天时间，我便赶到阳凤叫几个学生一起除，顺
便去阳凤片区的几个学生家看一看。 当时去阳凤
的路坑坑洼洼，没有客车通行，全靠走路。 7 月 18
日中午，当我经过 20 里路的跋涉，出现在福家门
口时，福激动不已，他想不到老师会走这么远的路
来看他。我在他父亲面前没有说他的缺点，看得出
来，福很感动。 从此以后的他，好像变成了另外一
个人，再也没有让我操心过。 初中毕业后，他也没
有选择外出打工，而是应国家的征兵号召而入伍。
到部队后，他更是刻苦训练、勤奋学习，在部队一
待就是 5 年。 2004 年复员后，福考上了驻荔波的
一家省级单位。 现在，每到甲良他必定来看望我。

22 年的教学生涯，于我来说既不短暂，也不
漫长，但我的眼里始终没有过差生。 正因如此，孩
子们与我相处得十分和谐， 也给予了我很多为师
的乐趣与自豪。 感谢他们， 感谢他们暴露出的问
题，才让我从中看到教育的契机，也感悟到教育的
力量，原来竟是如此巨大。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荔波县甲良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