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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师的四项“修炼”
□ 常生龙

好老师是什么？ 如果加以罗列， 还真能说出很
多。 在我看来，如下四点是好老师共同具备的基本特
质，也是好老师的四项“修炼”。

一是目中有人。
老师每天面对自己的学生， 但是能否做到目中

有人，还真的难说。 当一名老师每天沉浸在自己学科
的知识海洋里， 关心的只是一节课的教学进度能否
如期完成的时候，他基本上就是目中无人的。

目中有人的老师，他所看到的不是班级整体，而
是一个个学生。 每个学生的独特个性、学习风格、道
德品行，老师都能熟记于胸。 在教学中，老师应当明
白“儿童是我的老师”，坚持“把儿童当人看”的人道
精神以及“使儿童成为人”的人道追求。 老师要知道，
教学的根本目的不是知识的记忆， 而是通过学科这
个桥梁，培养学生的能力。

学生的眼光非常敏锐， 能感受到老师眼中是否
有自己，是否真正关心自己。 作为一个老师，唯有奉
献出自己的真诚，真心对待每一个学生，才会获得学
生的爱戴。

二是明确责任。
学习是学生自己的事情，要让学生自己来承担

这一责任。 一个人牙齿长出来之后，就不愿意吃别
人咀嚼过的东西，总喜欢亲口品尝食品的原味。 学

习也是如此。 课堂不是老师表演的舞台，而是设法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天地。 如果学生自己不要学，
老师无论多努力都是白费力气。 老师的责任是在教
学中吸引学生的目光，让其产生学习兴趣。 对学生
来说，仅靠兴趣是不够的，还需要持之以恒的坚持。
老师要在教学过程中 ， 不断让学生体验成功的快
乐，看到自身努力之后的回报 ，并转化为持续学习
的动力。

虽说家长是教育的第一责任人， 但老师在指导
家长正确养育孩子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老师
要通过和学生的促膝谈心、家访等多种途径，了解家
长在教育观念、教育行为上的偏差，帮助家长建立正
确的教育观。 在学校教育中，老师既要鼓励学生学习
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符号系统，帮助学生走向社会，也
要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帮助学生养成遵守规则、自
我控制、与人合作的意识和能力，把学生从自然人培
养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

三是整合资源。
整合各方教育资源，助推教育目标的实现，这体

现老师的教育规划能力。
给你一块未经雕琢的玉石，你或许会猜想出它

的价值，但也仅限于此。 雕塑家就不一样，他们知道
如何把这块璞玉的最大潜能挖掘出来，创造出令人

惊叹的艺术。 他们在还没有动刀之前，就已经想好
了要动用身边的哪些资源对这块璞玉进行加工和
雕琢，知道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原料的材质。 这种
对资源整合利用的本领，是好老师的一大特质。

老师可以利用的教育资源是非常丰富的。 教材、
教学设备不必多说，家长、社区中都蕴含着丰富的资
源。 学生既是教育的对象， 也是最为重要的教育资
源。 当然，老师的规划力和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他
占有多少资源，更多地取决于他整合资源的能力。

四是专心致志。
医学家经过研究得出一个可靠的结论： 神情专

注的人更长寿。 比如书法家，一般都比平常人寿命更
长。 因为在练习书法时，必须专心一志，摒除杂念，聚
精会神，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心。

当老师倾注于自己喜欢的教育事业时， 自然也
就沉浸在一种愉悦的情绪中，就会全力以赴地去做，
心平气和地去做。 在他全情投入的过程中，很自然地
处于一种宁静致远、物我两忘的境界。

出色的教学需要老师专心致志又满怀激情。 老
师的敬业精神能够对学生产生巨大影响， 那种发自
内心地对知识的敬畏，能够唤醒学生对学习的渴望。

具备以上特质的老师， 就容易成为人民满意的
好老师。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

现今的教育生态中 ， 不少人热衷于找寻一劳
永逸的教育真谛、教学方法 。 可是 ，很多时候尽管
我们穷尽精力 ，到头来却发现 “真传一句话 ，假传
万卷书”。

真与假、简与繁、深刻与肤浅、睿智与愚笨，在每
个人心中都有着相应的标准。 只是在某些外力的作
用下，有时我们还是会转向那些“假、繁、肤浅、愚笨”
的东西，甚至开始追捧、迷恋，以至于司空见惯，并促
使其变成流行。

以我们熟悉的校园文化建设为例： 不少学校虽
然高楼林立、设施先进，可无论是教学还是管理工作
都沿用“老一套”，造成教师和学生心理上不认同，于
是，学生自由散漫，教师得过且过，校园遍地狼藉。 如
此这般，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更体现出教育
过程中的浮躁和浅显。

离我们最近的课堂教学，同样未能“独善其身”。
不少教学活动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虚假繁荣”。 就
某些教学观摩活动而言，整体表现出表演化倾向。 课
前“彩排”，教者乐于“炫技”，课堂呈现一派“热闹”景
象，可是“做”出来的音响效果、画面效果和学生表现
出来的“积极”，都不是我们追求的最终目标。 因为学

生的发展才是课堂教学改革的终极目的， 无论是他
们掌握了某个知识点，获得了某种能力，习得了某种
方法， 还是学习过程中有了某种情感的升华和心灵
的触动，都是值得我们欣慰和肯定的。

在中国哲学中，“大道至简”一直备受推崇。 越
是大道理，越是简单，不必故弄玄虚 。 《道德经 》中
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可是
这样的道理，现在却愈发变得 “乱花渐欲迷人眼 ”，
着实令人无奈。 不论是校园文化建设，还是课堂教
学，抑或是其他关于教育的方方面面 ，“作秀 ”似乎
成了一种常态 ，一种博人眼球的捷径 ：感恩教育 ，
就是给妈妈洗脚；素质教育 ，就是开设高尔夫这样
“高大上”的课程……

教育的这些“遭遇”让我想起余秋雨在《何谓文
化》一书中提到的一个关于文化的故事 ：他和汪曾
祺先生应邀到某地担任文化顾问。 在聘请仪式上，
发言者讲话的“文化味”过于浓郁 ，于是 ，发言者每
讲一句，汪先生就像个语文老师一样小声地“翻译”
成平常话。 发言者说“今天丽日高照，惠风和畅”，汪
先生立即说“请改成今天天气不错 ”；发言者说 “在
场莘莘学子，一代俊彦”，汪先生立即说 “改成在场

学生们也挺好 ”……初读时 ，我觉得发言者真是好
笑，不过细细想来，也能够“理解”，因为发言者面对
的是知名文化学者，要想 “不跌份 ”，只好将发言稿
用极富“文化味”的词语堆砌起来，以证明自己也是
有文化的。

就像那位发言者想让别人看到自己也是 “有文
化的”，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速成、课堂教学中的表演，
往往也是受制于检查评比的需要、规则的需要，是为
了取得相应的评价。 但是“苦衷”并不能掩饰这样的
事实： 本来不是那么回事的偏要煞有介事地装成那
么回事，根本逃不过内行人的眼睛，其结果也只能是
画蛇添足、贻笑大方。 变“浸润”为“浸泡”的速成法，
无论如何也调制不出我们所期盼的“教育味道”。 课
堂教学也应该基于学生的视角和学生的需要， 而不
是单纯地为了成就教者本身， 更不是取悦于台下的
观众和评委……

故事的结尾， 余秋雨先生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
话：“拥有文化的第一证明，是不再扮演文化。 ”“洗尽
铅华不著妆，一般真色自生香。 ”文化不应该“扮演”，
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更不应该“扮演”！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里华中心小学）

拒绝“扮演”的教育

网络培训又开班了，上级拨给我们不少名额，并
强调：必须保质保量完成培训任务。 培训本是教师的
福利，现在却难住了教务主任。

谁愿意报名参加培训 ？ 年轻教师多数已参加
过，如今“粥多僧少”，即使让青年教师全参加也不
能报满下拨名额。 而学校中老年教师居多，他们大
都已晋升小学高级职称，已无他求，拒绝参培。 这该
如何是好呢？ 教务主任在一筹莫展之际，想到了请
示校长。

校长很快批示：让青年教师“一挑二”，即自己参
培一个，再为中老年教师“代培”一个。 “被培训”不仅
造成资源重复浪费，还坏了青年教师的“胃口”，这种
并不少见的现象原因何在？

一方面， 现在很多培训没有对准一线教师的口
味，让教师们“想说爱你不容易”。 例如，培训理论与

课堂教学实践脱节，可操作性不强；重“授课式”，忽
视“互动式”；缺少长效机制和连续性……很多培训
是自上而下、“一厢情愿”式的 “盲培 ”，没有贴地行
走，没有因地、因人、因需制宜。 面对如此大一统的培
训，性格各异的教师只能被动接受，而无自由、自主
的选择权。

农村一线教师最缺什么？ 他们亟待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他们最需要补充什么、完善什么？他们的“最
近发展区”在哪里？ 这都经过教育主管部门的调查、
研究、分析了吗？

在上级高度重视教师专业发展和继续教育的
今天，各部门培训过于频繁，而基层师资短缺 ，“无
力消化”。

在学校管理中，“中老年教师的职业倦怠” 一直
是一个管理难题，缺少破解之法。 他们往往缺乏工作

激情，安于现状，自我满足，拒绝成长和发展，拒绝变
革和挑战。每次培训，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实际上，中
老年教师是很需要接受培训的群体。

教师从教时间长，就容易知识老化，经验过时。
倘若当年的“老本”早已吃完，教育理论知识又不更
新，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有人说过，教师如给学生一
碗水，自己必须有一缸水。 而现在的教师，必须把自
己变成源头活水。

所以 ，培训要精简 、改进 ，更具针对性 、实效
性，更接地气，教师自身亦需调整心态 、与时俱进 ，
更新教育观念，树立终身学习的目标。 教师应当以
一个 “学者 ”的姿态 ，不仅自觉 、自主 、不打折扣地
完成培训任务，还要不断加强自我修养 ，从书籍中
补充知识养料 ，吸收先进文化的甘露 ，让自己清明
澄澈，上善若水。

独立观察（33）

课改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不同人的心态。如果
课改成了作秀的道具，成了赢得民意的道具，成了捞
取政治资本的道具，那么课改便成了一种折腾；如果
课改总是被投机者、急功近利者和叶公好龙者绑架，
那么，教育永远不可能完成自我救赎。

别让课改成了道具
□ 本报评论员 褚清源

“粥多僧少”的网络培训

大家立场 □ 高 杰

三大主题报告
崔其升：课堂的根本是做人
杜金山：教师成长的心灵模式
李炳亭：人学的内涵与路径

1. 发布和展示“第三代课改”五种课堂形态（杜郎口中学“自
由课堂”、杜郎口小学“无师课堂”、昆山前景教育集团“托课”、
铜都双语学校“跨界课堂”、株洲景弘中学“自驾课堂”）。
2. 见证崔其升收徒仪式。
3. 观摩杜郎口小学课改成果。
4. 主题沙龙和民办教育分论坛。
时 间： 11 月 9—11 日（8 日全天报到）
地 点： 山东临淄·杜郎口小学
参会对象：公办、民办中小学校长

研究会要做什么？
1. 吸纳“崔其升教育思想研究会”实践学校。

2. 每年主持一次崔其升收徒活动。

3. 组建松散式的“崔其升教育集团”。

4. “崔其升教育团队”驻校指导。

5. 主办“崔其升周末”、“杜金山周末”、

“李炳亭周末”主题讲座。

6. 推动校际结对和校际间教学研讨和培训。

7. 定期举办学术研讨会、成果展示会。

8. 征集发布基层学校和校长改革经验与样本。

9. 组建中国基础教育“智库”。

★公益活动，欢迎参加！

崔其升教育思想研究会成立大会
民办教育“好学校”评选
评选条件：
1. 学校创办时间不少于 5 年；
2. 诚信办学，依法治教，在当地具有良好的社会口碑；
3． 办学理念先进，教学质量高，在教育教学和管理改革

方面有突出成果；
4． 3 年内没有发生过安全事故，师生没有发生

严重违纪、违规行为；
5. 荣获过省级或省级以上部门表彰。

评选对象：全国民办中小学
→咨询

010-82296730
褚清源 18611016806
郭 瑞 15901226652

中国民办教育共同体和崔其升教育思想研究会将推出首批全国民办教育“好学校”榜

一个贴地行走的研究组织 一次始于责任的年度评选 一场值得期待的好课盛宴

□ 马志响

“好老师是什么”系列评论 4

局内人

在人人谈课改的年代，课改成了可随手拿来、任
意揉捏的玩偶，谁都想与课改发生一点关系，以此来
证明自己的“主流”价值取向。 遗憾的是，标榜课改者
多，坐享课改经验红利者多，而真正践行课改者少，
能正确实践课改， 且义无反顾地做出点创新成果者
更是凤毛麟角。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谈过， 当抱有不同目的课改
者你方唱罢我登场， 当他们把各类课改现象演绎得
精彩纷呈的时候，课改则更像是一个江湖，有人身不
由己，有人言不由衷，有人则戴着面具招摇过市。 这
也让我们以报道课改为己任的教育媒体人， 在发现
经验时不得不小心谨慎。

先来说说课改投机者。 一段时间以来，课改名校
的批量产出， 让不少地方教育主政者和校长开始蠢
蠢欲动，也想借着某种力量来催生自己的名校。他们
热衷于宣传包装，喜欢与媒体套近乎，总想轻而易举
地赢得名校效应，进而赢得政绩和领导赏识的资本。

真正的课改不在于你怎么说，而在于你怎么做，
不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真正做了什么。真正的
课改总是素面朝天的，凸显一个“真”字，真实地面对
学生，真实地面对媒体，真实地面对专家，真实地面
对自己。

再来说说课改的急功近利者 。 课改在一些人
眼里似乎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 ， 他们常常天真地
以为课改就是学校发展的救命稻草。 找到了课改，
就找到了拯救一切的力量。 他们眼睛紧盯分数，课
改仅仅是提高成绩的手段而已 。 如果通过课改成
绩提高了，就把功劳都记在课改上。 而一旦成绩出
现滑坡现象，就将一切归罪于课改，把课改说得一
无是处。 正所谓“成也课改，败也课改”。 课改既是
功勋章，又是挡箭牌。

我们常说，没有成绩别谈课改，但只有成绩别谈
教育。这佐证了我们为什么选择课改，为什么要兼顾
课改与成绩的关系。 对于课改而言，没有随随便便的
成功，也从来没有简简单单的失败，成功与失败都不
能简单归因于一方面。所以，课改人需要始终保持一
种理性的态度。 课改人应时刻敬畏教育的复杂性，恪
守行动的简单性。 如此，课改才能走得更加从容。

“课改江湖”里还有一种叶公好龙者。 他们天天
抱怨我们的教育有问题，直言“教育已经到了不改不
行的时刻”，但是有一天，课改真的来了，需要动真格
的了，他却退缩了，那曾经费尽心血酝酿了一箩筐的
课改方案最终因为缺乏勇气，而胎死腹中。

对叶公好龙者来说，因为不是“彻底的革命者”，
对过去的经验还抱有幻想，因为立场不坚定，方向不
清晰，又缺乏顶层设计，所以一旦有人反对课改，就
退缩；一旦遇到问题，就开始怀疑课改，乱了方寸，乱
了阵脚。

课改是一面镜子，可以照出不同人的心态。 如果
课改成了作秀的道具，成了赢得民意的道具，成了捞
取政治资本的道具，那么课改便成了一种折腾；如果
课改总是被投机者、急功近利者和叶公好龙者绑架，
那么，教育永远不可能完成自我救赎；如果课改不是
以解放人为旨归， 不是以改变课堂和课程结构为载
体，让学生在课堂在校园过一种民主、快乐的学习生
活，那么教育早晚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课改能把我们的教育带向美好吗？ 能让我们的
实践者看到彼岸的风景吗？这不取决于课改本身，而
取决于一群秉承什么样的理想信念的课改践行者，
取决于他们抱有什么样的目的，怀有什么样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