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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

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

括着世界上的一切并推动着进步。我

一直记着这句话，时常想着如何给学

生插上想象的翅膀。

那时，学校没有开设专门的阅读

课，可阅读真是太重要了。作为语文

老师的我，深感责任重大，怎么办？冒

着挨领导骂的风险，我偷偷地将二年

级的一门课上成了阅读课，深受学生

欢迎。对此，我从不后悔并为之骄傲。

第一学期，我带着二年级的小朋

友阅读了大量的绘本故事。大多时

候是我读，有时把书拍成 PPT 形式，

如《花婆婆》《牙齿大街的新鲜事》《鸭

子骑车记》《狐狸与仙鹤》《月亮的味

道》《害怕黑夜的席奶奶》……不知从

什么时候开始，一个奇怪的事情发生

了。经常会有几个学生课前来办公室

接我去上课，课后又簇拥着我回办公

室，或质疑刚才的故事，或复述故事里

最喜欢的部分，或追问老师下节课会

给他们讲什么故事的局面，更有甚者，

学期结束时，孩子居然说：“李老师，我

希望我读三年级时能遇见你。”听到这

样的话语，我觉得是自己从教二十多

年以来享受的最高礼遇！其实，这是

故事的魔力。

我每次给孩子们读故事时，会带

着他们做读书笔记，编写阅读目录，同

时进行了一系列的阅读活动。如续写

《钢琴师的旅行》，读了《害怕黑夜的席

奶奶》之后的《假如我是席奶奶》的说

话训练，学期末举行的“画图猜书名”

活动，都深受学生欢迎。

第二学期，引领学生创作绘本。

首先，发现种子。有了第一学期

的阅读引领和一些基础阅读训练，学

生初步有了阅读和绘画的兴趣。每节

课如果还有机动时间，我就会让孩子

自主做阅读的事情。发现他们有的画

故事中的人物，有的做“画图猜书名”

的活动，有的续写故事……有一次，二

（1）班的一个男同学拿着一张图画纸

给我看，他说是罗晶晶同学画的，我非

常吃惊，直呼“天才”，图文结合，还取

了名字《恶魔与天使》，我发现时她已

创作 1-3 季了，这不就是绘本吗？我

事后得知这个小女孩此举的初衷：“我

有一个妹妹，她有时觉得很无聊，我想

给她讲故事，于是就画出来再讲给妹

妹听！”多美好的愿望啊，我鼓励她继

续创作，最后，她的第一自编绘本《恶

魔与天使》问世了，共有十三季。

其次，推广阅读《恶魔与天使》。

我复印了罗晶晶同学自创绘本《恶魔

与天使》，在二年级三个班进行推广阅

读，这更激起了孩子们阅读的欲望。

教室里鸦雀无声，看着孩子们想抢又

不敢抢的表情，看得出来，同学们很享

受这个阅读的过程。罗晶晶成了同学

们的偶像。

最后，全员创作，合作共赢。有了

身边的榜样，在老师的鼓励下，孩子们

踏上了创作绘本之路。有趣的是，居

然有不少同学创作的第一个绘本也取

名《恶魔与天使》，或者《××与天使》，也

是 N 季的，孩子们能从模仿入手了。

一节课下来，同学完成作品程度不一，

但我最后都会让他们写上名字上交给

我，下节课继续创作。期间，有同学提

出能否合作，这又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所以到后来就出现了一个绘本多个作

者的现象。当一个作品出炉了，最后

我会将作品进行复印、登记，并集中起

来，分发到各班进行分享。创作、分

享，再创作、再分享，作品越来越多，合

作也越来越广，想象也越来越丰富，同

学们享受着创作的快乐，阅读的快乐，

分享的快乐。一发不可收拾，罗晶晶

同学绘本《爱好童话》《我的故事》也相

继出炉，也被同学们称为“女神”。

千万不要低估了孩子的想象力。

随着创作的持续进行，有一次，有个男

同学有了一个新的动态的类似手工和

绘本结合的创作活动，这个创举得到

很多男同学的青睐，我曾拍过视频进

行记录。

更出乎意料的是，在一节分享课

上，有个同学举手评价同学的作品，指

出了其中的一个小错误，但他马上说

了一句：“这一点都不要紧，谁都避免

不了。”如此类似的话，没想到，他小小

年纪，就已经有了“人非圣贤，孰能无

过”的胸襟。

后来，我没有继续教这几个班级，

但偶尔有同学将他们的自编绘本给我

欣赏，甚至是自创的长篇小说，也还有

同学在路上跟我聊起以前给他们讲过

的故事，并分享他们最近的阅读、校园

趣事、生活感悟……通过一个无意之

举，我仿佛成了一个个“花婆婆”，在校

园，在孩子的心里播撒了创作的种子。

教育的魅力就在于此，老师的一

个小小的举动，就可以产生如此美丽

的结果。

（作者单位：江西省萍乡市芦溪县
新泉学校）

2020 年 是 脱 贫 攻 坚 决 战 决 胜 之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当前脱贫工

作，关键要精准发力，向基层聚焦聚力，

需要下一番“绣花”功夫。脱贫攻坚如

此，教育教学中，辅导学困生又何尝不是

如此！

大家都知道辅导学困生见效慢、易

反复、“动肝火”，是老师公认的苦差事。

这要求我们必须秉承“绣花精神”，用足

“绣花功夫”，在精准识别的基础上细分

学困生，因人制宜，精准施策。变“大水

漫灌”为“精准滴灌”，变“单一施策”为

“立体施策”，变“输血扶贫”为“造血脱

贫”。

要有绣花的眼力，变“大水漫灌”为

“精准滴灌”。绣花，首先考验的是眼力，

走哪下针，必须胸有成竹。接手一个班，

教师要尽快了解学生，准确确定好补差

的对象。对学生的判断不能仅看“表面

现象”，识别那些善于“伪装”的学生更考

验教师的“眼力”。必要的时候，还得拿

起“放大镜”、用好“显微镜”，细致入微地

把学困生识别出来，为下一步精准帮扶

作好准备。整个过程，既不能“全面开

花”，也不能有“漏网之鱼”，要变以往的

“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

要有绣花的格局，变“单一施策”为

“立体施策”。绣花，讲究的是视野、格

局。绣花人下针前，无不勾勾画画，反

复琢磨，“谋定而后动”。学困生的致困

原因各不相同，辅导策略就不能“一刀

切”，必须因人施策，立体施策。一要变

“单打独斗”为“团体作战”，形成教育合

力；二要变“教师配餐”为“学生点菜”，

提高辅导针对性；三要变“千人一面”为

“一人一策”方能一针见血、扎到痛处，

恰到好处。

要有绣花的耐心，变“输血补差”为

“造血脱困”。绣花既纷繁复杂，又单调

枯燥，没有毅力很难坚持到底，有始无

终者比比皆是。辅导学困生同样如此，

教师更要沉住气、使足劲。切忌心浮气

躁，半途而废，不了了之。一要把辅差

与扶志结合起来，激发学生学习的内驱

力；二要把学生“点单”与教师“上菜”结

合起来，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不断

增强贫困生依靠自我摆脱学困的能

力；三要把教师评价与同伴评价结合

起来，让学困生从“罚作业”“刷题目”

“抄课文”中解放出来，改变以往只看成

绩的单一评价方式，助推学困生早日真

脱困，脱真困。

当前，全面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任重道远，作为教育工作者，需要谋

略，需要智慧，更需要静下心来下足“绣

花”功夫，保持足够耐心，心静神定，一针

一线、一勾一画，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就

一定能绣出“花”来，做出彩来。

（作者单位：江苏省滨海县八巨镇中
心小学）

不久前颁布的 《教育部关于

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是新

中国成立以来，专门就教育科学

研究工作由教育部印发的第一个

规范性文件。《意见》 发布以后，

关于教师是否应该从事教科研，

教科研对教师成长的作用有多

大，如何进行教科研，教师有没

有时间进行教科研……一系列问

题再次成为教师热议的话题。其

中，“教学与科研是相长还是相

斥？”是热议的中心。

“教学”与“研究”对教师成

长及教育发展的关系问题，即

“教学”与“研究”是相长还是相

斥？一直是教育界的热点话题。

“相长说”认为，研究型教师视野

宽广、思维深刻、善于发现问

题，能站在教育发展的前沿思考

问题、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这

些优秀品质对学生长远发展产生

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相

斥说”认为，教师那么忙，哪有

时间搞研究？把时间和精力花在

研究上，备课及用在学生身上的

时间就会减少，教学质量就会下

降。

我认为，教学与研究不仅是相

长的，还是促进教师成长的两翼，

是相互成就的统一体，正如 《意

见》指出，教育科学研究对教育改

革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驱动和引

领作用。进入新时代，建设教育强

国，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迫切需要

教育科研更好地探索规律、破解难

题、引领创新。那么，为什么还有

相当多教师对教科研持相斥态度

呢？

持“相斥”态度的教师有两

种，一种是工作时间不长，职业

生涯尚处在“跟跑”状态，以模

仿、学习、借鉴的方式积累实践

经验，尚未达到实践研究及理论

创新的阶段。此时，过多要求教

研，的确会分散他们学习与积累

实践经验的精力；另一种是工作

多年的中老年教师，他们认为教

师的职责是向学生传授知识，只

要把学生成绩搞上去就好，不愿

意在研究上花精力。还有些中老

年教师重视研究，但由于自身能

力不足，或功夫没下到，出不了

成果，因而对研究持排斥态度。

对教学与研究持“相斥”态

度，就不可能让教学走向深刻。

教 而 不 研 则 浅 。 只 埋 头 教

书，不思考、不研究，即使学生

的成绩取得了进步，但这种进步

的含金量却不见得高。从教师对

学生的影响而言，身教是大于言传

的。一个不愿意思考、不喜欢研究

的教师，批判性思维及创新能力一

定是欠缺的，不可能注重对学生批

判意识的培养和思维的训练，更多

是在机械训练及刷题上拼时间。无

休止的刷题对提高解题能力的作用

可以在短时间内显现出来，但从学

生长远发展角度而言，创造性思维

能力才是人生的核心竞争力。因

而，只教书、不研究，是短视的、

肤浅的。

研而不教则空。研究的目的

是促进教育教学更好地发展，脱

离教育实践的研究是空洞的，对

教育实践没有指导作用的理论是

无效的。教师的研究要基于教育

实践的需求，研究的过程要密切

联系实践，研究的成果要对实践

有指导作用，在实践、研究、再

实践、再研究的循环交替中，让

研究走向深刻，让实践更加契合

时代需求、契合学生成长需要。

教学与研究，是教师成长的

一体两翼，是促进教育发展的统

一体。摒弃“相斥说”，让“相长

说”成为教师的共识，才能让广

大教师在实践与研究的循环往复

中走向更高层次的发展。

（作者系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教授）

“清者自清，人正不怕影子斜，他

们这样做，显然不妥！如果你不介

意，下节课，我们来讨论这件事，好

吗？”我在晓晓的日记后面写这话时，

心里有些忐忑，生怕自己弄巧成拙。

晓晓一脸闷闷不乐。“下节课，我

们讨论这个问题，好吗？”我当面问

他，晓晓点点头。

下午“道德与法治”课一开始，我

说：“同学们，这节课上一节特殊的

‘道德与法治’。”学生面面相觑。

“有同学谈论：上周我们班同学

到市里参加体育比赛，晓晓去偷看小

Q洗澡。”我一本正经，“你们对此有

什么看法？说一说。”

学生欲言又止，我说：“晓晓同学

已同意全班讨论这事，但说无妨。”

一向有主见的茹第一个站起来：

“如果偷看别人洗澡，就是流氓。”

旁边的谕补充道：“这是一种不

道德的行为。”

做事稳重的连不紧不慢：“会受

到谴责，严重了会受到法律的惩罚。”

我接过话茬儿：“说得有理。我

经过调查了解，参加比赛的男生由鹏

老师带着，女生是闵老师带着住宿。

没有这样的事发生。”此时，晓晓神情

少了些许颓废。

我趁热打铁：“谣言会造成什么

影响？”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

看法。

班长直截了当：“影响别人的心

情，搞不好学习。”

晓晓的同桌插嘴：“就是，晓晓上

课一直趴着，无精打采的。”

“损害了他人名誉，让人吃不好

饭，睡不好觉。严重了，还会得抑郁

症和精神病。”平时有点活泼的鹏说。

“是的。谣言就是一种病毒，让

人很受伤。”我话锋一转，“从道德和

法律角度来看造谣的人呢？”

学生纷纷发表观点。有的说，

说别人坏话是不道德，没有修养的

行为；有的说，捏造事实，诬陷别人，

是犯法的；有的说，法律上叫诬陷

罪，要赔礼道歉，还要赔偿精神损失

费，有可能还会坐牢。

“看来，同学们对法律有一定的

了解。的确是这样，诬陷会给他人

造成伤害，轻者不道德，重者是违法

行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我乘胜

追击：“大家认为，三个乱说的同学

该怎样弥补过错呢？”

学生嚷嚷着：“给晓晓和小Q赔

礼道歉，求得他们原谅。”

我对那三位同学说：“同学们给

你们指明了一条改正错误的道路，

就看你们怎么做了。”在同学们期待

的目光中，三位同学慢慢站起来，走

向晓晓和小Q，真诚地鞠躬说：“对不

起，请原谅。”

“同学们，晓晓面对流言蜚语，

没有选择暴力解决，而是用文字记

录下来，勇于向老师汇报。我感谢

他对老师的信任，也欣赏这种做

法，既可以舒缓心情，又向老师寻

求帮助。这是一种理智的行为。”

我语重心长地说，“生活中很多事

情，往小处说是道德的问题，往大

处说就是法治的问题，但是面对纠

纷不能蛮干，要理智处理。当然，

做错了若能道歉认错，求得原谅是

好事，但是如果触犯了法律，就只

有等着法律制裁了。让我们为晓

晓同学的理性和三位同学的知错

就改，来点掌声。”教室里响起一阵

热烈的掌声。这时，晓晓和小 Q 的

脸上写着释然的神情，我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

当学生面对流言蜚语，并用日

记表达出来。笔者征得“受害者”同

意，引导全班同学思考、讨论“如果

事情是真”和“如果事情是假”，会有

什么影响，当事人会在道德和法治

层面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这堂特殊的道德与法治课，由

于与学生生活密切相关，牵动着学

生的喜怒哀乐，因此他们积极投入，

参与度高、参与面广。这个过程实

则让学生梳理辨析是非曲直，自我

审视和观照言行举止，既肯定了理

智处事的方法，又促进了学生知错

就改，巧妙地对全班学生进行一场

道德与法治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在

学生幼小心田埋下了道德与法治的

种子。

（文中学生系化名）
（作者单位:宜宾市屏山县学苑

街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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