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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难道我们白白练习了吗？真的一点

希望都没有了吗？袁老师，可以再争取一

下吗？”班上文娱委员的“质问”让我懵。

当初，接到代表年级参加学校歌咏比

赛的任务，我陷入矛盾——时值初三，临近

中考，学生们学习时间太紧、任务太重、压

力特别大。是否应该将这机会拒绝，让他

们心无旁骛地学习？纠结片刻，我还是欣

然接受。因为我知道，孩子们喜欢这样的

活动，他们也需要在活动中磨砺、成长。

班级海选、自愿报名，地点定在大操场

边的足球场。没想到这么多孩子应约而

来，那身姿、笑容、眼神、腔调，虽然青涩，却

热烈而真诚。我很难抉择，思虑之后，大胆

决定：全班参加，一个不少！

写稿定歌、改稿易词、定稿定调、熟悉曲

调、记背歌词，每次排练，孩子们都专注到忘

我。信息大楼楼顶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在那

个隐秘、僻静而又陈旧的小平台，在寒风中

显得尤为阔大。高歌、低吟、此唱、彼和，声

形并茂，他们的眼中闪着光亮。阳光轻柔，

微风轻拂，银杏叶飘转。我静静地看着他们

的身影，时间仿佛一瞬定格。

然而，在这个拥有温暖阳光的午后，我

告诉你们：“因为疫情，活动被取消了。”晴

天霹雳！那一刻，我看到了一双双困惑不

解的眼、满含愤怒的眼。我比任何人都明

白你们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这里面

有你们的期待和梦想。那些傍晚刺骨的冷

风，那些三五分钟的晚餐，那些加班加点完

成却未耽搁的初三学业……你，尽管排练

努力，但音准不够，高音老是上不去，听录

音、反复唱，直至声音沙哑；还有你，因为语

速太快，合不上全班的节奏，好几次，你默

默擦干委屈的泪水……

“因为疫情，的确不能聚众举行活动。”

瞬时，教室里又多了几双噙着泪花的眼，他

们不知所措地搓揉着衣角。“孩子们，我们

真是白白练习了吗？”我真诚地发问。此时

过多的解释和安慰只能徒增伤感和不解，

我把话语权还给孩子们，只做一个诚挚的

听众，倾听他们内心真实的想法，接纳他们

所有的情绪。教室里一片沉寂，零落地银

杏叶不合时宜地飘落。

“也许，我们没有白白练习。”绍杰的分

享让周围的孩子破涕而笑：“比如我，因为

背不够挺，脖子不够直，笑容不够自然，每

天站在镜子前苦练，不过，大家看看现在的

我，是不是脱胎换骨了，又高又帅又阳光。”

“对嘛，吃得苦中苦，方得乐上乐。还

记得冬至那天，为了合好最后一处唱词，全

班在寒风中站了一个多小时，合上的那一

刻我们开心到飞起。”澜宇言语中透露着满

足。“为了排练、学习两不误，我们学会了更

精密地计划自己的时间。”“我学会了冷静、

耐心地听取老师的建议。”……

我心中暗喜，准备添火加柴将这把正

能量之火燃烧得更猛烈。“是的，孩子们，这

就是收获的快乐。你们明白了‘脚踏实地’

这四个字的内涵，正如你们一字一句地抠

发音、磨停顿、找抑扬；你们学会了如何表

达自己。伸长的颈，挺直的腰，矫健的步，

圆满的笑，高亢的音都是你们自信的体现；

你们破解了同学间紧密合作的密码，你们

找到了解决困难的绝佳法宝，你们甚至可

以‘站起来’和困难正面对抗，更重要的是，

疫情面前，你们通情理，识大体，学会了换

位思考……”半竿斜日随风起，一抹晚烟黄

叶下，孩子们映着阳光的脸庞格外明亮。

现在，那首歌成了我们迎战中考的“宣

言”，每晚，我都可以看见孩子们闪着发亮

的眸子唱他们心中最美的歌。

教育是一场盛大的修行，作为学生成

长过程中的领路人，我们要尽可能地给他

们提供体验人生的舞台，让他们从实践中

习得能力，形成素养，获取成长的力量。当

学生拥有了足够的才情和强大的内心，还

怕没有舞台和远方吗？聆听心声，静待花

开，这也许就是教育最本真的回归！

最近，有位新教师读了美国行为主义心理

学家华生的《行为主义》时，有句话让他很困

惑，希望听听我的见解。这句是：“给我一打健

康的婴儿，我可以把他们训练成为任何一种人

物——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甚至乞丐

或强盗。”

作为教师，我们不仅要看到教育对人的成

长的可能性，但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教育不是万

能，因为人不是万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因素

和条件的限制。

无论你任教的是哪个学段或哪个年级的

学生，虽然他们还是未成年人，心智没有成熟，

可塑性比较大，但是，请老师们（特别是新教

师）记住，任何学生都不是一张白纸，而是内心

比我们想象中还要气象万千的生命。

无论将他们比喻为萌发的种子，还是正在

吐绿的幼苗，或者振翅待飞的雏鸟，今天的每

一个学生，都是从昨天过来的，他们有他们所

经历的生活和学习，有他们所积累的知识和经

验，有他们所形成的认知水平和认知特征，有

他们所要前往的方向和所能抵达的山峰。

人的大脑要形成新知，是离不开旧知的。

学生在学习中能否获得新知识，主要取决于学

生个体的认知结构中是否已有了相关的概

念。教师需要做的就是在熟悉学生旧知的基

础上，以新知为目标，并在学生的旧知和新知

之间搭建好必知的桥梁。有了必知的桥梁，学

生方能顺利从旧知抵达新知，从而获得应有的

成长和发展。认识到这点，对新教师来说，非

常重要，也非常必要。这能让你们找到教学工

作的着力点，不仅可以少走很多弯路，而且能

有效地落实教学育人的任务。

随着和学生接触的时间、机会等的累加，

也许你会发现自己所任教的学生不仅不是一

张白纸，而且其颜色还会不断地发生变化，就

如变化不测的天气一样，有时晴天、有时阴天、

有时雨天、有时雪天，甚至有时还会遇到电闪

雷鸣、风雨交加，或者极度干旱等恶劣天气。

这对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新教师来说，面对这些

情况，由于缺少相关经历和经验，有时还是挺

烦人的，甚至弄得焦头烂额。

每当这个时候，请新老师们不要紧张，不要

过于担心，也不要害怕，因为即使是我们成年人

都可能会犯错，更何况是作为没有长大的学

生。试想下，如果学生都不犯错，都没有出现问

题，那么还要我们老师做什么。问题的存在，正

是教育存在的意义。而人，无不是在不断探索、

实践、试错和纠错等的历练中成长。

年轻教师，要懂得犯错的学生中，有知错能

改型，有知错难改型，也有知错不改型，还有自

以为是型；甚至有的可能还会和你顶嘴、顶撞。

这时，你要谨记尽可能不要生气，不要让自己成

为情绪的“奴隶”。如果确实需要帮助，建议你

多虚心地向年级里有经验的教师请教。他们会

给予你支持、给予你指导、给予你鼓励。

不是白纸的学生，需要你读懂他们的“过

去”，包括他们已有的经验、知识、能力和素养，

乃至“最近发展区”。如果能了解他们的家庭

环境情况，那么当然最好，这样就更有利于你

读懂他们的各种行为表现。你可以通过调查

问卷、谈话、家访、查看档案记录等多种方式调

研学情。读懂他们，你需要坚守儿童立场，走进

他们的世界，并尊重他们的天性和需求；你需要

换位思考，理解他们的行为，呵护他们的自尊，

用师爱、信任、包容、耐心和真情敲开他们的心

门，从而听见他们的心声。这样，你就可以做到

胸有成竹、有的放矢、因材施教和对症施策。

总之，读懂学生，是教师行走教育田野的

资格，是教师耕织课堂教学的资本。读懂学

生，是构建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是开展有效

教学的前提。唯有读懂学生，教师才知道其内

心之所想，才晓得其学习之需求，从而才能在

其身上成功播种生命的光芒。正如教育家苏

霍姆林斯基所说：“不了解孩子——不了解孩

子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就谈不上教育。”

读懂学生，是教师一生的课题。

曾参加了一次全市范围的班主任工作经

验交流活动，十多位优秀的班主任一一发言完

毕后，主办方一再邀请，希望我能就老师们的

分享做现场点评。

大家所分享的经验几乎大同小异，大多聚

焦到了“家校沟通”“激励性评价”“常规管理”

以及“寻根探源化解行为问题”等几个点上。

其中不乏令人耳目一新的小妙招、小尝试，但

远不及在现场所捕捉到的、与班主任专业发展

息息相关的几个关键节点更给予我触动。在

现场，我抛出了三个问题请班主任启动思考：

问题一
家校之间，指向沟通还是朝向合作？

“我注意到所有老师分享的经验中都提到

了‘家校沟通’这个词，看得出来大家对于家校

关系建设的重视。其实还有一个词叫‘家校合

作’，我请大家思考一下，哪个词更关键、更重

要，或者说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结果却很

是出人意料，会场几乎众口齐声地答我——

“家校沟通”。

“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沟通是通过信息

的传递和反馈来促进情感通畅，达成一致的思

想，而合作则是一起工作以达到共同的目标，

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追求的是家长理解了我

们、接纳了我们，还是参与到教育工作中来

呢？”这么一解读后，老师们有了选择：当然是

合作更有利于教育的实施和推进。

为什么同是两个与家校关系息息相关的

词，这些资深的、优秀的班主任们竟从来不曾

去比较辨析过呢？为什么大家竟然集体“迷

路”呢？显然，固化思维在作祟。毕竟，家校沟

通一词是学校里大会小会提及的，各种文字材

料中铺天盖地的。这种现象背后所折射出的

却是班主任深思能力的不足，老师们习惯了被

动接受，习惯了人云亦云。一个不具备对惯常

问题保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的班主任，一个成

长常赖于外力助推和指引的班主任，可能成长

会失去方向感。

问题二
学生评价，切中结果还是关注过程？

推行班币制度，开发星级进阶兑换机制，

设立成长积分排行榜……在评价方面，每个班

主任招式百出，也乐于侃侃而谈。但稍稍一

品，便会发现：“当学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后，

得到一颗星。”“学生完成某项任务，就能得

到××奖励。”“奖品积累到xx数量后，就能够

再进一级”。

“各位班主任，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评价措

施肯定对孩子有激励之效，现在我希望大家都

能回望一下：你的评价指向的是活动过程，还

是结果？你在评价的时候关注到的是结果的

呈现，还是人的状态？”“当然是结果呀！不然

还怎么评价？”一片肯定之声，令我的心不由自

主地一阵阵越缩越紧。

“首先，在低龄阶段你不论是用星级评价、

积分评价，还是奖品刺激，都能激发孩子们的

兴趣。但孩子随着成长越来越有自己的主张

和见解，当他们对你的刺激丝毫不感兴趣呢？

这时候怎么办？”老师们你望望我，我瞅瞅你，

一脸迷茫。也就是说，不论小学班主任还是初

中班主任，如出一辙的评价激励机制背后，缺

少了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的考量。

“其次，孩子们站在相同的起跑线上，有的

孩子就是速度快、能力高，即便他用了六分的

力，也可以先胜一筹；也有的同学尽管非常努

力，非常认真，但就是永远都跟不上别人的速

度和进度，即便使了十二分气力还依然远远落

后，这种只着眼于结果的评价方式会置那些就

是‘差人一截’的孩子于何地？”面对我的这一

发问，有的老师作了了然的神情，也有的老师

低头凝思起来。

评价是教育进程中的必需，评价的终极指

向是为了激励成长，改进不足。但是，当评价

一味地以结果为衡量标准，忽视了过程当中个

体的努力和状态，忽视了对人的关照和呵护，

势必有一天会走到一条无法回转的死胡同。

对学生评价方式关注的点所折射的其实

只是班主任工作的一角，我所揪心的是：当班

级中所有以“育”为名的活动都是简单粗暴的

直奔目标和结果，那么“育人”当中的人将何

在？

问题三
问题探源，审视学生的同时，是否反思了

教师？
需要承认的是，班主任的问题意识提升

了，对班级问题的研究意识也增强了。在交流

中最常听到的经验之谈是：当碰到问题学生或

学生问题，班主任不但顺着藤摸瓜，甚至还摸

根，从成长原生环境、家庭氛围等多处下功夫

来找原因，施方法。

“我非常认同咱们班主任就着问题不断去

深度反思查找根源的态度，但大家想过没有：

在不断从学生自身、学生的成长环境中发力

挖掘的同时，有没有班主任会在问题出现后

试着从自己身上去反思、去查找原因？”现场

老师们一片愕然，显然，我这个提法大家是闻

所未闻。

在现场，我和老师们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

例：

有位乡村班主任在班级里推行班币制度，

孩子们的币值积累到了一定程度可以到学校

设立的公益超市里兑换学习用品。一天，校园

里的韭菜该收割了，全校师生便齐齐动手进行

了本次劳动体验，然后领导建议：“老师们可以

用现金购买韭菜，卖得钱用来充实超市物资。”

每人都买了一包后发现韭菜还是有剩余，该怎

么处理呢？这位班主任提议：可以让有班币的

孩子购买带回家。令她没想到的是，只不过是

到办公室里喝了口水的空当，教室里就乱成了

一锅粥——孩子们在教室里买韭菜、卖韭菜，

一片混乱。

狠狠地处置了参与交易的学生后，那位班

主任怎么也想不明白的是：“”怎么现在的小孩

都这么不单纯，小小年纪就学着做生意了？”拖

着领导、拉着同事探讨了半天也没一个人弄明

白“孩子们到底怎么了”。我听说后，反问了一

句：“老师们买韭菜学生看见了吧？然后进行

的就是学生自己买吧？这个下午进行的活动

从孩子的视角来看就是关于货币交易的实践，

为什么在教室里就不可以？”

当从老师自身去反思时，就会发现不同的

表达、不同的安排、不一样的设置就会呈现出

截然不同的结果，甚至后果。学生成长中的问

题深度思量确实是件好事，但在我看来，如果

缺少了老师对自身的审视和反思，就无法触碰

到问题发生的真正脉络，也无法找寻到有效的

化解之方。

班主任专业成长之路上，这种基于经验分

享的交流方式确实有必要，但我认为，如果所

有的交流都只限于“术”的梳理而缺少了“道”

的思量，如果反思都朝向了他人而忽视了自

身，这种分享之于成长的意义就不大了。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

生秉烛铸民魂。”教师的师德修养直接决定着立

德树人的格局与水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评

价教师队伍素质的第一标准是师德师风。建设

一支师德高尚的教师队伍，是办好人民满意教

育的重要内容与关键要素。学校党建既为师德

建设领航增效，又为师德建设助力赋能。

以理想信念铸牢师德的精神之钙。理想信

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习

近平总书记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

之“钙”。有了理想信念，就有了前行的明灯和

动力。教育是理想者的事业，教师的教育理想

在师德建设中有着正本清源、价值导向的重要

作用。学校党支部通过书记党课、微党课、师德

论坛等渠道，采取集中学+自主学、线上学+线

下学、静态学+动态学等多种方式，引导广大教

师不断感悟共产党人为了理想信念的勇毅执

著，汲取共产党人“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

量，明确“四有好老师”标准，牢固树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不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和情感认

同，牢记“国之大者”，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带头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用学识、阅历、经验点燃学生对

真善美的向往，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

无声地浸润学生心田，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

学、以德施教、以德育德，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

指导者。

以责任情怀筑牢师德的情感之基。共产党

人历来就有浓厚的家国情怀和强烈的社会责任

感。教育需要责任担当，更需要爱心情怀，因为

教育必然面对孩子的喜怒哀乐，必然面对孩子

们的成长发展，必然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将

会经历的一次次“犯错”。习近平总书记教导我

们：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好老

师要用爱培育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情、真

心、真诚拉近同学生的距离，使自己成为学生的

好朋友和贴心人。学校党支部开展向于漪、张

桂梅、黄大年等优秀党员教师学习，倡导“铸师

德，强师能，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引导广大教

师广泛吸取共产党人为责任担当、为使命情怀

所彰显的无私奉献精神和不竭动力。教师有了

那份责任与情怀，就会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

学生，绝不会让任何一个学生掉队，更不会漏掉

任何一个学生，会主动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抓

在手上，落实到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各环

节，做到既教书、又育人，既课程、又思政，善待

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个性，理解学生情感，包

容学生缺点不足，发现学生长处和闪光点，引导

所有学生都成长为有用之才。

以纪律规矩筑牢师德的修炼之路。严明的

纪律是党的生命线，是事业发展的重要保证。

教育部制定的《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

项准则》，明晰了新时代教师的职业规范，体现

了新时代师德建设的时代走向。《准则》中的禁

行性规定是底线，是从事教师职业的最低要求，

是教师必须严格遵守、不可触碰的红线。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师德建设“既要有严格制度规

定，也要有日常教育督导。”学校着力健全师德

建设长效机制，制定明确的刚性执行标准，规范

从教行为，将师德建设融入学校考核评价激励

机制中，将师德水平作为教师年度考核、岗位聘

用、职称评审、评优奖励的重要标准，突出学校

党支部的监督审核把关作用，实施“一票否决

制”。同时，学校定期组织开展“师德标兵”“最

美教师”等活动，唱响师德“好声音”，发挥优秀

教师的榜样示范作用，使教师“干有示范，学有

榜样”，做到“人人身边有榜样，人人都能成榜

样”，切实引导广大教师加强师德的自我修养、

自我完善、自我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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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专业成长的“三个问题”
■ 山东省荣成市教育教学研究中心 杨雪梅

教育叙事

真是白练习了吗？
■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袁榕蔓

学校党建为师
德建设领航增效

■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张朝静

专家视角 读懂学生：教师一生的课题
■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李文送

党建论坛学校

同行 成都市双流区实验小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