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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希望教师生涯一成不变吗”

2010 年，课堂教学改革的东风吹到

了长江、赤水相交的合江县，许多学校闻

风而动。彼时，张军正在白鹿镇中学任

教，听到学校准备进行课改，向来工作勤

恳上进的他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学校基

础条件差、领导不重视、教学任务重、课

改没经验。”他担心这样折腾，影响教学

进度。

“这是学校提升教育质量的契机，也

是教师个人成长的机会。许多事情看似

不可能，是因为没有去做。你希望几十年

后回忆你的教师生涯是一成不变的吗？”

时任白鹿镇中学校长段绪华清醒地认识

到，“满堂灌”的课堂已经过时，调动学生

学习主动性、积极性的课堂才是真正高

效的课堂。在他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动员

中，张军逐渐改变了态度，从反对者变成

了拥护者和实践者，主动学习课改理论，

积极参与跟岗学习。

半年后，课改热潮退去，许多学校都

偃旗息鼓，只有白鹿镇中学还在坚持。在

借鉴了江苏洋思中学、山东杜郎口中学

等课改先进学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学

校实际，白鹿镇中学逐渐探索出“334”课

堂教学结构模式，即坚持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训练为主线的“三主原则”，做

预习案、学习案、检测案“三案教学”，坚

持自学、交流、展示、评价四环节。

“‘334’课堂教学模式，刚开始会有

些麻烦，备课也会花更多时间，但渐渐地

会发现主动举手发言的学生变多了，学

生的解题思路也更多了，答案的准确性

也更高。”张军说。他的数学课堂不再枯

燥，变得越来越活跃。

“别拿学生的成绩冒险”

2017年，张军因优秀的教学成绩，从

白鹿镇中学调到合江中学国学科创基地

任教。“虽然舍不得曾经奋斗的学校，也

很感恩段校长的培养，但我还是想去更

广阔的地方，把白鹿镇中学的课改理念

传播出去。”张军说。

在合江中学，他依然采用课改模式

下的教学方式，把课堂的主动权交给学

生，“学”得多，“教”得少，与周遭人格格

不入。

“形式主义”“瞎折腾”“花架子”……

偶尔，张军也会听到部分老师对他课堂

的看法，但他毫不在意。第一次成绩测试

后，张军班上的数学成绩在年级6个班中

排名第三。“意料之中的成绩，这也急不

得，学生们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张军

说，“城区学生的基础更好，适应后会进

步得很快。”

与张军的胸有成竹不同，学生家长们坐

不住了。他陆续接到好几位家长的电话，

希望他在课堂上多讲些知识，“老老实实

地教书，别拿学生的成绩冒险。”“一两个

家长质疑，我可以向他们解释课改理念，

但七八个家长（施压），我自己就开始动

摇了。”迫于压力，张军只能放缓课改的

步伐，他的课堂又变成了以“教”为主。

那年寒假，张军和另外两位曾在白

鹿镇中学一起探索课改的教师聚会，三

人都感叹怀念曾经并肩奋斗、筚路蓝缕

的课改时光。这令他回忆起了进行课改

的初心——让学生爱上学习、学会学习。

开学后，他先是询问学生们喜不喜

欢自主学习、互相讨论的课堂，得到肯定

的答案后，他又通过家长会、家长开放日

等方式，向家长们阐述课改理念，争取大

多数家长的支持，重新开展课改模式下

的教学。正如他所言，学生们的进步非常

快，一直到初三毕业，他班上的数学总成

绩均在第一名、第二名徘徊。

从“教”到“学”，从19分到79分

“参与其中就会有收获。这是当初段

校长说服我的话，也是我在课改中看到

的另一种可能。”张军告诉记者，课改把

课堂从“教”变为“学”，提高了学生在教

学中的参与度，让各个层面的学生都有

机会被看到、参与其中，并获得进步。

他班上曾有一位叫小隐（化名）的学

生，初中入学测试，数学只考了19分。老

师问他 6 乘 7 等于多少，他从 1 乘 7 开始

背。张军并没有像要求其他同学那样要

求他，而是告诉他每次做练习和作业只

需要选择他喜欢的两道题来做，并向老

师讲一讲自己做题的过程。

“学生能讲述表达了，就证明他理解

了。这也是课改。”张军说。一两周后，小

隐主动向他提出，还可以多做两个题。第

一学期期末测试时，小隐数学考了79分。

张军分析他的试卷，发现他聪明地跳过

了所有难题，把会做的题都做对了。初中

毕业时，小隐顺利考上了高中。他的父母

感激地说：“我们都清楚他数学差，特别

感谢张老师独特的教学方式，让他不再

抵触学习，取得了这么大的进步。”

如今，合江县全域深化课堂教学改

革，张军具体负责合江中学国学科创基地

的课改工作，他结合先进理念和自身经

验、学校实际，提出了“1314”课改模式，打

造有趣、有效、有用的课堂。他说：“传播课

改理念的目标，终于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

释放，我会尽己所能做到最好。”

我是个急性子，干什么事情都想往

前赶，可是儿子却是一个慢性子，所以，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我说得最多的话就

是“快点儿”。

那天我在一家餐厅吃午饭，隔壁餐

桌上是一对母子，男孩大概有八九岁，在

认真地吃着眼前的那碗牛肉面。母亲双

肘放在桌子上，眼睛紧盯着男孩，眉宇间

显出些许不耐烦。男孩不急不躁地吃着

面。坐在对面的母亲忍不住呵斥道：“你

能不能快点儿吃，要迟到啦！”男孩立即

快速地往嘴里扒拉了两口面条，然后抹

抹嘴说：“吃饱了，走吧！”

我望着餐桌上的那碗面至少还剩下

一半，浪费不说，孩子真的吃饱了吗？这

对母子的行为和对话让我想到了多年前

的自己。我也总是催促儿子，催他起床、

催他吃饭、催他写作业，甚至连出去玩也

要催他。

有一次，我答应儿子去动物园玩，在

我的催促下，我们按时出了门。一路上，

儿子的眼睛一直在看着动物园里的一景

一物，看什么都稀奇，一会儿逗一逗擦肩

而过的小狗，一会儿去捡一片树叶，看到

摩天大楼时还非要数清到底有几层。本

来20多分钟的路程，我们硬生生走了一

个钟头。我是个目的性很强的人，连逛商

场都直奔目标，一路上，我不停催促他。

爱人都被我催烦了，他说：“不就是

出来玩的吗？在哪玩不是玩，动物园只是

目的地而已。”后来我也不催了，索性和

他俩一起磨蹭。没想到慢下来了，却看到

了更多的风景，除了看到各种动物，我们

还目睹了蚂蚁搬家的壮观，了解不同树

叶的纹理差异……

生活中，没有几个家长能心平气和

地说出“快点儿”这几个字，说这句话时

都会带着焦虑和烦躁。如果孩子经常遇

事磨蹭，家长们不妨换一种方式提醒他。

比如给他规定时间：“半个小时后

出门，抓紧哦！”“今天吃饭时间比昨天

快五分钟，表扬一次哦！”……其实孩子

的世界和大人不一样，成人世界有太多

的俗事缠身，恨不得有三头六臂来应付

这一切，而孩子的心思干净单纯，专注眼

前的事物，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做事规律

和思路。

孩子吃饭慢，也许是筷子用得不顺

溜；穿鞋慢，也许是系鞋带对他来说还有

点难度；上学路上，贪恋一路景色，那是

孩子的天性。试想一下，如果孩子做什么

事情都像旋风似的，你一定会呵斥他毛

毛躁躁的。假如真是孩子磨蹭，那不妨让

他体验一下磨蹭的后果吧！这总比我们

一次次催促地说“快点儿”有用得多。

大人真的不必太着急，慢，是能给孩

子带来安全感的，给他们点时间慢慢来。

也许再过10年，他们的眉宇间和你

我一样充满焦虑浮躁，你会心疼的，你也

一定会怀念当年那段慢时光。

多年前的一个春天，学校组织
了一场野炊。野炊前的准备工作全
是在一个周末完成的。同学们将锅
碗瓢盆带到了学校，存放在宿舍里，
满怀期待地等着。

到了野炊那一天，晴好的天气
如约而至，大家脸上全都绽开了笑
容，犹如枝头初放的花朵，在阳光的
照耀下闪闪发光。我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列队集合，扛着大包小包出发
了。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到了目的
地——大河堤。河堤两岸是郁郁葱
葱的树林。远远望过去，那墨绿色
的森林里透出点点新绿，从林间的
缝隙里漏出来，忽明忽暗，时浅时
深。走近看时，才发现那是新钻出
来的草芽。

在老师的指挥下，我们开始架
锅生火。同学们分工协作，有的洗
菜、有的切菜、有的拾柴，忙得不亦
乐乎。突然，一位负责洗碗的男生
不小心摔碎了一个碗，尖锐刺耳的
声音让他惊慌失措。大家的目光齐
刷刷地落在了他身上，老师闻听后
也走了过来，对他厉声喝道：“你注
意点，就这几个碗，摔破了就不够用
了！”随后，又极其不耐烦地说：“算
了算了，你还是干点简单的活吧，去
那边洗菜去！”那位同学悻悻地走到
河边去帮忙洗菜。不知道是因为紧
张还是因为手滑，他在洗菜时，又不
小心让一个塑料菜篮漂在水中流走
了。大家想了很多办法也没能将菜
篮捞起来。这件事马上也被老师发
现了，他来到河边，指着那位同学，
瞪着眼珠子骂道：“你怎么这么笨，
干什么都不会，那么多饭都白吃
啦！”男生将头埋得低低的，他局促
不安地揪着自己的衣角。“难道你啥
也不会干吗？添柴，添柴你总会吧，
笨笨瓜……”老师说“笨笨瓜”时，将
声音拉得长长的。周围有同学开始
捂着嘴笑，更有人模仿老师的语气
喊着：“笨笨瓜……哈哈哈……”

晴好的天气开始转阴，有淅淅
沥沥的小雨落入森林。

这次野炊过后，“笨笨瓜”就成
了那位男生的绰号，老师喊，同学们
也喊，大家似乎慢慢忘记了他本来
的名字。在他最后一个交试卷时，
老师会说：“果然是个笨笨瓜，回回
都是最后交卷；”在他打扫完卫生，
最后一个收拾工具时，同学们会说：

“这些活交给笨笨瓜就是啦！他最
擅长兜底了。”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
着，男生心中泛起层层阴云，他变得
沉默寡言，脸上不再有笑容。

直到有一天，班上新来了一位
年轻老师，他走进教室的第一天并
没有给大家上课，而是拿着一份花
名册和大家互动。

“朝晖！”老师大声而又亲切地
叫出了一个名字。大家齐刷刷地抬
头，仿佛第一次听说这个名字。角
落里，男生慢腾腾地站了起来。

老师走到他身边说：“你就是朝
晖呀，你的名字太好听了，所以，我
没带姓就喊了出来，你不介意吧！”
紧接着，他又转身对大家说：“你们
知道吗？这位同学的名字是早晨的
太阳，充满了活力，充满了希望，听
起来就很美好。”说到这里，老师拍
拍同学的肩膀，让他简单介绍下自
己。男生低着头，嗫嚅着说：“我
……我叫王朝晖，嗯……嗯……我
有一个绰号叫‘笨笨瓜’。”听到这
里，同学们哄堂大笑，王朝晖涨红了
脸，将头埋得低低的。

“感谢朝晖同学，大家为他鼓
掌。”老师高举着双手，带头鼓起了
掌。教室里掌声如雷。随后，老师
又示意大家停下来。

“大家都在嘲笑他笨，但还有更
笨的人在为他鼓掌。”

老师的这句话让大家脸上的笑
容逐渐凝固，教室陷入了沉默。

我看见角落里的朝晖露出了久
违的微笑，像春雨里洗过的一朵花。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春天，而落
入春天的雨并不会消失，而是变成
了花，变成了叶，变成了甜美的果
实。

老师的鼓励就是落入春天的
雨。

植树节来临，孩子的学校让准备小桶和小铁
锨去公园给树苗浇水。或许是不放心那么多孩
子都带着工具，老师允许几位家长陪同，我刚好
没事儿，就跟着去了。

一路上，学生们叽叽喳喳讲着各种各样的事
情。我走在队伍后面，儿子也故意慢下来，看见
路旁有开着的小花，他问我：“妈妈，我们去浇的
树也会开花吗？”我摇摇头，想着公园种的大都是
那种遮阴的树木，应该是不会开花的。儿子脸上
的神情暗了暗，嘀咕着：“种那么多不开花的树有
什么用呢？还不如种几棵果树……”听他这么一
说，刹那间，有个场景闯入了我的脑海。

读高三那年，我们学校后面在整修，经常有
机器的轰鸣声，老师看我们一个个被扰得头昏脑
胀，就经常带我们去邻近河堤的小树林里读书。
清晨，阳光透过薄雾洒满整个树林，我们坐在板
凳上高声朗读。偶尔几声鸟鸣穿林而过，像是要
带给我们清脆的伴奏。课间十分钟，同学们在林
间追逐打闹，惊醒了一个个沉睡着的精灵。

我记得那天，不知是谁踢到了蒲公英，一把
把小伞转转悠悠地随风启航，偶尔有一两个落低
的，也被我们用嘴巴吹着送向高空。老师见状，
招呼我们静下来，他用沙哑的嗓音鼓励我们：“孩
子们，你们也跟这蒲公英种子一样，总有一天要
远航，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坎坷，你们看，只要有
风，它们总能到达想去的地方。你们也一样，今
天的努力，就是为了明天更好的飞翔！”我看着那
在阳光下越飞越远的蒲公英，心里的梦想也在那
一刻被照亮。

高考结束后，老师带着我们最后一次去了那
片小树林，同学们不自觉地围成一圈，把老师围
在了最里面。“老师，再给我们唱首歌吧，不管将
来我们去到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在这里读书的
时光！”“对啊，老师，这可是您给我们的专属读书
林，这一辈子我都会记得啊！”“对，读书林，这是
我们的读书林……”同学们一个个兴高采烈地说
着内心最想表达的话，把千言万语都留在了那片
树林里。

毕业后，几经周折，我辗转过很多城市，从此
再也没回过母校，再也没去过那片小树林。听同
学们说，那里已经被夷为平地，说要建游乐设
施。我心里一阵唏嘘，当初读书的情景一次次在
脑海回旋，那阵阵书声成了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妈妈，你说这小树林是用来干什么的啊？
就算有人来玩儿，也不会进这里吧。”儿子摇晃着
我的衣袖打断了我的神游。“这小树林，可以用来
读书啊，等周末我们带上垫子和书一起来好不
好？”儿子一听，眼睛又亮了起来，狠狠地点了点
头。“阿姨，我能一起来吗？”“我也要来！”“我也
要！”周围几个听见的孩子都高高举起了手。

老师听见了笑着说：“好好好，大家别吵，等
下周周末咱们大家一起来怎么样？我们给小树
浇水让它茁壮成长，到时候这里就是我们共同的
读书林。”孩子们一听，“哗哗哗”拍起手来，一张
张灿烂的笑脸组成一幅最美的画。

这可真是太好了，送什么能比得上送你一片
读书林呢？既增强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又让他
们找到了读书的乐趣，一举两得，可谓妙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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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合江县全域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这

是对我十多年坚持最大

的认可！”合江中学国学

科创基地年级主任张军

如是说。2021年，课堂教

学改革如燎原一般在合

江县各个中小学铺开。

而在此之前，便有一些

教师如微微星光在合江

坚持推进课改，张军就

是其中之一。

从2010年至今，张

军投身课堂教学改革至

今已有13个年头，曾受

到家长质疑、也曾自我

怀疑，反对过，放弃过，

后来又咬着牙坚持。新

高考已然落地，教学改

革、课堂改革是学校、教

师的必做题，而张军的

课改历程，或许能带给

处在“变”与“不变”“该

怎么变”纠结中的老师

们一点启示。

赠你一片读书林
■ 周晓凡

给孩子一段慢时光
■ 夏学军

张军坚持课改，把课堂变“教”为“学”，提高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度。

张军引导学生自主学习、互相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