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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需要标杆。在教师队伍里，
有一批坚守理想信念、道德情操高
尚、学识扎实、具备仁爱之心的特级
教师。他们站立的姿态便是教师的职
业标杆。这些精神标杆如何炼成，他
们具备哪些共同的“基因”，面对日新
月异的社会变迁和复杂多元的教学
情景时，他们是如何跨越沟沟坎坎？
他们又怎样将平凡的日子变得“有光
有花有童话”，把教育生活过得有滋
有味、不同凡响？

陈日亮、程红兵、黄玉峰、王崧岳
等 26 位名师，将他们对教育教学的
感悟提炼成文，悉数呈现在《中国著
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朱永新主
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让读者尽
情领略他们的精神气质与教育情怀。

26篇文章，如同26座灯塔，26位
名师各自真诚的言说，读来有如办公
室里的同事，很近亦很远：近的是他
们如自己一样始终站在讲台，他们的
困惑和经历与自己那么类似；远的是
他们通过摸索都练就了各具特色的
压箱底绝活。

专业有特长，做一个心中
有风景的人

“须教自我胸中出，切忌随人脚
后行。”众所周知，“内圣”才能“外
王”，“化人”必先“修己”，自我修养永
远在路上。有人说“实践者最有发言
权”。教师的专业特长必须在课堂实
践中展现，没有日积月累的实践，是
无论如何也谈不上“智慧”的，更
别说“艺术”了。从名师们的言说
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都是在匀速运
动中磨砺出领雁的灵性。

“为了使学生获得一点知识的亮
光，教师应吸进整个光的海洋”，学
不停步能使自己的桶装水不断净
化，只有与时俱进的“活水”，才能
够与学生的兴趣“共此时”。只有教
师不断地读书、学习、思考，日积
月累才能形成自己的文化底蕴。丰
厚的文化底蕴是教师智慧生长的土
壤，是智慧的催化剂，更是教师智
慧生成的重要条件。

先哲曾云：教育永远是做的哲
学，答案永远在现场。读书固然重
要，但是实践出真知，这样教师智
慧才好慢慢积累起来。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功夫在课外”。孙双全老师为了上
好 《春望》，研读了十多本书籍。为
了准备 《只拣儿童多处行》 这一
课，他把自己浸入在冰心的世界。
有人说，机遇就像一匹骏马，只有

做好准备并且有实力的人才能抓住
缰绳，一跃而起，骑上这匹飞驰的
骏马。

心中有梦，粲然若花。唯有抱
定宗旨，才会志远行近。

薛法根老师也曾有“堤内损失
堤外补”“磨洋工”的困惑，对那些
顽劣偷懒的孩子，就采取“盯人”
战术帮助孩子“削枝强干”⋯⋯他
从身边的同事身上看到的是农民般
朴素的教育智慧：农民相信每一棵
庄稼都能生长，都能结出饱满的果
实，绝不会抱怨庄稼长得慢、结果
少，而只会从自身寻找原因。那些
老师内心深处有这样的教育信念：
每个孩子都是“世间唯一”，教师当
如根雕师。从教之初的这段磨工，
消除了他当初的那种孤傲与急躁，
静下心来，安然地过着教育的日
子。其实，教育就是和孩子们一起
在校园过日子，无须天天“山珍海
味”，如同每天的“粗茶淡饭”，恰
能滋养人。习惯、修养、书卷气，
便在不知不觉中潜滋暗长，就如庄
稼一样，你每天细看，看不出它有
变化，然而它却在悄悄生长。这样
的日子里，每一节课，便显得从容
淡定，不需要太多的精雕细刻，不
需要太多的精彩纷呈，静静地做，
对教学日久生情，而非一见钟情。
作为教师，其职业幸福感，来自于
教师对学识、能力等素质升华的渴
望，来自于教师在平凡的工作中享
受为师的快乐。“成功不必在我、奋
斗当以身先”。需要有执着的“尖茅
草”的精神，需要“板凳坐得十年
冷”的定力，需要“挖一口属于自
己井”的战略眼光，只有淡泊宁静
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说到底，教
师本身就是一本厚重的书，他不仅
是用学识教书，更是用心灵育人。

经验有特点，做一个“立”
体的教育人

众所周知，教师从教的特点和
智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别人
给的，智慧要靠教师自己去创造、
去努力才能得来。特点和智慧是一
种灵气，它需要底气来支撑，而底
气来自文化知识的积淀。南宋著名
学者朱熹在 《观书有感》 中说：“半
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
来。”讲的就是读书能丰富生命，净
化灵魂，拓展胸怀。

曾读到这样一句话：“即便是个
子矮，也要站到巨人中间。”这话有

味道。的确，选择和谁在一起很重
要，和聪明的人在一起，你才会更加
睿智；与高尚的人在一起，你才不会
卑俗。“站到巨人中间”，绝非附庸风
雅的攀附，而是真诚选择向“巨人”致
敬和学习。

作为教师，我们应学习陈日亮老
师不间断的阅读、写作，学习他“得法
于课内，收益于课外”。学习陈铁梅老
师“把学生眼睛唤醒，想象比知识更
重要，像艺术家一样思考，教孩子‘带
得走’的美术，成为最好的自己。”

高万祥老师说：“读书是教育之
母；成功者往往是一个阅读者。” 面
对帽子一顶顶，荣誉一项项，他扪心
自问，认为自己唯一的优势就是比一
般老师勤于读书。

其实站到巨人中间，就是把许多
人的生命加诸自己之身。而好的教学
经验，恰好是优秀教师的精髓。古人
云：“水尝无华，相荡乃成涟漪；石本
无火，相击乃生灵光。”学与练相互促
进，教学永远在现场，相信“范本”，迷
信“实录，”没有“相荡”，没有“相击”，
又何来“涟漪”与“灵光”？学习实践相
结合，不能止于表面的模仿，更重要的
是循其经历、持其心态、秉其品质、建
其精神，让自己的教学内容由“胖”变

“瘦”，教学环节由“碎”变“整”，训练由
“浮”变“实”，教学形式由“花”变“朴”。

说 到 底 ，教 育 的 名 字 就 叫“ 经
验”。教育的经验来自善良的心底、鲜

活的生活和对教育深刻的理解。“大
智闲闲，小智间间”，有经验智慧的教
学需要教育的闲适与宁静，是我们应
有的行走方式。

教育有特色，做一个捍卫
教育常识的人

风物长宜放眼量。作为教师，我
们用好“望远镜”，看事情更长远，遇
到挫折就不会怨天尤人。做好每一件
微小的事，是成为好教师的基础。教
育教学的特色如何形成？“苦练十年，
不如名师一点！”大道无形，教学无
痕。融“有为”于“无为”，寓教学于无
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教学无痕，
如同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般一点点浸
入师生的心田，融入每一个孩子的血
液，也潜入、流注和运行于班级良性
循环的血脉中。

传道授业是教师的职责和初心，
在程红兵看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
生”。

研读《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
想录》，“道”的线形轮廓越来越明晰：

“道”是每天生活中要遵守的道理，是
生活中的准则。“道”是初心，“道”是
目标，“道”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中华
文化的核心价值观。

教师必须是“道”的传承者，每位
教师都是学生走向历史的一座桥梁，
而今，我们对于师道的含义有了一些
新的阐释和要求，即在日益变化中坚

守常识，坚守底线。
面子易学，里子难补，捍卫教育

常识，就必须像黄玉峰老师那样带着
真知灼见去生活，努力让自己内心强
大，无须在意众声喧哗。在合乎自己
脾性的领域里浸润良久，得到了完美
的润泽，于是他到了老年，才会有这
样一种慈蔼淡定的面相、独立自尊的
姿态、安之若素的性情。就像古玉上
的包浆，温润、醇厚。成就“包浆”需要
经历内心深处那些“美妙无比的痛
苦”，需要经历酷暑寒冬，需要恰到好
处的摩挲与反省，需要一半命运的磨
砺，与一半命运的垂青。

教师不仅是专业的知识者，而且
是公共性的社会良知者与实践者。时
下，教师所授之业，更多的是注重知
识的深度、广度和难度，而忽视了学
生学力的提升。所解之惑，是更多关
注学习，而忽略身心成长的心理、生
理生活之惑。

捍卫教育常识，就要像吴非老师
那样，身为教师，不仅应关注课堂发
生的事情，而且应关注社会发生的事
情，尤其是要把握社会进步的方向和
社会变革的脉搏。一个时代，教师的
高度决定学生的高度，而教师的高度
来源于对师道的继承和弘扬。

胡兴松老师说：一个人思想有多
远，他就能走多远！思想，是成就名师
的灵魂。一个真正的教育人理应成为

“实践的思想者”和“思考的实践者”，
以灵魂唤醒灵魂，以思想孕育思想。

诚然，特级教师不能特立独行。
一个合格的特级教师必须在教师集
体之中发挥好带头人的作用，以“人
梯”和“春泥”精神，以言传身教的方
式引领青年教师专业成长。他（她）不
仅会“交流”，而且会“交锋”；不仅会

“创造”，而且会“创作”；不仅会“演
说”，而且会“立说”；不仅会“分享”，
而且会“共享”。这样的特级教师，在
一所学校，在他（她）的周围，肯定会

“群峰竞秀”而不是“高峰兀立”，肯定
会“满园春色”而不是“红杏一枝”。

这样的教学思想汇集，言人人
殊，有断面之嫌，不过一滴水可以
看见整个大海，一缕阳光可以洞见
整个宇宙。因为作者与读者的阅读
都是开放式的，横向与纵向，至上
与至下，时间与空间，都留下很多
思想漫步的天地。

大量的信息都在书中，有兴趣的
读者尽可以跳进去，相信品味书香，
启迪智慧，萌发研究的力量⋯⋯

（作者系湖北英山实验中学大别
山区种子教师）

一群名师的诗意浮雕
——读《中国著名特级教师教学思想录》

段伟

书里书外

从语文教员到语文教研员，与“语文”相
伴三十年的何伟俊老师，捧出了凝结多年思考
与实践的作品：《犁痕桨迹——我的语文行与
思》（广西教育出版社），何老师用他这本书，
亲身示范，告诉我们他如何做老师，如何教语
文。作为他的学生，又同为语文老师，阅读这
一册厚重无比的大书，既感振奋，也颇汗颜，
掩卷而思，由衷慨叹。我想，与其探究本书有
多少语文的新知和教学的理论，不如好好看一
看，去发现书里那一个语文人的肖像，这幅肖
像将会告诉我们，立于三尺讲台，如何做好一
个语文人。

何老师此书文章分为三辑，分别指向读
书、教学、评论，我实在觉得，这样的编排正
凸显了何老师这一个语文人肖像里所藏着的三
种表情：作为读书人的语文人、作为实践家的
语文人、作为思考者的语文人。

何老师首先是位读书人，语文是他的事
业，而最终使他的事业燃放出不一样的烟火，
正是“读书”。他组织的青年教师读书班，已
经办了六期近二十年，培师无数，育人良多，
能做到这一点，是取决于他自家读书。本书第
一辑是“学”语文，在他心里，“学”语文就
是广博阅览，读书不辍。他有名言曰：把读

“过”的书变成读“到”的书，第一辑所收近
四十篇读书笔记，将他所读“到”的书徐徐道
来。这些书里有古代经典，如 《论语》《中
庸》《斐多》；有教育名著，如 《给教师的建
议》《教学理论》（施良方）；有文学，如 《麦
田里的守望者》《额尔古纳河右岸》；有语言
学，如 《叙事学》《论对话》；还有历史读物，
如 《秦崩》《楚亡》 ⋯⋯他气定神闲，娓娓而
谈，既分享自己的阅读收获与心得，也谈论自
己的反思与困惑，不少篇章更交待自己的读书
方法。其中，读 《给教师的建议》《汉语与中
国文化》《博尔赫斯谈诗论艺》 这几篇笔记，
论述严、思考深、篇幅长，是与著者对话，也
是与自我对话，能看出何老师这位读书人内心
的升华，于他而言，读“过”的书很快烟消云
散，只有读“到”的书才是属于自己的，留在
了他的生命里，与他的心智一起成长，诚哉斯
言。教育人岂可不读书，何况又是教语文？想
到这一点，忽有所悟，大概东坡先生那句话略
改改，也正是何老师肖像下之心灵一隅：日啖
好书三两册，不辞长作语文人。

说何老师是“实践家”，并非要给他一顶
“成功人士”的帽子，恰如书中的“犁”与
“桨”，我更看重的是他的实干与践行，以犁以
桨，一段光阴，一段行旅，留下浩瀚语文天地
里他自己的汗滴与足迹。关于“教”语文，何
老师很早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三个“留下”：留
下形象、留下情感、留下语言，对此他是这么
阐述的：形象是理解、运用语言的重要背景，
情感是理解、运用语言的动力，语言是语文学
习的归宿。这就是他的语文教学主张，在此主
张之下，作为教研员的他，频频走上课堂，以
自己的尝试朝着真正的语文教育努力。最终，
他从这一段扎实的实践里选出十节课，留在了
本书第二辑。这十节课，都很有特色，每一节
课都体现教者的思考与研究，每一节课也都有
教师主张、诉求，这一个教研员，确实很不一
样，他用他的课堂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真是

“实践家”本色。此外，“实践家”还有一层意
思，那就是“教得好”，有听课者曾这样写下
听课感受：

“ （何老师） 和孩子一起穿越语言的丛
林，探寻言语的奥秘，获得美好的情感体验。
他始终不疾不徐地陪伴孩子学习，温和而从
容。在他的悉心点拨下，学生的言语和精神同
构共生，教与学相得益彰⋯⋯”

很显然，心中装着学生的何老师，求浅、
求真，的的确确是一个“实践家”，这样的课
堂上，孩子们怎么会不喜欢这位老师，不喜欢
这门叫“语文”的学科？

本书第三辑收录“说”语文，何老师定主
题为“还文本以生命”，这里面主要是他的文
本解读文章、语文教育教学讲稿，还有评名家
名师课堂的文章，这一组文章，正是何老师在
语文丛林中的“追思”。他以语文为本，以思
考为径，追思语言、追思课堂、追思成长，时
有真知，时有灼见，特别是文本解读文章，引
人入胜。有一次我曾听他讲述 《天游峰的扫路
人》 的解读，此番重读，仍见精彩与锐利，他

“追寻文本发生的踪迹”，打破了一般老师及教
参对此文的分析，抓到了作者真正要表达的信
息，即“享受工作、享受生活”，可谓发人所
之未言，得人所之未得，可以说，这样的解读
才是真正贴着了作者的“写”，由此也才真正
贴近了孩子的“学”。何老师认为文本解读，

“必须关注人”，想来，这个人，既包括写作的
人，作品中的人，更包括学习的人。循此观
察，何老师的评课亦是如此，可以看作他的

“课堂解读”，他怎么解读课堂呢？我不饶舌，
还是借用清人恽寿平那首题画诗吧：

“心忘方入妙，意到不求工。点拂横斜
处，天机在此中。”

何老师与我们这班后学交流、聊天时，常
引此四句。其实，不唯课堂，即文本、即教
育、即人生，都当有此精神。说到底，《犁痕
桨迹——我的语文行与思》 一书，正勾勒出何
老师这位语文人的肖像：是读书人、是实践
家、是思考者，如此肖像下的全部神韵，亦如
小诗所言，天机，在此中。

（作者单位：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实验小学）

一个语文
人的肖像

冷玉斌

教师荐书

《讲台上的智慧——跟名家名师学
教语文》

白金声 编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围绕“语文智慧”这一主
线，既有理论溯源，从语文“三老”

（叶圣陶、张志公、吕叔湘）的教育思想
综述，到当代名家纵谈语文，又有语文
课堂实践智慧展示，精选魏书生、窦桂
梅、于永正、贾志敏、薛法根等名师的
课堂片段，在赏析的基础上，点出其背
后的语文智慧。是中小学语文教师提
升专业素养的培训用书。

《初中写作教学实践指要》
吴欣歆 著
教育科学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语文教师吴欣歆，结
合自己 20 年的一线教学经验所著的
写作教学指导用书。作者分析了初中
生写作能力培养及目标要求，着重介
绍了写作教学的实践要点，建构了多
要素立体结构的写作序列，包含了育
人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训练
方法诸多要素。本书对一线教师的写
作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吴勇话“知识”——小学精准
性写作教学探索》

吴勇 著
福建教育出版社

本书是吴勇童化作文教学系列
之一。全书分理论篇和实践篇，作者
针对孩子作文写不下去、写不具体的
困境，倡导小学作文课堂要教授给孩
子“精准习作知识”，让孩子“看得见”

“摸得着”“用得上”，并尝试就写人、
写景状物、活动、叙事等文体在小学
阶段的“精准习作知识”进行开发与
构建。书中的思考和案例对小学作
文教学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新书速递

余 祯 校 长 的 新 书 《有 一 个 叫
“蓬莱小镇”的地方》（上海教育出
版社） 一经出版便广受专家与读者
赞誉。全书由“梦想之地、星愿之
所”“彩虹上散落的种子”“没有边
界的梦想国度”“小镇大事”“镇里
镇外的惊喜”“我们的‘巴学园’”
六章组成，描述了一个个生动有趣
的课程案例和教育小故事，不仅文
笔灵动、优雅，内容丰富多彩，而
且洋溢着一种浓烈的教育情怀。

从整体上看，“蓬莱小镇”源于
上海市蓬莱路第二小学校本拓展课
程建设之构想，经过了校本拓展课
程研究、基础型课程融合、学校课
程结构变革三个阶段，已形成6大社
区、40 余门课程、1161 个小镇民和
90 个大镇民参与体验的“大社会”，
是一个孩子们喜欢的学习乐园。

书中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该校的
办学思想和校长的课程领导力。从
一定意义上讲，课程建设就是学校
个性建设，也是学校特色建设。长
期以来，蓬莱路第二小学始终围绕

“培养有个性、有特长的学生”的办
学目标，坚持个性化教育的实践研
究，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满足学
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然而，随着
研究的不断深入，余祯校长发现了
新的问题：有个性的学生往往表现
出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不能
很好地遵循集体共处的行为规则；
而那些比较遵守集体行为规则的学
生又表现得不够有自己的个性。如
何培养既有个性，又守规则的儿童
是学校发展的新命题，也是校长与
教师课程创新设计的新追求。

在 2012 年 一 份 全 校 学 生 问 卷
中，有一项数据引起了余祯校长的
关注：近 86%的学生表示社会实践
活动最喜欢去的地方不是公园、游

乐场，而是“星期八小镇”。“星期
八小镇”是个什么地方？它为什么
能够吸引我们的学生？

带着几分好奇与疑问，余祯组
织 全 体 教 师 进 行 了 实 地 参 观 与 考
察。考察发现：原来这“星期八小
镇”是一个根据儿童年龄和心理特
点为儿童量身定做的模拟社区，为
儿童创造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小
社会，可供他们尽情地体验、娱乐
和交往，享受做大人的感觉。

于是，余祯有了自己的思考：首
先，在儿童世界中，参加角色模拟游
戏是小学生热衷的活动。同时，从黄
浦区教育局“办学生喜欢的学校”的
理念出发，要求课程设计要从儿童的
兴趣出发，以学生发展为本。其次，
小镇给予了孩子根据自己的个性需
求自由选择活动内容的空间，模拟的
小社会与学生的生活经历结合紧密
且包罗万象，可以满足学生个性发展
的差异需求。再其次，在模拟社会活
动中，儿童扮演的是成人的角色，他
们必须自觉遵守小社会的相关约定
才能继续参与活动，这是培养学生规
则意识的最好契机。

基于这样的认识与思考，在黄
浦区“办学生喜欢的学校”的教育
理念引领下，余祯校长根据美国教
育家杜威“学校即社会”的观点，
把象征微型社会的“小镇”概念搬
进校园，以“蓬莱小镇”命名，开
发一套框架体系较为完整、学生喜
欢的校本拓展课程，让学校“成为
一 个 小 型 的 社 会, 一 个 雏 形 的 社
会”，进而用课程改变学校，用课程
引领教师，用课程培育学生。

与“星期八小镇”不同的是，
“蓬莱小镇”课程的设计不是简单的
职业体验，而是旨在营造一种平等
和谐的学习情境、自由钻研的探索

环境和个性发展的生长空间，使学
生在小镇的学习氛围和角色模拟的
活 动 情 境 中 获 得 丰 富 的 体 验 和 快
乐。换言之，通过小镇课程在学校内
打造一个微型社会，培养既有个性、
又守规则的“蓬二”学子新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蓬莱小镇”课
程的创意，在于它把微型社会搬进
小 学 校 园 ， 其 中 隐 含 着 “ 蓬 莱 小
镇”中的“镇民”即实际社会中的

“公民”。通过小镇情境的营造，小
小社会人角色的体验，使学生了解
和发现自己，认识和探究社会，从
而培养学生的公民素养。

近年来，“蓬莱小镇”已经成为
上海基础教育界引人注目的风景。
该校通过“蓬莱小镇”课程的设计
与实施，为学生营造了一个平等和
谐的学习情境、自由钻研的探索环
境、与人交往的合作氛围和个性发
展的生长空间，使学生在课程学习
中获得丰富的体验和经历，感受课
程学习的快乐，并在潜移默化中转
变他们的学习与思维方式。

应该说，本书展现在读者面前的
只是“蓬莱小镇”课程的阶段性成果，
是师生学习共同体故事中的一个缩
影。在这些充满欢乐、幸福和爱的小
镇故事中，教师、家长和孩子一起学
习、一起探索，并悟出一个朴素的道
理：学校即社会，课程即生活。

合上书卷，我们从学生乐在其
中、乐不思蜀的笑脸中看到了“蓬莱
小镇”的发展目标和美好前景。从书
中我得到了一点重要启示：不能选择
好走的路，只能走好选择的路，因为
这世上本没有路。在这层意思上可
以说，“蓬莱小镇”是该校在课程建
设与探索中开辟出来的一条新路，
并将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作者系上海市易学进修学院院长）

迷人的“蓬莱小镇”
潘裕民

灯下漫笔

禹天建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