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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模式一开启，我就翻开特级
教师罗树庚的 《教师如何快速成长》
一书，心灵找到了共振的频率。罗树
庚基于近30年的教育经历，总结自身
从普通教师成长为名师的专业发展历
程，从内驱力、学习力、行动力、沟
通力、研究力、反思力等六个方面，
明晰了教师快速成长必备的专业素
养，剖析了教师如何从平凡走向优
秀，从优秀走向卓越。

细读这本书，与其说是在学习，
不如说是在享受，罗树庚老师用流畅
的笔触、朴实的语言、生动的案例，
分享了他的成长智慧；寻到了一线教
师启动专业发展内驱力、有效反思、
快速提升专业素养的策略。看完这本
书，我的心久久未能平静，一股从心
底发出的声音时时在脑海里旋转：把
握成长的六把钥匙，像罗树庚那样不
甘平凡、不放弃成长。

教师成长来自内驱力。“我们每天
经常是按部就班地工作着、生活着，
从来不问自己，我这一生到底要干什
么？我的理想是什么？我有哪些目
标？”有无明确的目标，人的精神状态
完全不一样。昔日的自己，遇到问题
胆怯、遇到挫折迷惘。于是过去的生
活有的碌碌无为，有的往事如烟。通
过此番心灵的洗礼，我不会再遇到问
题而胆怯、遇到挫折而迷惘，会把这
些问题和挫折当作人生阅历的财富。
正如罗树庚老师说的“成功的道路是
由目标铺成的”，有了明确的目标，才
会有发展的方向，有方向才会获取自
信。正念坚固，净水无波，不随物
流，不为境转，耐得住寂寞，经得住

挫折。只要上路，就一定会赶上属于
自己的盛典。

教师成长来自学习力。罗树庚老
师告诉我们：读书是教师成长的不二
法门。教师是一个学习的职业。因为
教师是经师，是业师，更是人师。教
师不学习或者没有学习力就配不上教
师的称谓。教师是终身学习的人，学
习既是教师的工作方式，也是教师的
生活方式，是教师生命的存在。教师
的生命史就是一部阅读史。是的，教
师生涯，最终靠的是自己的底蕴。唯
有经过书卷的浸润，才有可能超越自
我、发展自我。“一桶水”总有耗尽
的时候，一支“蜡炬”总有燃尽的时
候，不阅读，又去哪里寻找“活水的源
头”呢？当今世界瞬息万变，不读书什
么时候落伍了都不知道。只有与书不
离不弃，才能与时偕行。

教师成长来自行动力。有专家认
为：一个人的成功，30%靠战略，30%靠
运气，另外 40%靠的是行动力。也有
专家认为：三分战略，七分执行。不管
哪种说法，都是把行动力摆在了比较重
要的位置。罗树庚老师用“集中火力烧
开一壶水”“模仿，不是一件丢人的事”

“留心收集学生的思绪火花”“同一教
案，两样课”这些策略，让你领悟到一个
人即使把目标定得再高，措施计划订
得再好，如果没有具体落实到行动
上，所制订的措施计划就无法执行到
位，所定的目标就根本无法实现。

教师成长来自沟通力。“石油大
王”洛克菲勒在他的事业达到巅峰的
时候，曾这样说：“假如沟通力也是糖
或咖啡一样的商品的话，我愿意付出

比任何东西都珍贵的价格来购买这种
能力。”沟通是获取信息的手段，交流
思想、分享感情的工具，是满足需求
维持心理平衡的重要因素，是减少冲
突改善关系的有效途径，是促进目标
实现的必经之路。教师在实际工作
中，要与上级领导、家长、学生打交
道，常常会遇到一些难题，要解决这
些矛盾和问题，就必须进行沟通协
调。因此，能否具有较强的沟通能力
和协调能力，对于教育工作的顺利开
展有着直接影响。罗树庚老师用“不
要把认知冲突上升为情感冲突”“恭喜
你，遇到棘手的问题”等 9 个策略表
明：有效沟通成就魅力教师。

教师成长来自研究力。教师是基
于研究的职业，课题驱动，行动研究
是教师自我发展、自我提高的基本方
法。教师职业化要求我们必须研究教
育，必须由“教书匠”向科研型教师
转变。在“做一名善于教育观察的老
师”“留痕，让你与众不同”“要多一
些实证研究”中，罗树庚老师提醒我
们，教师要视自己为教育教学的研究
员，而不是执行教材的工作者，把教学
过程做成一个观察、思考、改进、创生
过程。凡是感到自己是一个研究者的
教师，则最有可能变成教育工作的能
手。

教师成长来自反思力。反思即自
我比较，是对自己言行的追溯性思
考，即所谓“切己体察”。反思在于发
现问题，明辨事理人伦，提升自我修
养，完善自我为人、为事、为学之
道。“我们的教师中，勤奋的教师很
多，他们起早贪黑、上课、批改作
业、辅导学生，整天忙得连轴转。宁愿
岁月淹没在仿佛很有价值的忙碌之中，
却不情愿拿出时间思考，以至于实践上
很少有突破。”这是一句多么贴心而又
引发深刻反思的话。罗树庚老师用“抓
住灵感”“学会系统思考”“信息时代，守
住我们的注意力”告诉我们：教学随笔
与反思是我们逐渐成长的台阶，一步一
台阶的积累方可攀上理想中的高峰；教
学反思可以促进我们教学的欲望，从
而促使我们自己拜师学艺、书海寻
路；学习反思的过程就是我们教师人
生不断成长与进步的过程。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
区实验学校）

教师成长的六把钥匙
陆青春

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这
么一段话：一个好老师意味着什么？
首先意味着他是个热爱孩子的人，感
到跟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相信每个
孩子都能成为一个好人。善于跟他们
交朋友，关心孩子的快乐和悲伤，了
解孩子的心灵，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
曾是个孩子。

“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
子”，提醒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
有一颗童心。教师是成人世界里派往
儿童世界的文化使者。这就意味着作
为成年人的教师，不能用成年人的思
维和意识去面对每个儿童和他们的世
界，而应该拥有一颗童心。如果没有
童心，没有儿童本位立场、儿童文化
意识，我们有些教育活动只会对孩子
带来伤害。记得有这样一个教例：在
我国某特区，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孩子
写了一篇作文，文章说到全家合力捕
捉一个老鼠的事。孩子写道：在爷爷
奶奶爸爸妈妈的合围下，老鼠东窜西
跳，眼看走投无路，一头撞到墙上，
然后四脚朝天，不省“鼠”事。老师
在“不省鼠事”这个词的下面用红笔
批注：没有“不省鼠事”这个词，只
有不省人事！家长看到老师的批注后
不乐意了，将此事投诸报端，引发一
场小争论。是“不省鼠事”好还是不
省人事好？如果怀揣童心，联系文章
场景，立足儿童文化，不言自明。作
为教师，看到学生创造性地使用语言
文字，应该大大地表扬鼓励才对，可
为什么这位老师会出现这样的判断
呢？所以，拥有一颗童心，从儿童本
位出发，尊重儿童文化，应该是教师
的基本职业素养。

“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
子”，提醒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
有一颗爱心。著名文学家、教育家夏
丏尊曾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就成了
无水的池，任你四方形也罢，圆形也
罢，总逃不出一个空虚。情和爱在教
师育人过程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是任何现代技术手段也无法替代的。
面对天真活泼、笑脸如花的孩子，我
们应该倾注情爱。乌克兰教育家阿莫
纳什维利说，谁喜欢孩子们一天到晚
叽叽喳喳不停的叫声，谁就具备了成

为一个优秀教师的基本条件。我国当
代著名的教育家斯霞，一生钟爱教
育、热爱学生。当有人问她是如何对
待工作时，斯霞老师平静地说：我一
走进学校、走进教室，面对孩子我脑
海里立马浮现出两句话“假如是我的
孩子，假如我是孩子。”不久前去世
的名师于永正老师也曾说，最好的老
师就是最后把自己教成一个学生。斯
霞、于永正老师的话和苏霍姆林斯基
的话有异曲同工之妙。

“时刻都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
子”，提醒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
有一颗平常心。孩子们处在发育成长
期，他们的心智、情感都不成熟，说
错话、做错事，是他们的生活常态。
作为教师，面对这个错，是大惊小
怪、锱铢必较、每错责备，还是心平
气和、将心比心、循循善诱呢？这就
看我们的老师是否记得自己也曾是个
孩子，是否能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
做孩子的时候没有说过错话做过错事
吗？想想自己的童年，谁都有一箩筐
糗事，可成年后回想起来，这里面的
很多糗事，变成了成长路上美好的回
忆。我国当代教育名家、“情境教
育”的创始人李吉林老师曾说，老师
应该是“长大的儿童”。李老师心里这
个长大的儿童，首先应该放下身段、俯
下身子，回到孩子时代去，和孩子一起
想、一起玩、一起学，这样你才可能走
进儿童。其次要用孩子喜欢的方式教
育孩子。可以用实物、案例、故事等形
式和孩子交流沟通。再其次要允许学
生试错，再从正面引领儿童。新西兰
教育学者约翰·哈蒂用了 15 年实证
研究表明：师生关系是影响教育的关
键因素。教师与学生建立起亲密无间
的关系，是使教育达到最佳效果的关
键条件之一。因此，怀揣一颗平常
心，和学生平等交流，构建起良好的
师生关系，是教育工作的出发点。

感谢苏霍姆林斯基为我们留下这
么丰厚的教育箴言，他是一部“活
的”教育学，他的有关好教师的提
醒，必将激发千千万万教育工作者砥
砺前行。

（作者单位：湖南省浏阳市教育局）

时刻不忘记自己也曾是个孩子
——品读苏霍姆林斯基

陈文

暑期阅读随笔集萃

这个暑假，我读了朱永新老师的
《中国新教育》一书。书中观点新颖，既
有理论的阐释，又有实践的底蕴，以解
决实际问题和丰富教师的生命为旨归。

这本书内在魅力来自三个方面：
其一是文中的观点，贴近一线教师的
生活，有对问题的深入剖析和解决问
题的方法指引；其二是我希望通过阅
读本书找到教师成长的“另一种可
能”；其三是我看到了教师对教育的信
仰，感受到了教师成长的力量。

当我读完此书后才明白，教育不
仅是学生成长与进步的过程，更应该
是教师成长与进步的过程，只有教师
成长了，学生才能成长。作为教师，
怎样才能成长与进步？关键在于专业
阅读和专业写作。

专业阅读——发现教育之亮光

专业阅读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基
石。朱永新老师发现：“阅读的关键人
物是教师。没有教师对阅读的热爱，
就很难点燃学生的阅读热情，没有师
生的共同阅读，就很难形成师生共同

的精神家园。”
“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则是依据

“教师专业阅读”建立起来的。读苏霍
姆林斯基的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我明白了“如果我想让自己每天的劳
动能够给自己带来乐趣，就得走上从
事一些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读
郭文红的 《发现班主任的智慧》，我懂
得了“把每个孩子放在心上的就是一
种人性的教育”；读王维审老师 《推开
教育的另一扇窗》，我发现了教育叙事
的故事，要以真实打动人，以朴素吸
引人，以沉静启发人⋯⋯在自己阅读
的同时，我与孩子们共同阅读了曹文
轩的 《草房子》、安徒生的 《安徒生童
话》、孙幼军的 《小布头奇遇记》、秦
文君的 《男生贾里全传》《女生贾梅全
传》 等童话故事，就这样，孩子们的
阅读兴趣被一一点燃了。

通过读书，我认识到，读书不是
为了功利，而是为了寻找教育的源头
活水，是为了生成新的教育智慧，是
为了把最新鲜的东西带进课堂，是为
了点燃学生的阅读热情，是为了构建

师生共同的精神家园，更是为了发现
教育之亮光。

专业写作——发现教育之美好

在大多数教师眼中，教师写作是
为评定职称而写，为发表文章而写，
为检查而写⋯⋯朱老师认为：“一个人
的专业写作史，就是他的教育史。教
师专业写作是为了服务于日常的教育
教学实践，促进学生以及自身的幸福
完整。”

我想通过日记、书信、便条等形
式，记录、反思日常教育教学和班级
管理，促进自身的自主成长。就像朱
老师一样，做一个行者、一个观察
者、一个思想者、一个实践者。

在真情的写作、专业的阅读、有
意思的班级管理中，我充分体验到教
育的有滋有味。师生“同读共写班级
故事”，我会每天按时读书、按时写发

“班级故事”。课堂上师生之间一次意
外的生成，课下孩子们之间的小误
会、小纠结，日常生活中对小小“事
故”的机智应对，我都会采用小故

事、纸条、小书信等方式给他们“写
作业”，让孩子们在读写的过程中受到
教育的启迪。

为收集素材，看到日常工作生活
中的现象，当有“事故”发生时，我
会持续追问：怎么处理会对孩子的成
长有积极影响？如何让孩子们在这件
事情中得到教育的智慧？我把这些瞬
间的想法用笔捕捉下来，回到办公室
第一时间通过文字“传达”给孩子
们，让他们受到不着痕迹的教育。

读着读着，就会发现教育之亮光，
写着写着，就会入道了：课上、课下的琐
事，同学、老师的“经典”动作，自
己、他人的不开心、麻烦事⋯⋯都成
了我们的写作素材，故事中有我和孩
子之间的师生情、有孩子之童趣、有
班级管理之智慧。

作为一名班主任，最大的幸福莫
过于陪孩子们一起成长。孩子们开始
一点一点向善向美，我眼中的教育变
得越发美好。

（作者单位：甘肃省宁县长庆桥镇
安河小学）

读与写：教师成长的“另一种可能”
栗勇

年 少 时 非 常 赏 识 《差 不 多 先
生》，却不知其作者是谁；读完 《读
书与胡说》 乃知作者是胡适先生，方
觉自己太孤陋寡闻矣。

关于读书，古今中外谈者众多，
见解芸芸。胡适有何妙解？

对于“要读何书”，因个人见解、个
性不同，个人所选只能代表个人的嗜
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胡适不谈。
对于“读书的功用”，读书是求知识，大
家都会说，胡适也不谈。对于“读书的
方法”，胡适则根据个人的经验，指出
读书有两个要素：“精”和“博”。

何谓“精”？胡适把人们常说的
读书“三到”发展为“四到”：眼
到、口到、心到、手到。

“眼到是要个个字认得，不可随
便放过。”胡适通过举例告诉我们，
无论中文还是英文阅读时眼睛要精
细，否则，贻害很大。民国军阀混战，
因“沁阳”“泌阳”不分，冯玉祥的军队
大败。“眼到”能养成“精细”的好习惯，
会养成不苟且的人格。

“口到是一句一句要念出来。”古
人讲究口到是要念到滚瓜烂熟。我们
虽不提倡背书，但对诗歌、精彩的文
章，还是要熟读。熟读的背后是语
感，是语言的积累。

“心到是每章每句每字意义如何，
何以如是？”胡适认为用心考究不是枯
坐冥想，而是要借助工具书和方法去考
究，字典、辞典、参考书等工具要完备。
胡适说，一本字典胜于请几个先生，这
种先生终身跟着你，终身享受不尽。“心
到”要会疑，不要怕疑难，只怕没有疑
难。宋儒张载说：“读书先要会疑。于
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他又说：“在可
疑而不疑者，不曾学。学则须疑。”他还
说：“学贵心悟，守旧无功。”

“手到就是要劳动你的贵手。”古
人讲“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书就要
动手，圈点批注画，标点分段，翻查
字典，做读书札记，都需要动手。

何谓“博”？胡适主张“博”有
两个意思：第一，为预备参考资料
计，不可不博。第二，为做一个有用
的人计，不可不博。理想中的学者，
既能博大，又能精深。博大是他的

“旁收博览”，精深是他的专门学问。

博大要几乎无所不知，精深要几乎唯
他独尊，无人能及。这样的学者，胡适
用埃及的金字塔作比喻，塔尖代表最
精深的专门学问，从此点依次递减，代
表那旁收博览的各种相关或不相关的
学问。塔底的面积代表博大的范围，精
深的造诣。因此，胡适把读书目标定
为：为学要如金字塔，要能广大要能高。

如今，人们急功近利，不耐心做塔
底，而是直奔塔尖，如此焉能做学问？

古代知识分子讲究做学问，治学
方法各异，但大多都脱离不了“格物
致知”以及穷究人生之理。现代人胡
适结合自己二三十年的研究生活，认
为无论什么科学，分析起来都只有一
个治学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扼
要地说就是“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
证”。这两句话最令后学者服膺。

胡适在文中举了自己写“ 《红楼
梦》 考证”的实例来说明，要大胆地
假设，还要小心地求证。假设人人能
提，最要紧的是能小心地求证；为了
小心求证，就必须“上穷碧落下黄
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傅斯年语）。

胡适认为，做学问光有方法是不
够的。有方法，还要有方法的自觉。
这个自觉就是指批评，自己批评自己，
自己检讨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纠正
自己的错误。时时刻刻自己检讨自
己，以养成做学问的良好习惯。

什么是好习惯？胡适认为 《宋人
笔 记》 中 “ 做 官 要 勤 、 谨 、 和 、
缓”，这四字不但是做官的秘诀，也
是良好的治学习惯。

“勤”，就是不躲懒，不偷懒。“谨”，
就是不苟且，不潦草，不马虎。谨也是

“敬”，就是“小心求证”的“小心”。“和”，
就是虚心，不武断，不固执己见，不动火
气。“缓”，就是叫你不着急，不要轻易发
表，不要轻易下结论。凡是证据不充分
或不满意的时候，姑且悬而不断；悬一
年两年都可以。悬不是不管，而是去找
材料。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二十年还
不肯发表，这就是“缓”。

在物欲横流、急功近利、拒绝读
书的当下，读一读胡适的文章，对那
些心里想着做点学问的人来说，无疑
是一种鼓励与鞭策。

（作者系天津市天津中学高级教师）

为学要如金字塔
吴奇

书，我一直在读，在淡淡地读着，忘记
了是什么时候开始，又不知道要读到何
时。读书在家，在图书馆、阅览室、书城、
书店，在茶楼、咖啡店、高铁车厢里、飞机
上，在湖岸幽静处、山弯小亭里，在北京图
书大厦、云南丽江古城、英国湖区、美国伊
犁湖畔、加拿大雪乡等地，我淡淡地读
着。我此生好像为书而生，伴书而长，好
些书好像为我而诞生。若真的给自己定
个位，我会欣然地写“读书人”。

我出版了 《教育原来如此美好》
等几部教育书，除了几十年的教育实
践外，就归因于读书了。古人云：“心
浮则气必躁，气躁则神难凝。”所谓

“神难凝”，引申来讲，就是做人不踏
实，做事不扎实，心猿意马，志大才
疏。读书能使人“心底无私天地宽”，
能使人“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
虑而后能得”。读书能使人弃浮躁而渐
踏实，弃喧嚣而渐宁静，弃浮华而渐
朴实，弃追风逐浪而渐渐独立思考，
弃贪图虚名而渐渐实事求是。教育人
尤其需要此理。

当校长20年，每次遇到困难时，我

都毫不犹豫地把自己交给书，“躲进小
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读着读
着，心静下来，办法就来了。

在读书特别是阅读自然科学之类
书籍时，像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真要有“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
人憔悴”的精神。读着读着，突然你
会发现“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觉。

夜静静的，妻儿睡得甜甜的，一
天劳顿下来，我又拿起化学书读起
来。碳之伟大在于它不仅是碳链主
体、有机物之脊梁，且能团结氧氢等
诸弟兄手拉手、肩并肩支承着我们的
躯体。化学反应那么遵守规则，每一
次反应成功都有平和的理由，无欺
诈，无霸王条款。读着，读着，我似
乎发现那里有自然界孕育人类的伟大
之爱。读了碳我好像才真正懂得什么
叫无为而治，我们应该珍惜这个爱，
爱物、爱大自然、爱自然科学、爱自
然科学书籍。

读孔子，你会悟到“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人能使道发扬光大，不是

道使人的才能扩大。道虽本然而存，
但要人去领悟，得道则能弘道，道要
人去得，把道弘扬出来。在孔子看
来，道是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
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道德规律，是事
物的当然之理、天地万物运行之则，
也是生命本体的自然规律。人通过实
践、体验、领悟而所得，才称之为
德。读孔子你会晓得，孔子是中国先
秦伟大的思想家，他的道德思想已经
深深积淀于中华民族人格之中，流淌
在每一个炎黄子孙的血脉里。读孔子
的书能跟孔子学道德之“道”。

读李白，你会知李白是位伟大的
浪漫主义诗人，他气概豪迈、感情奔
放、意气风发、幻想无边、强烈追求
个性解放、蔑视权贵、不崇拜偶像的
诗，使无数人欣赏。如 《庐山谣寄庐
侍御虚舟》 中“我本楚狂人，凤歌笑
孔丘”；《梦游天姥吟留别》 中的“安
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等。李白的《蜀道难》写得淋漓尽致，把
读者带进了祖国壮丽而险峻的山川之
中，把读者带进了神奇优美的神话世

界，让读者们仿佛也到了“难于上青天”
的蜀道之上了。李白真是笔落惊风雨，
诗成泣鬼神，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
俗之气。我劝你一读。

读书，你能发现真、善、美。读
书你会知道“万事万物”存在的“必
然规律”，你会知道思维的“逻辑”，你
会知道什么是“人类智慧之根”，你会
知道什么是“真理”。读书，使你遇到
困难时，仍会我自岿然不动，面对困
难你会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 越 ；你 会 有 万 水 千 山 只 等 闲 的 胸
怀；你会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气概；
你会领略无限风光在险峰；你会领悟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你会知道
多少事，从来急，一万年太久，只争朝
夕；你会懂得顺应自然，俏也不争春，只
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
笑便是你的潇洒自如。

书，要读，要淡淡地读，伴着一生去读。
银色满小楼，心静装九州。易经

牵童语，书解众人愁。
（作者单位：河南省郑州艾瑞德国际

学校）

读着读着办法就来了
包祥

美妙的暑假之旅已经结束，新的学期又悄悄来临。7月9日，《读书周刊》发出了“暑期阅读随笔”征稿启事，得到广大教师读者的积极响应，来稿不断。本
期我们从大量来稿中精选5篇集中刊发，以飨读者。感谢广大读者的踊跃参与，《读书周刊》永远是教师“自己的园地”。 ——编者

《教师如何快速成长》
罗树庚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