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汪瑞林 编辑：杜悦 设计：王星舟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13 邮箱:jybjiaoshi@vip.163.com

2018年10月23日 星期二

05课程周刊 教师成长·

自 1962 年大学毕业以来，我为
外语教育事业整整奋斗了 56 年。回
忆自己成长的历程，我的反思就是四
个字“求、学、练、干”。

“求”：为了梦想不懈追求

记得在小学写作文时，我的自选
题 目 就 是 “ 长 大 后 我 要 当 一 名 教
师”，当时教师是我最尊重的人。到
了初中，当教师的愿望更加强烈。在
家里，我经常模仿老师的口吻教育 5
个弟弟妹妹要听父母的话，听老师的
话，好好学习。

18 岁那年，因为家庭困难，上
不起高中，只好考取鞍山市一所中等
专业学校，学习耐火材料专业。在该
校 我 每 个 月 能 享 受 19 元 的 生 活 补
助。当时每个月的伙食费只需 8 元，
又免费住宿，每月除日常花费外，还
能省下2至3元给家里用。

一次偶然的机会，校长来到我们
宿舍，看到我正在用汉语拼音写日
记，他拿起我的日记本夸奖说：“哎
呀，你的外语太棒了，用外语写日记
的人，你是第一个呀。”三天后，主
任通知我，校长有意让我留校任教，
保送我到原冶金部直属的冶金学院外
语专业学习。我高兴极了。这样，我
阴差阳错地来到了北京，以“外语高
才生”的身份上了大学。

一上大学我才知道，我是班上基
础最差的，除了我之外，其余所有同
学都是经过选拔上来的俄语高才生。
我的起点是零。怎么办？卷起行李返
回吗？不！当教师的强烈愿望驱使我
不怕任何困难。我决心用几倍的时间
追上去。我每天早晨 6 点钟偷偷起
床，跑到校园远处高声朗读记单词，

背课文。当我回到宿舍时，同学们刚
刚起床。用了一年的时间，加上寒暑
假，我的俄语水平已达到中等程度，
而我自学的英语已远远超过了同学
们。

虽然在外语知识上有了长足的进
步，但作为教师，我还是无知的。毕
业前夕是两个月的教学实习。我们当
时的实习地点是北京一所石油地质学
校。我知道自己底子薄，白天听课写
教案，夜里背诵教案。早晨早早起
床，面对学校远处的高粱地讲起课
来。小风一吹，高粱叶子微微抖动，
我就用俄语说“安静了”。多次练一
节课，但还是胜任不了，终生难忘的
第一节课出了丑。当时中专两节课连
上，我自以为准备得十分充分，上课
时却慌了神，不知手脚往何处放，擦
完黑板就找不到黑板擦了。面对听课
指导教师和外教，我满头大汗找黑板
擦，结果发现我把它放到裤兜里了。
100 分钟的课只上了 80 分钟，剩下
20 分钟我没有可讲的了。下课后，
到了办公室我大哭起来。

梦想会产生巨大的精神力量，第
一次上课的失败并没有吓倒我，我没
有灰心丧气，决心上好第二次、第三
次课。真是课上一分钟，课下十分功
啊。“失败是成功之母”，经过多次苦
练，我的实习课终于得了“优”的成
绩。

“学”：永远保持空杯心态

基础知识从零学起，教学经验从
零开始，这就是我刚当教师时的真实
写照。

我理解的空杯心态就是随时对自
己拥有的知识和能力进行重整，给新
知识、新能力的进入留出空间，让自
己的知识与能力总是最新的，永远不
自满，永远在学习。

20 世纪 60 年代初，正逢三年困
难时期，我大学毕业时分配工作遇到
了困难。我们 30 多人的师资班，除
我一人专业对口分配到北京育才学校
担任初一俄语教师外，其他人都分配
到了小学，改教语文、数学课。但好
景不长，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俄语
很快淡出了外语课。怎么办？我又一
次面临着严峻考验。当时，上级征求
我意见，让我回到工厂当耐火材料的
技术员。我断然决定改教英语！还是
当老师！

俄语教师改教英语，谈何容易。
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字“学”。大学
期间我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学习，有
一定基础。我变卖了从鞍山带来的一
套 《辞海》，买了手摇式唱机，又买
了英语教学唱片，节假日独自一人在
办公室里高声朗读、背诵、阅读英美
原著。

1965 年，我终于当上了英语教
师，实现了我职业生涯的一次飞跃。
我又考取了业余大学的英语系，努力
为自己打下坚实的基础。

当时我所在的学校已不是重点中
学了，而是北京市“最差”的三类学
校。领导又让我教两个“品学兼差”
的班。开始时，我连课堂秩序都维持
不了，何况教学。我整天忙于补课，
任我出汗流泪学生还是学不会，真是

“毁人不倦”啊。学生见到我就害
怕，怕我给他们补课。

一次开家长会，一个家长站起来
说：“马老师，我的孩子语文、数学
小学就不及格，到了初中还不及格，
我理解。但英语从零学起，三个月怎
么就不及格了？”我听了后脸红了。

“没有落后的学生，只有落后的老
师。”我豁然开朗。第二天我把手表
卖了，买了辆没有挡泥板的破自行
车，开始我的学习旅程。我骑着车，
跑遍了北京城，到处请教名师。几个

月的学习后，我终于知道怎样教英语
了！

我先总结了音标教学法，一周之
内就教会学生独立拼读单词和预习单
词。由于学生尝到了易学的甜头，学
习积极性空前高涨。经过半年多的努
力，基本上消灭了两极分化，学生们
高兴了，师生关系改善了。

2005 年春节，我回家时见到门
把手上挂着一条大鲤鱼，上面贴个纸
条写着：“马老师，来看您，您不在，略
表心意。您 40 年前的学生⋯⋯”我
想起来了，这个学生当时语文、数学
都不及格，英语成绩 85 分以上，他
说英语最好学。

在多年的中学英语教学过程中，
我边教边学，认识到学生的“落后”
具有暂时性和阶段性，没有一成不变
的差生。

“练”：勇于实践熟能生巧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英语教学实践
中，我失败过，也成功过，一点一点
逐渐领悟到教学规律的真谛。我一边
实践，一边学习国内外的教育学、心
理学，努力摸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学
方法。经过多年的小学英语教学实
践，我总结出“直呼式韵律英语教学
法”；根据多年的中学教学经验，我
总结出“字母、音素、音标三位一体
教学法”和“词汇、语法、阅读三位
一体教学法”。

半个多世纪，我讲过中小学英语
课程 2.5 万课时，教过大学英语精
读、泛读、语法、教法 18 年，常常
是每周 16 节课；应邀赴全国各地讲
学近 3000 场，培训教师 30 余万人
次，走遍了祖国大江南北。

由于我熟悉小学、初中、高中各
套教材，所以我在讲教学法过程中可
随机应变，现场讲课不需要任何预先

准备。有一次在河南某地培训教师
时，原来计划上小学三年级现场课，
由于通知错误，来了五年级的学生，
我准备了 5 分钟，就开始教课，达到
了预期效果。

我的原则是决不闭门造车，凡是
我没有教学实践的学段，我决不编写
该学段的教材。同时努力做到，将教
法、学法编进教材，使教法、学法和
教学内容融为一体，让学生感到易
学、乐学、速学、会学、智学，让教
师感到易教、乐教、速教、会教和智
教。

1992 年 12 月 ， 我 退 休 的 第 二
天，就创办了北京市现代教学研究
所，几年后又创建了北京马承英语教
学法研究中心，从事民办教育。

“干”:在工作中活两辈子

我常想，国家 16 年培养一个大
学毕业生，工作 30 年就退休，太浪
费人才了。我认为一个人生命的长
短，在于你活着的时候是否充实。当
然，人们的惯性思维是：大学毕业工
作 30 年退休就算活了一辈子。我不
那么想。我想我至少要活两辈子。从
1962 年到 1992 年我正好工作 30 年，
完成了“一辈子”的指标；从 1992
年到现在我又工作了 26 年，再过几
年又一个 30 年过去了，这不是工作

“两辈子”了吗？
面对“两辈子”的工作目标，我

并不觉得老，我觉得现在是我人生的
“第二春”，78 岁的我现在仍保持着
年轻时的状态，坚持早起，锻炼身
体，和年轻人一样热情工作。“工作
养生”是我的口头禅，我愿将我的一
生献给祖国的外语教育事业。

（作者系中国教育国际教育交流
协会未来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顾问、
英语一体化学习研究院院长）

一辈子从教只为四个字
马承

近年来，中小学古诗词教学越来
越受重视。作为语文常态课，该如何
结合学生实际制定教学目标，如何落
实 《课程标准》 中倡导的学习方式，
构建开放而有活力的课堂呢？下面以
本人执教的 《古诗词三首》 为例进行
分析。

根据学情调整教学目标

此课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四年级下
册第一单元第一课，由 《独坐敬亭
山》《望洞庭》《忆江南》 三首古诗词
组成。《课程标准》 在第二学段的阅
读教学中明确指出，阅读教学的根本
目标，就是把握课文内容，体会作者
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除了依据课标
的要求，每一节课的具体教学目标，
还要依据教材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而
定。

本课的教学用书中指出，选编
这三首古诗词的目的，在于使学生
通过对诗词的诵读和欣赏，感受南
方的自然风光之美；体验诗人的思
想感情，同时积累古诗词名句，增强

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情，增加文
化积淀。笔者据此把本文的教学重点
放在了品味诗句、指导背诵、积累语
言上。

这三首诗词中的 《望洞庭》《忆
江南》 都在 《课程标准》 小学优秀诗
文背诵推荐篇目中，《独坐敬亭山》
也为大众所熟知。笔者所任教班级的
学生在低年级时就能熟背这三首诗
词，并对诗词的大意和作者的写作背
景有所了解。

同时，因为班级学生长期坚持大
量课外阅读，诗中的生字对他们来讲
也早已掌握。因此，《教师教学用
书》 中所指的“认识生字，背诵古
诗，了解大意”已经不能作为本文的
教学目标。根据班级的实际情况，我
重新确定了教学目标：

其一，帮助学生通过赏析古诗词
中的关键字词，感受诗词大意，深入
体会诗人的思想感情。其二，指导学
生掌握一定的学习方法，积累古诗词
名句，增强对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之
情，增加传统文化的积淀。

由此看来，教学目标要以学定
教，以学生的实际情况为指向进行适
当和必要的调整，而不能拘泥于 《教
师教学用书》 中的预定设计。

学习方法指导重在迁移应
用能力

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学生
在阅读中能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
启迪，享受审美乐趣。教师要珍视学
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同时，

《课程标准》 也指出这种行为能力的
培养，离不开教师对学生阅读方法的
指导、引领和点拨。学生是否能够从
教师设计的课堂学习活动中得到学习
方法并能够在此后的其他学习中迁移
应用，是衡量教学成效的一条重要标
准。

以本课为例，三首古诗词虽然写
的都是祖国山河美景，但是因为诗的
写作背景不同，所反映出来的情感也
不尽相同。

李白写作 《独坐敬亭山》 时已被
迫离开长安 10 年，漂泊的生活使诗
人饱尝了人间的辛酸，倍生孤寂之
感。在教学时，笔者设计了围绕诗中
的关键字来体会诗人情感的学习策
略。在学生读完诗并且了解古诗大意
的基础上，师生展开对话。接着笔者
请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深入研读
古诗，看诗文中的哪些字词体现了

“孤独”的意境。同学们兴趣盎然，

抓住“尽”“孤云”“独去”“闲”“只
有”等词句来谈，达到了预期的教学
效果。

《望洞庭》 是刘禹锡被贬逐时的
诗作，其间他曾六次经过洞庭湖。
在讲解了诗人的写作背景之后，教
师请学生说说，读这首诗是不是也
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孤寂之感？学生发
言说，没有感受到这种情感，反而感
悟到诗人在描写洞庭美景的同时，展
现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豁达
之情。

经过讨论，学生们觉得“望”是
这首诗的关键字。根据 《独坐敬亭
山》 的学习方法，他们再一次深入研
读诗歌文本，在诗句中寻找关键字

“望”字所呈现的意境。
经过两首诗的学习，大多数学

生掌握了抓住古诗中的关键字来体
会作者的情感这种学习方法。接下
来笔者请学生自主运用这种方法来
学习 《忆江南》 一词。多数学生经
过研读发现，这首词的关键字和前
两首不同，不在题目，而在词中。
他们认为“谙”字体现了白居易对
江南的熟悉，他们围绕“熟悉”阐述
自己的理解，深切感受到白居易对江
南的热爱之情。

课内学习带动课内外延伸
阅读

优 秀 古 诗 文 言 简 意 骇 ， 字 字 珠
玑，往往诗词中的某一个字就会把诗
的意境全都表达出来。从关键字入手
分析诗文的方法，不仅可以运用在我
们的课堂学习中，也可以运用到平时
的诗文诵读中。

在学习完这三首古诗词后，学生
们自发地找到了 《忆江南》 的其他两
首词进行研读。他们发现这个“谙”
所蕴含的熟悉怀旧之意，不仅体现在
课文中，在其他两首词中也体现得很
到位。

接着学生们展开了寻找古诗词关键
字的活动。例如，《江畔独步寻花》 中
的“满”，《枫桥夜泊》 中的“愁”，《江
雪》 中的“独”⋯⋯

他们甚至把这种学习方法迁移到现
代文的学习。比如在学习 《自然之道》
时，学生抓住了“道”字来谈。文章中

“我们”责问向导时的“道”是什么？
向导的“道”是什么？大自然的“道”
又是什么？由此较为深刻地体会了文章
的精髓。

（作者系广东省中山市小榄广源学
校校长）

语文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会方法迁移

古诗词学习也能举一反三
韦银好

一个下午，校长在全体教师会上分
享了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是张丽钧，
也是本市一所中学的校长。

张校长的文章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故
事。许多年前，她接替别人当班主任。
班里有一个顽固不化的学生，竟然把风
油精涂到眼睛里装作流眼泪来博得同
情，妄图获得准假，可最终还是被细心
的她识破了。当时，她气不打一处来，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这个学生一顿猛
批，后来又责令其写检讨、请家长、在
班会上检查反省，所有想到的招数都用
尽后，终于算是灭了这个学生的嚣张气
焰。毕业后，班级年年聚会，可却从没
再见过这个学生。她以为该生记仇不愿
意来，可真相却是这个学生在一次劝架
中被意外刺中要害，不治身亡！张校长
得知后极为震惊，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
自责之中，她说：“我永远丧失了对那
个顽劣男孩微笑一下的机缘。”

听到这里，我的心突然咯噔一下，
继而仿佛看见一个孤僻寡言的男孩缓缓
向我走来。如果没听到这个似曾相识的
故事，或许自己还一直活在既定的认知
之中。

10 年前的冬天，我接替生病的常
老师成为高二 （6） 班的班主任。从一
名科任老师转变为班级的主要管理者，
我的心态可谓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生怕因哪些地方想得不周、做得不到而
出问题。

一次月假结束，全班学生都返校
了，唯独小李同学的座位空着，我拨通
他家的电话，却只听见嘟嘟声，打了无
数次都没人接。他家离学校很远，班里
又不能没人看管，于是我打算再等等，
没想到一晚上都杳无音信。第二天早
晨，他还是没有来，打电话还是没人
接，我向学校汇报了情况，立刻前去家
访。原来，返校那天下午，他离家之前
偷偷将电话线拔掉了，然后朝着与学校
相反的方向出发了。

过了一天，终于找到了小李。那天
上午，他的家人来到学校，反复恳求我
网开一面，不要因为旷课处罚他，让他
留下来继续在我的班级学习⋯⋯看着他
们渴求的眼神，我一度心软，可最终还
是屈从了周围师生反对的声音，很多人
说这个学生好惹事、难管理，甚至有人
说：“他就是一颗随时引爆的炸弹，你
还敢要！”从此，这个孤僻寡言的男孩
在我的班级消失了，同时也消除了一个
巨大的安全隐患，减轻了管理的麻烦和
负担。我甚至感觉，班主任工作由此也
逐渐顺手起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学生现在身
在何处，过得怎么样呢？如果不出意
外，他也该娶妻生子，孩子都会满地跑
了吧？如果有一天不期而遇，我是否还
能认出他，他是否会主动向我打个招
呼，甚至叫一声老师？我当初的拒绝很
可能影响了他的生活，谁能肯定当初的
拒绝不带有负面影响？我一边感受着张
校长的忏悔，一边禁不住胡思乱想，眼
睛竟不由自主地溢满泪水。

“捣蛋、装假、扯谎，这些问题若
放在一个成年人身上，我们可以对其进
行道德审判；然而，对一个成长中的少
年而言，这些都可以被视为成长病，就
像青少年的生长痛一样，它是一种假性
病。”张校长的话告诉我们，学生正处
在心智成长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很正常，我们做教育的目的就是帮助他
们端正认识、改掉毛病、健康成长。如
果班里都是规规矩矩、勤勉向上的学
生，教育还有何用？我们不仅不能嫌弃

“问题学生”，更应该怀有十分的热心和
耐心去好好教育，切不能简单思维、意
气用事，将冷冰冰的管理代替有温度的
教育。

王晓春老师说过：“学校的一切管
理措施，都应该为了学生的发展，而不
是只为了管理者管理的方便。”同样，
班主任工作也应该为了学生的发展，而
不是只为了自身管理的方便。立足于学
生，既是教育的本质要求，也是管理的
基本准则。班主任工作既要呈现约束力
的一面，又要有治愈力的一面，让管理
通向教育，而不能害怕麻烦和问题，止
步于管住学生。虽然在重复琐碎的班主
任工作中，我们有时会萌生职业倦怠，
遇到外界压力也会发出许多无奈的感
慨，但作为班主任，一定要辩证认识管
理，千万别让所谓的管理夺走了教育的
初心。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今天，我
想，我拿出的任何一个解决方案都会令
先前的解决方案黯然失色。”是的，如
果再回到那个上午，我将把他留下来，
每天给他一个微笑和关注的眼神，约他
和同学们一起打球，课上鼓励他读一段
课文或者回答一个问题，班会上肯定他
的每一点进步和改变⋯⋯

（作者单位：河北省唐山市第二十
三中学）

班级管理：
看似成功的“败笔”

王占明

⦾⦾现身说教

⦾⦾班主任工作坊

今年 49 岁的张家嵩，是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兴隆乡菱角
民族小学的一名教师。1993年8月，他在一次家访中不慎摔伤
导致下肢截瘫，从那以后，张老师只能在妻子的帮助下，以轮
椅为“腿”开展教学工作。

“上课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每天我最期待的就是和学生相
处的时间。”张家嵩说，伤残之后，是孩子们对知识渴求的眼
神支撑自己走过来的，是学生在“推着”自己的轮椅向前。二
十多年来，坐在轮椅上的张家嵩凭借对学生、对教育事业的热
爱，在妻子的理解与帮助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始
终没有离开他眷恋的三尺讲台。

图为张家嵩为学生进行课后辅导。
新华社发 （罗大富 摄）

“轮椅教师”的校园生活

⦾⦾名师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