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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我出生于吉林省蛟河
县黄松甸乡前河村，19岁中师毕业
留校做行政工作。也许是受父亲当
过教师的影响，我的内心始终有一
个梦想——当一名好老师。

分配过程一波三折。直到
1986年10月26日，我到吉林市第
一实验小学报到，成为一名光荣的
人民教师。

由于分配太晚，我被安排在教
务处做了一年干事，随后教过语文、
音乐、数学、美术、思想品德等学
科。这样一干就是5年。1991年
冬天，我开始正式担任班主任并教
语文课，喜悦与紧迫感并存：我一定
要把失去的语文教学时间抢回来，
努力成为一名语文特级教师！

不满足于仅仅按教学参考书组
织教学，我利用一切时间努力学习，
大量阅读。几年下来，我记下了20
多万字的读书笔记、50多万字的文

摘卡片，听了校内外1000多节课，
写下了10余万字的教后记。在我
看来，向书本学，靠的是“勤劲儿”；
向实践学，靠的是“恒劲儿”；向名师
学，靠的是“赖劲儿”。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
出教育发展轨道应从“应试教育”转
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这一重要理
念让我更加坚定了对小学语文课堂
教学进行改革创新的想法。

1994年到2000年，我守住一个
78名学生的班级，从一年级一直教到
六年级，立足语文学科，边教学边探
索。植根于小学全年级教学实践，我首
次提出了语文教改的“三个超越”，即
学好教材，超越教材；立足课堂，超越
课堂；尊重教师，超越教师。从那时起，
我开始用“语文教学要着眼于人的发
展”的理念进行教学改革。

我努力引导孩子亲近母语，让

国学经典和当代儿童作品两座灯塔
照耀学生前行的路；努力将语文引
向自然、社会、生活，带领学生积极
投身社会实践，参加社会团体活动，
拓展生活领域和视野，启迪悟性、培
养灵性、开发潜力。

我深深感受到，实现“三个超
越”，就是师生超越自我能力、知识、
智慧的界限，从而实现自我创造、为
人生奠基的过程。

1997年，我成为吉林市最年轻
的特级教师。1999年，我进一步提出
语文教学的“三个超越”应该实现自
我超越，走向新的“高地”——主题教
学。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到革
命精神的塑造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培育，我积极呼吁培养有根的中国
人，努力实现语文立人的目标。

无问西东，只问初心。时至今
日，我在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的
工作岗位上，带领教师研究探索从
主题教学走向“成志教育”主题教
育，探索立德树人在小学的落地，
为党和国家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倾情奉献自己
的智慧与汗水。

（本报记者 余闯 采访整理）

清华大学附属小学校长窦桂梅：

从“三个超越”到主题教学
1987年夏，我考入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到了大
三，我第一次接触到量子力学，
微观世界的种种神秘现象使我对
量子产生了极大兴趣，也确立了
探究量子世界奥秘的奋斗目标。

1996年，我从中科大理论物
理专业硕士毕业后，留学奥地利
因斯布鲁克大学，师从量子实验
研究著名学者安东·塞林格攻读
博士学位。当时，正是量子信息
这门新兴科学开始蓬勃发展的年
月。我很快了解到，这门科学可
以在确保信息安全、提高运算速
度、提升测量精度等方面突破经
典技术的瓶颈，将带来极大应用
价值并具有重大科学意义。

在努力学习、掌握量子实验
技术的同时，我将目光投向了国
内，迫不及待希望祖国能很快跟
上这个新兴科技领域发展步伐，
在信息技术领域抓住这次赶超发

达国家并掌握主动权的机会。从
1998年开始，我每年都利用假期
回到中科大讲学，为我国在量子
信息领域发展提出建议，并带动
一批研究人员进入该领域。2001
年，我入选“中科院引进国外杰
出人才”，并获得了中科院知识创
新工程重要方向性项目支持，在
中科大组建了量子物理与量子信
息实验室。这个实验室以一批年
轻教师和学生为班底，朝气蓬
勃。短短几年，我们就产生了一
系列量子信息领域重要成果，赶
上了世界先进水平。

为 了 做 好 量 子 信 息 这 盘
“菜”，我们将不同学科背景的年
轻人一一送出国门，分布到德
国、英国、美国、瑞士、奥地利
等量子信息研究顶尖国际小组加
以锻炼。这些特意“放飞”国外
多年的年轻人后来都纷纷回归，
形成了一支优势互补、创新能力

强的团队。
经过10余年努力，我们已经

建立起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实
验研究平台，取得了多项国际领
先原创性成果，为我国在国际量
子科技版图上占据一席之地尽了
一份力量。特别是由于我国在量
子通信方面的技术积累已比较充
分，中科院迅速启动了量子科学
实验卫星先导专项，为我国实现
量子通信的国际引领占据了先
机。而当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
子号”的预定科学实验任务成功
完成后，众多西方国家主动请求
加入我国的量子卫星项目中开展
合作研究。

回首以往，我们应该感谢祖
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中所取
得的巨大成就，使我们有机会尽
情挥洒青春的激情和梦想，为国
家科技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我深刻地体会到，随着
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科技制度
的不断创新与完善，我国科技事
业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
我们科技工作者正处在一个不断
实现和超越梦想的光荣时代。
（本报记者 方梦宇 采访整理）

中科院院士、中科大常务副校长潘建伟：

做好量子信息这盘“菜”

1943年，我从西南联大化工系
毕业，不久后赴美留学，1947年获
得匹兹堡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
教。1948年，26岁的我开始担任
助理教授，一边授课，一边从事化
工热力学及蒸馏理论研究。

1950年8月，几经辗转我回到
祖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继续教学
科研工作。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放
弃美国那么好的工作生活条件选
择回国，其实想法很简单，“回来为
自己的国家做点事”。

回国后，我应邀到唐山工学院组
建化工系。高校院系调整时期，我被
安排到天津大学化工系工作。1955
年，国家科研事业如旭日东升，我们
当时瞄准我国核工业重水分离科学
难题进行攻关。那时，我国的第一座
原子反应堆就是重水反应堆，重水是
核工业发展必需的重要战略物资。

以前，我国所有重水都是进口，后来
由于国际关系突变，供给中断，反应
堆也面临停止运转的危险，开发自主
的重水生产技术成为当时的国家重
大急需。在天然水中，重水的含量只
有大概万分之一点五。如何将其提
纯到99.9%，并实现工业化生产，是
一项艰巨的挑战。

当时条件很艰苦，国内对重水
分离的研究还是空白，国外的研究
报道极少，一切完全靠自己动手探
索。我每天除了回家吃饭睡觉，其
他时间都在实验室。

1959年5月28日，周恩来总理
到天津大学视察，看了我们的实验
室。总理的一句话让我们始终牢
记，他说：“无论如何要争一口气，
不能让外国人卡脖子。”

为了“争一口气”，我们夜以继
日地攻关，搭实验装置，提出采用

多个精馏塔级联等多种新方法替
代传统的精馏方式。为了解决连
续性高质量生产重水问题，我们从
理论研究做起，研究重水浓缩过程
动态特性，从实验数据到理论模型
做了无数次实验，最终取得突破，
填补了该领域理论研究的空白。

后来经过小试和中试，1965年，
我国自主研发的重水生产工业技术
诞生，成功生产出了符合要求的重
水，解了国家燃眉之急。到上世纪
70年代，我国生产的重水完全实现
自给，还成为重要的重水出口国。

光搞科研，没有熟悉重水生产
技术的人才也不行。天津大学就
承担了培养重水生产技术人才的
任务，当时从相近专业抽调学生，
由我专门给他们授课。没有教科
书，我就自己编讲义，带着他们做
实验。我们那班的学生，后来都成
长为我国重水生产的技术专家。

我今年97岁了。我很高兴为
国家做了一点事情，事实证明当
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本报记者 陈欣然 通讯
员 赵习钧 采访整理）

中科院院士、天津大学教授余国琮：

破解新中国重水生产难题
“要注意启发引导，放手让学

生实践，不能迷信自己的讲解，
独占课堂教学时间。”我在一篇题
为《把语文课上得实惠一些，朴
实一些》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文
章完成于1965年，当时我36岁。

关于教师专业成长，我认为
教师在教育生命的成长中，要不
断寻求突破点，投入教育改革之
中，融入时代发展的洪流中。

在我刚踏上教师岗位的时候，
老师教学生听、单向传授式的“满
堂灌”教学还非常普遍。我发现自
己的课堂上存在同样问题，用一个
学生的话说，“老师的课很好听，老
师讲得很好，就是我们自己讲不
来、读不来”。

我有针对性地改变这种不讲
实效的形式主义做法，让学生课前
有所准备，讲课中给他们更多练习

的机会，特别是赶在学生之前先
背、先练，做到心中有数，从而向学
生提供更加具体的指导，增强授课
效果。从学生的需求出发进行练
习，学生的主动性能得到调动，逐
渐树立起信心。

我也是被“满堂灌”的教学方
法给“灌”出来的，但教师不能代替
学生学习。这就要在教学中不断
反思，改进教学方法，融入教育改
革大潮中。

大家都知道，我把“一辈子做
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当作毕生
追求。一辈子学做教师有两根支
柱，勤于学习和勇于实践，两者的
聚焦点就是不断反思。

当初走上讲堂，我曾面临口头
语言表达能力欠缺的困境。怎么
办？我想到用一种“笨办法”，把上
课的每句话写在纸上、背诵下来，

再加以口语化。每天上班走一刻
钟才到车站，这段时间我的脑子里
就像过电影，考虑怎么教学生吸
收、怎么让学生进入兴奋状态，教
完再写教后记。这样，我力求出口
成章，增强课堂感染力。

当今很多教师学历水平高，硕
士很常见，博士也日渐增多。我常
跟青年教师们说，学历水平不等于
岗位水平，在校园里学到的是一门
一门的课，是纵向的，而基础教育
要求有较强的综合能力。这就需
要青年教师在岗位上多锻炼，并接
受继续教育，把课上得学生愿意
听。

我认为，专业成长的一个重要
方法是写作，把教学实践中遇到的
经验和教训总结下来，在写作中看
到工作中的利弊得失，使教学思路
变得条理化，进而提炼思想。教学
中没有经验也有教训，教师需要有
一支灵动的笔，不断锤炼自己的思
想，把生命中最好的能量调动起
来，去感染学生、改进工作，实现
个人的专业成长。
（本报记者 董少校 采访整理）

首届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

不断寻求教育生命突破点

1953年，当时只有17岁的我，
响应“知识青年要到祖国最艰苦的
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的号召，毅然告别故乡南京，走出
南京师大校园，来到沂蒙革命老区
的山东省沂源县支教。当时已经
停课半年多的农村学校，因为我这
个“城里人”的到来，又来了38名学
生，重新开学。

从踏上村小讲台的第一天起，
看着学生们充满渴望的眼神，看着
村里连个会记工分的人都没有时，
我的心被刺痛了。“宁可一辈子留
在沂蒙山，也要让孩子们有学上！”
我暗下决心。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沂源办学
条件落后。没有教具怎么办？为上
好地理课，我借回南京探亲之际，专
门从商店买来篮球，取出球胆打满
气，做成一个纸壳地球仪胚。经过
十几道复杂的“工序”，一个神奇的

“地球仪”就诞生了，让连村子都没
出过的孩子们大开了眼界。

后来，我又陆续制作了算盘等
28种“土教具”，还让父母从南京寄
了一台收音机，和学生一起学习。国
家恢复高考后，我的许多学生榜上有
名。当时，临沂地区先后两次召开现
场会，推广我的教学和管理经验。

1982年秋，组织安排我到县城
薄弱学校城关二中（后改名为沂源
县实验中学）担任校长。这所学校
当时只招了两个班108名学生，平
均入学成绩只有28.5分，26人的数
学考了零分。

“手心手背都是肉。”在我看

来，转化一名后进生，与培养一
名优秀生同样重要。一开
学，我就住进学生宿舍，
与这些被另眼相看的
孩子朝夕相处。在
教学中，我和老师
们采取“小目标分
层推进法”，激励
学生通过一点点
进步，一步步靠近
优秀。一张张朴
素的奖状，让这些
经常遭受“白眼”的
孩子感受到了老师的
关爱和尊重，化作学习
的信心和动力。3 年
后，“一百单八将”的
平均成绩名列全县
第一。后来人民
日报专门刊登了
我们学校转变

“后进生”的经
验，还配发了评
论《校 长 是 关
键》。

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作为一名
普普通通的党员教
师、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
范，66年来，我个人累计捐款
122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2200余
名。我已深深地扎根这沂蒙革命老
区，深深地融入这美好的蒙山沂
水，永远和沂蒙老区人民在一起。

（本报记者 魏海政 特约通
讯员 尚峰 采访整理）

山东省沂源县实验中学原校长李振华：

自制“土教具”教好“后进生”
“为什么当年在农村学校搞语

文教学改革？其实就是为了
心中的那个梦！”初中

时，我读到陶渊明的
《桃花源记》，立刻

就被吸引住了。
我时常想：“什
么时候家乡的人
能像桃花源里的
人那样过上富
裕安乐、友善
和睦的日子呢？”

1979年，我
大学毕业后自愿

返 回 家 乡 任 教 。
1985 年，我在陶行

知思想影响下，在一所
村办中学——吉林省

榆树市秀水二中进
行了连续4轮长达
13年的“农村语
文教学为当地经
济 发 展 服 务 ”
教学改革实验。
我认识到，学生
素质提高了，农
村社会建设才有

希望。学生要学会
学习，离开学校能实

现自我发展。
广袤的农村社会就是一

个大学校、大课堂。在课堂上学
了新闻知识，我鼓励学生们到社
会上搜集素材，向报社、电台投
稿。学生掌握了应用文写法，我
动员他们用语文知识为家乡人民

服务，帮助乡亲拟合同、写书
信。当地遭受自然灾害了，我领
着学生去察看灾情，并以此内容
写作文，增强学生忧患意识，思
考将来如何建设家乡。每逢寒暑
假，我们开展“家乡建设小参
谋”语文实践活动，让学生以小
主人的眼光为家乡建设出力，增
强了社会责任感。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要形成
一种重要的能力——学以致用；
教师要致力培养学生的一种精神，
那就是科学探索的创造精神。农村
语文教学更要大气，不仅要关注语
文，也要关注其他学科。我尝试用
语文为其他学科的学用结合架起
桥梁，比如，学生在植物课中学到
了细胞液渗透现象，我让学生结合
他们的生产实践作文“化肥上多了
为什么会烧苗”，学生在作文中不
仅科学解释了烧苗原因，还推出合
理施肥的方法。

当时，也有人说我这样教语文
有点“不务正业”。我坚持认为，这
是语文教学义不容辞的责任。事实
证明，通过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
把知识同生产实践结合起来，培养
了应用能力、科学探索精神。

就这样，为了心中的那个
梦，我一直行走在农村语文教改
的前沿。农村学校必须摘下升学
教育的“近视镜”，换上素质教育
的高倍“望远镜”，从人的生存、
发展，从学生对社会作用的大视
野来思考改进教学。
（本报记者 赵准胜 采访整理）

全国优秀教师李元昌：

行走在农村语文教改前沿

新中国教育70年的发展，广大教师为之倾注了无数心血和汗水。一代代教师，他们的身上有着不同时代的印记。相同的
是，他们初心如一，默默奉献、潜心育人，与共和国共成长。本报寻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年代的6位优秀教师代表，请他
们讲述自己当年在教师岗位上的专业成长故事。 ——编者

余国琮余国琮

于漪于漪

李振华李振华

李元昌李元昌

窦桂梅窦桂梅

潘建伟潘建伟

深耕专业 痴心讲台育桃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