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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被人们誉之为“现代私塾” 的教育机构；

这是一种全新的个性化教育方式，被人们称之为“

1

对
1

”；

这是一个由众多有着教育抱负的教师组成的一个
特殊群体；

他们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因材施教， 以生为本，

尊重教育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不断摸索每个孩
子独一无二的特点， 对症下药， 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
的教育， 帮助众多迷茫中的孩子找回了自己， 实现了
梦想。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 他们究竟在如何教育

孩子？ 从他们日常的这些教育教学故事中， 我们能否发现
一些藏在个性化教育背后的新理念、 新思维？ 为此， 在教
师节这一天， 我们特从萧斌臣《寻找失落的钥匙———中国
个性化教育全景报告》 一书中， 截取了几个关于学大教师
日常教育教学的代表性案例， 以飨读者。

“让学生信任崇拜你， 老师就成功了一半”

心理咨询师宋娜曾接待过一个高一女孩张
冰。 到学大的第一个星期，任课老师说，这孩子
心事重，建议安排心理老师咨询。第一眼看到张
冰，综合学管师的介绍，宋娜认为，这孩子的问
题，可能是出在感情上。

看到张冰的满脸的不信任，宋娜决定先努力
和孩子建立信任关系，让她自己打开心门……

她们开始天马行空地聊天， 话题都是青春
少女感兴趣的话题：时装饰品，化妆品，明星趣
事，网上的“开心农场”，种菜，偷菜……

第二次，还是聊天。 女孩说：“宋姐姐，我发
现你好漂亮，气质好好哦！你有什么保养的秘诀
吗？ ”宋娜说：“我的秘诀就是快乐！ 每天让自己
乐呵呵的，其实快乐是会调节人的内分泌的，内
分泌正常了，人就自然漂亮了。 ”

第三次再见到宋娜时， 张冰说：“我昨天回
去找到了许多快乐，比如，我翻到一张小孩的照
片，光着头，坐在地上傻笑，我就问我妈，这光头
太逗了，这是谁家的孩子？ 我妈说：‘傻丫头，这
是你啊！’我觉得太逗了。这个光头小子，怎么会
是我呢？ ”

……

第六次，张冰再见到宋娜时，话像开闸的洪
水。 她告诉宋娜，考上高一后，她暗暗喜欢上同
班一个男孩，个子很高，成绩好，足球也踢得好，

一开始她只是看他顺眼，觉得这男孩很阳光，很
帅气的。 慢慢地，就开始被他吸引，上课忍不住
总向他座位方向看。

高一下学期的那年春天， 学校组织同学到
城外植树。 那天，在分组时，张冰和那个男孩分
在一组！

当晚，张冰有些失眠。 她觉得，要告诉这个
男孩她很喜欢他，而且是好久以来就喜欢他。第
二天早晨，张冰早早到了校门口，等到那男孩，

慌慌张张把写好的信塞到男孩手里， 然后快速
跑回教室。

中午课间休息，班长说班主任老师找张冰。

赶到班主任办公室后，班主任（是个
40

多岁的女

老师）拉开抽屉，拿出一件东西，张冰一看，脸顿
时煞白，大脑一片空白，两只耳朵嗡嗡作响……

老师对她说了很多话， 张冰一句也没有听
见，只有最后一句话，她听明白了：“真是的！ 哪
有女孩主动向男孩表白的啊？ ”

张冰又气又羞，回到教室后，她感觉全班同
学看她的眼神都变得怪模怪样的。 下午第一节
课的预备铃声响起时，张冰提着书包，捂着脸，

冲出了校园……

张冰诉说的整个过程中， 宋娜看到女孩的
身体一直在发抖，宋娜就一直握着她的手，给她
递面巾纸，拍着她的肩说：“你终于说出来了，说
出来就好！ ”

宋娜说：“桃的滋味是美好的、甜蜜的，但是
青涩的、没有成熟的桃，就又苦又涩，这就和爱
情很相似。你们现在是学习、读书、长知识、储备
能量的时候，这个年龄，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去驾
驭不期而至的‘爱’。像你的冲动，还有那个男孩
的张惶失措，都是青涩的表现……”

张冰低着头不说话。 宋娜接着说： “我相
信， 在这件事中， 被伤害的不止你一个， 也包
括那个男孩。 他可能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事，

不知该如何处理， 在很茫然的情况下， 才把信
交给老师。 这说明这个男孩的心智还没有成
熟， 还没有到可以承受爱的责任的年龄。 随着
年龄增长， 这个男孩会为这次的举措后悔， 甚
至永远忏悔……也许那个时候， 你早就把这个
风波忘得一干二净了……”

张冰说：“我们班主任说， 居然女追男，宋
姐，这是很丢人的事吧？ ”宋娜笑了“怎么会呢？

在成熟的年龄，发现心仪的异性，男追女，女追
男，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不过，我们是女孩
子嘛，也应该有点矜持嘛；让男孩围着我们转的
感觉不挺好吗？ ”

张冰笑了。

最后，宋娜给了张冰一些建议：第一，回学
校去上课，最好还是原校、原班；第二，如果你觉
得心里还不踏实，可以申请换一个班级。

两天后，宋娜接到张冰从学校打来的电话：

“宋姐，我已经回学校上课了，还是原来那个班，

我觉得我现在很好！ 很坦然！ 谢谢宋姐，是你帮
我长大了！ ”

9

月
7

日， 学大教育精英表彰大会在上海隆重召开。 此次表彰大会主要对一年来在“个性化教育” 教学岗位上作出突出贡献的个性化教师进行表彰， 他们爱岗敬业、 忠于职守、 兢兢业业、

开拓创新、 奋战在一线， 取得了优异的教学成绩， 拥有独特的教学见解， 备受家长和学生好评。 正是在许许多多个性化教师的努力下， 才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个性化教育领域的辉煌和奇迹！

今天， 他们享受桂冠上的荣光

梁永桃：

广州学大教育荔
湾校区数学个性化辅
导教师， 教学教育深
受学生和家长喜爱，

成为许多老师争相学
习的优秀教师， 多次
被评为“优秀教师”、

“优秀班主任”， 并在
市级“说课比赛” 中
获奖。

李海霞：

北京学大教育
通州校区英语个性
化辅导教师， 市级
优秀教师， 能一针
见血抓住学生薄弱
点， 个性化教育的
独创方法是， “先
给个甜枣， 再用
‘鞭子抽’”。

周化彩：

南京学大
教育南大校区
初中语文个性
化辅导老师，

擅长以语文学
科自身的人文
性和趣味性吸
引学生学习兴
趣。

王旭：

青岛学大教
育香港中路校区
高中数学组组长，

擅于抓住不同类
型学生的特点，

运用丰富多彩的
教学手段施教。

刘云彩：

上海学大教
育陆家嘴校区高
中语文个性化辅
导教师， 在语文
组内起到了学科
带头人的作用，

多次获得“优秀
教师”、 “骨干教
师” 、 “特殊贡
献” 教师殊荣。

他们用“爱”与“尊重”赢得了深深敬意
———走近学大个性化教师群体

与公办学校不同， 包括民办学校、 校
外培训机构在内的民间教育机构， 由于天
生就具有创新的秉性， 因而其最大的比较
优势在于， 具有无限的创新空间。 这种特
性决定了我们可以在遵循国家教育方针的
前提下， 既能实施各种各样的教育教学创
新实验， 还能在日常实践中去不断检验各
种创新实验成果。

这些年，处身教育行业，我们不断思考
“教育是什么”等本质问题。 事实上，我们认
为，教育的本质，就是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发
展，使人成为真正的人。即，教育不仅要使教
育者掌握现实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

更要使受教育者获得人格的完善发展，为他
们奠定乐观积极地挑战生命历程的基础。教
育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个鲜活生命的成长
历程。 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求我们教
育者给每个孩子提供一种适合他们的个性
化教育。 这也是我们过去

9

年在实践中不断
摸索总结出来的一条经验。

围绕这个目标，过去
9

年来，我们不断研
究、反思、尝试我们的个性化教育理念，最终
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个性化“三个一”

教育模式———为每一个学生量身制定一套
独一无二的教育方案；由一个老师面对一个
学生实施教学计划；以一个教育团队对一个
孩子实施跟踪管理。

但是，仅仅这些还不够。因为，所有个性
化教育理念最终还得有个性化教师队伍来
支撑和实施。 所以，

9

年以来，我们在个性化
师资队伍建设上，不断探索，以满足不同发
展层级、不同个性禀赋、不同性格特点学生
的需要。如今，我们学大教育分布在全国

150

多个校区的
7630

多名教师在积极探索和实
践着以爱与尊重为核心价值的个性化教育
的教育内涵， 又具有个性化施教的基本特
点，都具有各自的特点，都有各自精通或擅
长的领域。

回顾过去的
9

年， 对于打造这支有着高
远教育理想、独具学大特色的个性化教师队
伍，我们取得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经验：

在师资队伍结构上，我们按照个性化教
学环节，将教师队伍分为教育咨询师、学管
师和教师三类。 教育咨询师的职责就是，通
过对一个初次进入学大的学生，进行为期一
个月左右时间的观察、测评，从知识掌握程

序、 能力发展层级等不同维度进行全方位
“诊断”。这个环节对于我们的个性化教育而
言，极其重要。这就像我们去医院看病，如果
我们不做任何检查，医生给我们开出一系列
药物，其治疗效果自然就不言而喻了；学管
师的角色就是，在教师与家长之间起到沟通
协调的桥梁作用，他们接管一个学生，并根
据教育咨询师的“诊断”结果，以及学生个人
喜好，帮学生匹配教师，跟踪学生在校、家庭
的学习生活情况； 教师则根据学生特点，专
门制订独一无二的培养方案，并根据方案实
施针对性教育教学。

在教育教学方法上，我们每个教师都有
自己的个性化教法。 比如，有的孩子对学习
完全没有兴趣，我们的教师就通过陪孩子散
步、活动等方式，慢慢培养他们的兴趣。从我
们教师身上自然表现出来的每一个教育细
节，无不充分体现着个性化的教育理念。 比
如，每天，当孩子们上午下课晚时，我们的学
管师就会不声不响地帮孩子预订好午餐。当
孩子们走出教室， 吃上热气腾腾的午餐时，

他们与老师之间的情感，远远超出了师生情
范畴，有时甚至变成了一种亲情。这些，都不

是教师刻意为之，而是在我们这个个性化师资
队伍的大环境、大“熔炉”熏陶而自然形成的结
果。 这就是一种特殊的团队文化使然。

在师资培训上，我们的教师除了拥有网络
视频、发放资料光盘、试题分析、优秀教学案例
分析等方式外，还建立有网络教师平台，在那
里， 教师可以围绕一类孩子或者某个特殊孩
子，展开集体会诊、研讨教学方案，各种观念、

个性化教育教学方法在那里自由交锋，最终每
个教师在“问诊”一个个案例的同时，实现了自
我成长。

在新教师培养上，我们启动了一个“岩床
计划”，通过整套的系统培训、继续教育，使每
个新教师在走上讲台之前能充分了解、 熟悉、

适应个性化教育教学的需要。

在教师激励机制的建立上，我们制定了一
套能充分体现教师价值、使每个教师都能获得
成就感的教师薪酬发展激励体系。

在日常教研上， 我们在常规教研基础上，

围绕提高个性化教育教学质量，通过构建教师
的个性化教学方案、学生教学案例、教师在整
个个性化教育事业中的贡献等三大课程支撑
体系，鼓励教师自主研发新课程，使他们逐步

成为研究型、学者型教师。

这些措施为我们顺利实施个性化教育教
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 在学大， 学生
和家长不仅有挑选教师的权利， 也有随时要
求中途更换教师的权利。 比如， 有的家长指
名道姓要某个老师， 有的要求一定是某个年
龄段、 某种性格、 某类性别的教师， 只要合
理， 我们也尽可能帮助实现。 因为， 这是学
生享受个性化教育教学的第一步。 我们之所
以能够这样做， 就在于， 我们过去

9

年以我们
的个性化教育理念打造了一支能够适合学生
个性发展的师资队伍。

有了这样一支教师队伍， 我们相信， 在
国家呼唤创新型人才培养的大背景下， 我们
的个性化教育理念一定会走得更远。 有了这
样一支教师队伍， 我们相信， 在今天这个属
于教师的节日里， 包括我们学大在内的所有
教师， 同样会赢得社会尊重。 事实也证明，

我们的教师在实现学生个性化成长、 教师自
身发展的同时， 赢得了学生、 家长和社会的
尊重！ 因为， 在我们的每一位教师眼里， 每
一个孩子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 每一
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自己！

曾苏华：

杭州学大教育
解放路校区高中数
学个性化辅导老师，

教学经验丰富， 曾
在公立学校执教近
十年， 能真正做到
因材施教。

按语：

金风送欢笑， 丹桂花
香飘。 今天， 全国教师迎
来了第

26

个教师节。 在这
个属于教师的节日里， 我
们对这个群体充满了感恩。

一年了， 他们在自己的岗
位上默默耕耘， 无私奉献；

一年了， 他们为我们亿万
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不知
付出了多少辛劳。

这一天， 当所有的鲜
花、 祝福和感恩送给我们
可爱的教师时， 同样担负
着传道、 授业、 解惑职能
的另一个群体———校外辅
导班教师， 他们在过去一
年的忙忙碌碌、 日蚀月剥
中， 是否也感受到了更多
的社会理解、 爱护和尊重？

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
日里， 我们将目光投向我
国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
第一品牌的校外教育机
构———学大教育， 去看看
学大的老师们是如何在自
己的岗位上给孩子们传道、

授业、 解惑的？

他们打造的是这样一支教师队伍
每个学生在我们眼里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

———专访学大教育副总裁张玮

梁宁宁：

太原学大教育漪
汾校区数学个性化辅
导教师， 教学风格新
颖有趣， 语言幽默，

擅于把握学生心理，

对教材也有很深的理
解， 多次被评为学大
“优秀教师”。

李瑞：

天津学大教
育南开校区个性
化辅导教师， 主
讲初中化学和高
中生物， 课堂亲
和力强， 语言富
有感染力， 曾采
用激将法， 成功
让学生克服粗心
习惯。

宋海变：

西安学大教
育高新校区初中
物理个性化辅导
老师， 能准确发
现学生优缺点，

确定切实可行的
教学计划， 曾多
次被评为优秀个
性化教师和感动
人物。

他们在这样教书育人

2009

年
3

月底， 一位成绩非常优异的
女孩明熙来到学大， 这位

3

个月后就要走
进高考考场的女孩，在学大选择的是全日
制学习方式。

负责明熙语文教学的是在校区里有
“才子”雅号的刘泽文老师。 进入学大前，

刘泽文一直是当地一所中学高中毕业班
的把关老师，不仅书教得好，还能写一手
好文章，在原来学校他是受学生追捧的老
师， 在学大也是转型最顺利的个性化老
师，常常有家长、学生排着队点名要刘泽
文上课。

第一堂语文课，刘泽文选择了按常规
思路，对前一年的语文高考题型作了一个
分解说明，这对临考前的高三学生大多管
用。

第二天，校区总监把刘泽文叫到办公
室，问了一下他昨天上课的内容和最初感
受，然后，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你知道你
新接手的这个学生的状况吗？ 这是某某中
学（当地著名重点中学）的尖子生啊！ ”

刘泽文心里一惊，明白了学生对他头
天的课不满意。 这之后，刘泽文在课下精
心地搜集资料， 精心准备每次辅导内容，

精心选择每个题型的练习， 在课堂上，他
耐心地给她讲解，细心地给她分析问题所
在。

渐渐地，从明熙的眼睛里，刘泽文读
出了满意与喜悦。 有次课后，女孩向老师
拱手致谢：“听您的课太痛快了，我从来没
有遇到过讲得这么好的老师！ ”

其实，刘泽文有句话留在心里，当时
没有说出来， 他很想告诉这个女孩：“孩

子，其实你才是我的老师啊！ ”

刘泽文说，做老师的人，最大的乐趣就是
能以学生为“对手”，以学生为“老师”，化压力
为动力，在诲人的同时提升自己。

二诊考试后，明熙考得不理想。刘泽文听
说，女孩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趁大家不注意
哭着跑回了学校。

刘泽文还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下
午，但整个为明熙服务的教育团队的成员：咨
询师、学管师还有各科任课老师，心里都阴沉
沉的，大家自动聚在一起，检讨教学得失，认
真研究下一步辅导方案……

那段日子，大家白天教学，晚上选习题，

调方案，总结学生情况，刘泽文说，有几次在
梦中，也会梦见一些很有代表性的考题，第二
天，他会把梦中所见的题目讲给明熙听，女孩
听了， 拍着手哈哈大笑：“总听说古人能梦笔
生花，刘老师更神了，梦中生题！ ”

后来证实，明熙二诊不是考得不好，而是
考得很好，之前的消息不过是误传。在松一口
气之余，刘泽文心里还是有些庆幸。因为这个
误传，让整个团队都被压力激活了。

高考后， 明熙考了
605

分的高分， 语文
甚至比当地理科状元高出

11

分。 领到复旦大
学录取通知书之后的一天， 女孩高兴地跑来
与刘老师合影留念， 临走前， 顺手牵羊把老
师最珍爱的一本散文集从书架上取下， 藏于
身上： “老师， 我据为己有了！ 孔乙己云：

窃书不为偷……”

刘泽文笑着说：“你打开书看看扉页吧！”

明熙打开书，翻到扉页，脸顿时飞红，扉
页上有刘泽文的字：

“送给我的老师明熙 刘泽文”。

“孩子， 其实你们才是我的老师啊！”

28

岁的段丁香，从宝鸡文理学院毕
业后， 到一家省重点中学担任化学老
师。

2008

年，她离开公立学校，到学大教
育当了一名化学老师。

在段丁香看来， 虽然都是教书育
人， 但学大的个性化教育更具挑战性。

段丁香说， 在学大，你得为每个人备课。

给一个考
80

分的学生备课和给一个考
30

分的学生备课，不一样。 即使同一个
学生， 有时还要备两套甚至三套方案，

因为学生家长传递给你的信息往往明
明只考了

20

分，为了顾面子，说考了
50

多分。 不同程度的学生不可能用同一套
培养方案。

段丁香说：“让学生崇拜你，老师就
成功了一半。 ”

段丁香教过的孩子里，有一个叫李
晨的，从初三到高二，一直在学大学习。

孩子家庭条件好， 父亲是搞石油的，满
世界跑， 孩子也跟着跑了很多地方，包
括去了科威特、沙特……

段丁香第一天见到这个孩子， 没
正式上课前她就跟这孩子神聊， 聊到
了中东、 聊到迪拜的七星级大酒店以
及其他地标性建筑， 还有中东的风土
人情……

李晨被她一通云山雾罩之后，佩服
得五体投地，“哎呀， 段老师你太有才
了，你连迪拜都知道得这么详细啊！ ”

这就是要和孩子们的思想同步，要
能理解他们，和他们产生共鸣。 段丁香

说，她带过一个初三女孩叫周欣，父母离
异后母亲再嫁， 她随母亲与继父一起生
活，这女孩学习不太刻苦……

像这样经历的女孩，如果按传统观念
看，大家会用同情悲悯的眼光看她，认为
离异家庭、再婚家庭，女孩的生活一定是
悲悲切切的。 但段丁香的话刚好相反。 她
对女孩说：“看你，你多幸福啊！ 人家的孩
子只有一个爸疼爱，你有两个爸疼你！ 你
赚大了！ ”

女孩说：“哎呀！香姐，你说对了！我也
是这么想的！ ”

因为有很多共同语言， 女孩很信任
这个叫“香姐” 的老师， 也很乐意上她
的课。 下课时还嘀咕： “在学校上化学
课， 一看那些元素符号就瞌睡， 老盼着
打下课铃， 咋上香姐你的课觉得化学其
实挺有趣的， 一堂课怎么一会儿就下了
呢？ ”

段丁香说，老师得发自内心地爱孩子，

关心孩子， 比如， 去年冬天西安下第一场
雪，交通一下子乱了，好多家长不能按时接
孩子，做老师的就得陪着孩子，哪怕再晚，

也要把最后一个孩子交到家长手里， 自己
才能回去，虽然是学科老师，也要关心学生
的心理状态，发现孩子与家长闹矛盾了，与
学校里的老师、 同学闹矛盾了， 甚至早恋
了，感情受挫了，她都会去关心。

“香姐”的名声在同学中传开了，段丁
香笑着说：“孩子们都有从众心理， 所以，

现在都排着队要我上课。 ”

心病还需心药治

赖恒宽：

昆明学大教育
新迎校区高中物理
个性化辅导老师，

擅长根据不同层次
的学生、 不同性格
的学生制订不同
的、 适合他们的教
学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