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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问题学生”之后

■

刘秉民 范明刚

荩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 教

师需要关注每一个富有个性的

生命的健康成长， 需要运用自

己的教育智慧成为影响学生的

引路人。

毋庸置疑， 现实中一些一线教师往往对

于学习成绩不佳、 品德行为稍差的 “问题学

生” 关爱不够， 教育方式方法简单粗暴， 甚

至于扮演了伤害学生心灵的角色。 这不能不

说是一种令人遗憾的悲哀， 因为教育之爱是

无法重来的。 我们所能做的， 就是把握住今

天的教育， 让自己所教的学生享受到最贴

心、 最温馨、 最睿智的关爱。

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为自己教育智慧的

浅薄而惭愧， 然而， 您是否知道， 其实每位

老师都可以成为苏霍姆林斯基， 都可以用自

己的心智来打开学生的心灵之窗， 破解教育

学生的难题。

当我们擦亮自己的眼睛寻找这样的典型

时， 年轻教师杨聪与他的 “问题学生” 教育

个案的叙事文章 《插班生林可树》 进入了我

们的视野。 在深入的阅读中， 我们感受到了

他对于教育的无限虔诚以及对于生命的真诚

敬畏， 我们看到了教育 “问题学生 ” 的希

望， 看到了每位 “问题学生” 的可爱与可

教。 作为一名任科教师， 杨老师具备了教育

者最重要的专业素养———精神关怀 ， 他关

心、 理解、 尊重、 信任每一个学生； 他有较

高的心理学素养， 能够观面察心 ， 能够预

设， 能够探查学生的内心世界， 善于抓住教

育契机； 他具备一位教师人性中最深切的悲

悯情怀， 能在恶劣的教育氛围中自我救赎、

宽容学生、 永不放弃任何一个教育机会； 他

具备一个成熟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良好的心

态， 无论林可树怎么犯错误， 他都能克制自

己， 并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 及时为之

排忧解难。 正所谓， 一个心态好的人， “脸

色” 就好， 言语也温和， 这些人格素养， 是

每位教师应该拥有的。

正是因为上述的原因 ， 《插班生林可

树》 得到了全国各地领导、 专家、 教师的关

注， 《读写月报·新教育》 曾以一本杂志的

篇幅发表了该稿。 这个插班生传奇的教育经

历， 蕴藏着引人深思的教育资源与智慧， 揭

开了我国 “问题学生” 教育的序曲。 人物塑

造典型而非特例， 长篇叙事没有过多的理论

教化与艰涩话语， 其感人至深的笔触能唤起

每位真正师者的良知与责任。 全国人大常

委、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于

2010

年

9

月

12

日在

CCTV

财经频道 《对话》 栏目做嘉

宾时， 就以 《插班生林可树》 作为一个正面

案例谈及其中的教育智慧。

需要说明的是 ， 我们不能期望把教育

“问题学生” 的重任都压给班主任， 更不能

以班主任的专业范围去要求所有教师和家长

做得都很专业， 因为教育的具体情境不一

样， 受教对象不一样。 一些一线老师以为错

的做法， 在具体的场景里， 由不同的人来操

作， 效果是不一样的。 教师都知道要关心学

生， 但真正遇到学生出问题了， 就容易脸色

难看、 心情急躁， 做不到心平气和、 耐心细

致地帮助学生， 甚至嘲讽打骂， 甚至不理不

睬， 最后放弃。 一个心境很差， 心胸很小的

人， 说不出润泽生命的话； 一个眼界很窄的

人， 看不到学生的将来， 所以他们只会用静

止的眼光给学生下判决； 一个没有使命感的

教师， 是不可能为学生作长远的考虑的， 更

不可能为国家民族考虑， 他们每天为之努力

的事业， 不过是用善良的心做让人痛心的

事。 所以， 一个教师在提高专业素养的同

时， 必须修心、 修身， 否则只能在教育的低

处行走。 我们始终认为， 教育的终极目标就

是： 对人的关怀， 对自然的关怀， 人与自然

和谐共处， 过幸福的生活。

在该书的策划过程中， 我们一方面谦恭

地求教于北师大、 首都师大等院校派的教育

专家， 另一方面我们还吸纳拥有丰富教育实

践经验的全国优秀班主任、 一线专家级教师

担任本书评注的作者。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

该书署名的慧童先生并非是一个人， 而是上

百位关心、 研究并践行 “问题学生” 教育的

一群人的代名词。

让我们一起用爱的阳光去照亮每位问

题学生的心田 ， 让我们一起寻找全国各

地的林可树们 ， 让他们得到应有的照顾

与教育 ， 用我们的心智去担任人师 ， 培

养出更多的参天大树 。 这应是践行新的

教育改革纲要的必然举措， 我们坚信， 我

们能行。

他不仅仅是个淘气的孩子

《插班生林可树》 是山东范明刚老师介

绍我阅读的， 读完， 我深深地被杨聪老师的

爱心、 耐心， 以及锲而不舍地去寻找抵达

“问题学生” 心灵之路的精神所感动。 之后，

从杨聪老师为 《插班生林可树》 部分内容作

的批注中， 我再一次读出了他的爱与责任、

理性与坚守， 再一次被他感动。

在这里， 我不想对 “问题学生” 作出界

定， 我以为这样的内容已经很多了。 我只是

想通过林可树来说说在我的教育人生中， 如

何由一个排斥 “问题学生” 的老师变成一个

孜孜不倦、 无怨无悔地转化 “问题学生” 的

教育工作者。

1993

年， 我接手一个新班， 带了半个学

期， 仍不见起色。 面对领导和同事的微词，

我没有总结自己的原因， 而是拿着学生名单

个个 “挑刺”， 挑来挑去发现了一个 “领头

羊” ———唐孝华。 班级纪律的涣散、 学生学

习的懒散， 原来都是唐孝华在起消极作用。

是他领着同学干坏事， 是他在一旁讽刺学习

努力的同学， 是他经常缺课， 然后引得其他

学生效仿。 我固执地认为唐孝华就是一个

“毒瘤”， 是他害得这个班级没有上进心。 自

从产生了这种想法， 我就一直想要除去这个

“毒瘤”。

我先是劝， 他不走。 接着我就骂， 他还

是不走。 最后我就想着法子赶， 总算把唐孝

华赶走了。 之后， 班级安静下来了， 学生的

成绩也有所提升， 不过我也在唐孝华的心里

留下了仇恨。 据学生告诉我， 唐孝华走的时

候， 当着大家的面扬言， 说今后要回来找我

报仇， 要回来收拾我。

听到这些话 ， 我的心沉到了海底 ， 唐

孝华对我该是怎样的苦大仇深啊 ！ 我是一

个多么失败的老师！ 从此以后， 我不得安

生， 良心不断受到考问， 倒不是怕唐孝华

真来找我报仇， 我倒希望他来， 免得我受

此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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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了 ， 唐孝华一直没有来找我报

仇， 但是我也从来没有忘记此事， 时刻用它

来警醒自己， 不能轻视任何一个人！ 不能放

弃任何一个学生！

之后， 在我的教育生涯中， 我从来没有

轻视过 “问题学生”， 更没有放弃过 “问题

学生”。 因为我始终相信， 总有一条道路可

以抵达他们的心灵， 只要我坚持不懈地去寻

找， 总能寻到打开孩子心灵之门的按钮。 即

便失败了， 我也会想， 办法总是有的， 只是

我还没有找到。 于是， 我又会重整旗鼓， 想

方设法去继续寻找。

我在 《教育西游记———我和 “后进生”

的故事》 里， 讲述了与那些姑且被称为 “后

进生” 的孩子斗智斗勇， 与他们一起欢乐、

一起悲伤、 一起成功、 一起失败的故事。 现

在， 这些孩子要么已经进入社会， 要么正面

临高考， 不管他们走的是哪一条路， 但都是

正路！

在海南 ， 我遇到了可谓 “骨灰级 ” 的

“问题学生” 尤玖。 他的父亲是一位特警，

由于忙于工作， 疏忽了对孩子的管教， 母亲

又是一个只知道唠叨的 “事儿妈”。 家教的

失当导致尤玖恶习缠身， 比之林可树不知要

“坏” 多少倍！ 他自己告诉我， 他在来到我

的班级之前， 因为抽烟、 喝酒、 赌博 、 逃

课、 上网、 打架等原因被开除， 呆在家里半

年， 找了很多所学校， 老师都不愿意要他，

直到碰见我， 才收下了他。 我笑着跟他说，

这就是我们的缘分， 其他学校都不要你， 偏

偏我跑几千里路把你给碰着了。 就是这样的

对话， 我慢慢走进了尤玖的内心。 后来， 我

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事实上， 我不打算上报学校清退尤玖，

还有一些抛开老师身份之外的理由。 其一，

尤玖的父亲是特警， 工作不定时， 每天与坏

人打交道， 保一方平安， 我作为一个公民，

感激他。 其二， 四川地震时， 尤玖的父亲作

为抗震救灾人员奔赴四川抗震前线， 奋战了

几十天， 我作为四川灾民， 感激他。 其三，

我是一个母亲， 天下没有哪个母亲愿意自己

的孩子被恶习吞噬。

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 《班主任之友 》

杂志上， 我把杂志拿给尤玖， 叫他自己看。

尤玖看了， 呆坐在座位上， 很久都没有说

话。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尤玖的眼神

柔和了， 行为规范了， 听课认真了 ， 对人

有礼貌了， 尤其是对我， 那简直是言听计

从。 一年下来， 尤玖由一个 “不良少年” 高

票当选为 “进步之星”。 他在我的

QQ

好友

印象中留言， 说我是 “黑暗中的明灯”。 后

来， 我因故离开海南， 离开了我一手打造

的奋进班。 尤玖难过得不得了， 他跟我保

证从今往后， 他绝不会让我操心 ， 有朝一

日他有成就了， 一定要来找我。 这句话， 孩

子气十足。

在此， 我不想用什么理论来证明 “问题

学生” 是一定可以转化的。 我只是用我的亲

身经历告诉大家： 不管是何种 “问题学生”，

只要他没有丧失起码的道德和良心， 只要他

的人性之中还有美好和善良存在， 那么这个

孩子就是有希望的。 因为， 只要我们不放

弃， 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找， 总有一条道路可

以抵达孩子的心灵。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光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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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班生林可树的教育故事

插班生林可树传奇的教育经历，蕴藏

着引人深思的教育智慧，引发了我国“问

题学生”教育的讨论。

《插班生林可树》是一本抛砖引玉之

作，能对“问题学生”的教育产生充满智慧

的启迪。这是一位一线教师发自内心的呼

唤，它考问着教育的良知。这是一本“问题

学生”教育的教科书，它有足够的理由告

诉教师，应该如何成为“人师”，如何以自

己的教育智慧将“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已经是冬天了。 早上第二节下课后，

我坐在办公室里写教育随笔， 感觉越来

越冷， 便起身到南面教学楼后的小操场

去慢跑。 我正跑着， 林可树远远地向我

跑来 。 “老师 ， 我和你一起跑 ！” “行

啊！” 我们一边跑一边聊。 “你能跑几圈

呀？” 我问。 “我呀， 我跑步不错的， 你

能跑几圈我就跟你跑几圈！” 他很自信地

说， “从一年级到三年级， 我在一个武

校读书， 包吃、 包住、 包学武术、 包学

习， 一个学期学费要

5000

多元呢！ 刚一过

去就要压腿、 站马步、 打沙袋， 累死了。

对了， 还要经常跑步， 爬学校旁边的小

山……老师， 跑步时要用鼻子呼吸 ， 如

果用嘴巴呼吸就跑不久， 而且还会很累

的。” 我赞许地点点头： “原来你也是练

过功夫的呀， 真是真人不露相哦！ 老师

小时侯也很喜欢武术呢， 还经常和伙伴

在田间地头的草地上翻跟斗、 练 ‘鲤鱼

打挺’， 还学过倒立， 但没有像你这样的

正规学习。” “真的吗， 老师你也会这些

呀？ 倒立也会？” 他露出惊喜的神情， 上

下打量着我， 好像刚认识我一样。 我猜

想 ， 他肯定觉得我一副文弱的书生相 ，

怎么可能会有那些经历呢。

“是啊， 那是小学时候的事了， 那时

和你一般大小 ， 现在变斯文了 。 不过 ，

倒立我还是不错的， 改天方便的时候展

示一下给你看！” 我说。 “好哇， 好哇！”

他左蹦右跳地跑起来 。 我转移了话题 ，

问他： “你长大了喜欢干嘛？” “喜欢练

武！” 他脱口而出。 我顺势就说： “哦，

那很不错！ 像李连杰、 李小龙都是喜欢

练武的 ， 你也可以练 ， 长大了考军校 、

保安、 警察之类的， 很威猛帅气的哦！”

他听了， 张大嘴巴憨憨地笑着， 伸着脖子，

鸭子走路般一伸一曲， 一副可爱的样子， 那

动作似乎在说： “老师哦， 这是不可能的！”

我看出他的心思， 鼓励说： “你也可以

练练肌肉， 说不定将来可以拍电影呢！ 就当

锻炼身体也挺好， 练武的人看上去特别活

泼、 有精神呢！” “可是， 老师你知道吗，

肌肉练得太多了， 会伤身体的！” “谁说的？

是你武校的老师说的吗？” “好像是……让

我想想……噢， 我想起来了， 就是你在语文

课上说的呀！” 他情不自禁地笑了， “怪不

得我总觉得刚听过没多久呢！”

我也想起来了， 那是不久前， 我在课堂

上顺便提到那段日子中央台播放的 《李小龙

传奇》， 说有些人认为李小龙练肌肉太过于

激烈， 伤了身体。 没想到可树一直记得这个

细节。 我想了想， 又问： “你爸爸妈妈……

什么时候离的婚？”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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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 “为什么

呢？ 你当时明白吗？” “知道， 就是整天吵

架， 吵了又吵， 家里乱糟糟的……后来就没

法一起住了， 就离婚了……” 他皱着眉头，

语气沉重地说。 “想爸爸吗？” “想呀！ 上

次我被你批评， 你让我回家反思， 我不敢回

家， 就逃到爸爸那边呆了两三天！” 我们并

肩跑跑走走， 大概有三四圈了。

我看了看操场上玩玩闹闹的学生， 说：

“在我们班， 你跟谁比较好呢？”“和赵小飞。

不，那是以前，他背叛了我。现在是和陈尚。”

他说着， 脸上显出不同的表情。“那会不会不

久又不和陈尚好了呢？”“说不定。我现在挺想

以前武校的那些同学！” 他目光中透露着眷

恋，“我有一天翻开通讯录， 一个一个地给他

们打电话呢！听到他们的声音真让我高兴。我

可能明年又要回那个学校读书， 我妈妈也有

这个意思。我也喜欢去那儿，练武的时间比读

书学习还多呢， 又可以打打闹闹的！”“是啊，

有些老同学可以永远记着， 还能做一辈子好

朋友。”

我指指操场边上的一堆人， 有五六个我

班的学生， 对他说： “他们在玩跳圈圈， 你

也可以去参加呀！” 他竟很干脆地说： “不

喜欢和他们玩这个， 没几下就散了 ， 没意

思。” 我跑过这几个学生旁边时停住脚步，

故意地大声喊着： “你们怎么不叫可树一起

玩啊？” 他们愣了一下， 都停了下来。 吴强

笑呵呵地回应道： “可树， 来呀！” 罗翔还

走到我们的身边来， 想拉可树参加。 可树好

像的确没兴趣， 推辞着没过去 ， 还是陪着

我。 气氛有些尴尬， 场面有些僵着， 我连忙

对大家说： “你们看， 吴强和我的体型， 一

个有些胖， 一个有些瘦， 可树是不胖不瘦刚

刚好， 标准型的！” 大家都笑了。

吴强接过话茬说： “杨老师， 我爸比你

还瘦呢！ 那手臂啊， 就这么一点粗……” 他

边说边用手指比划着大小……我们聊着聊

着， 不知不觉就上课了， 可树跟着他们欢呼

雀跃地跑上楼去。 我一回到办公室， 就把刚

才发生的事记了下来。 这次， 可树能主动过

来和我一起慢跑， 还讲了这么多心里话， 我

明显地感觉到他对我的信任和好感， 这也说

明了他多多少少还是能够体会到我一直以来

对他的关心和帮助的———和孩子在自然状态

下的接触和交流， 是打开彼此心灵之门的最

佳途径。

（摘自 《插班生林可树》）

【作者亲笔信】

用文字诠释教育人生中的相遇

回忆从事教育工作后的生活， 每当与学

生的眼神相对， 我总能从那清澈见底的眸

子里读出他们的真诚、 单纯与依赖 。 也正

是由于这个原因， 我以不做自己憎恶的人

为底线， 把与学生们的接触视为一种人生

中的美好相遇 。 于是 ， 节假日里， 我眼前

就会摆着那本记录了我与一些特殊学生交往

的厚厚的日记本， 独自重温我们的故事， 有

时也会被学生、 被自己、 或被其他的什么再

次感动……

说起 《插班生林可树》 的写作， 我当初

根本就没有料到会一直持续到学期结束， 而

且竟然记了

40

多篇。 从第一篇日记的落笔，

我就想， 不管能记多少篇， 不管结果怎么

样， 只求原生态地、 实事求是地记录它， 让

我这个普通教师和一个插班生的不期而遇、

彼此制造的酸甜苦辣以及得与失， 能用文字

来演绎和存放。 毕竟， 对于整个教育的时空

来说， 我的存在实在是沧海一粟 ， 很少有

人， 或者坦率地说， 基本上就没人能近距离

地、 详细真切地看到我的所作所为。 尤其是

那些对教育教学有着评判权和话语权的各级

领导们， 不知他们能否在分数、 考试、 升学

率、 教坛新秀、 优质课和其他种种优秀之名

外， 看到最平常的一线师生所经历的一幕幕

悲欢苦乐呢？

因林可树而发生的事情多数都是富有波

折的， 而且具有矛盾的冲突因素和事情发展

的连贯性， 也因而更有反思的价值。 这一切

又是源源不断地自然产生的， 人物的喜怒哀

乐和事件的曲折变化根本不需要我的苦思冥

想、 虚拟假设， 一篇篇日记都是水到渠成、

落笔成文。 所以， 不但能为他一个人连续记

了

40

多篇， 而且差不多每天都让我沉迷其

中， 写得津津有味。

正是全程记录了可树的教育与转化过

程， 使我对他的教育更有兴趣与耐心。 在这

期间， 无论成功与否、 收获与否， 记下之后

心里的感受就不大一样了， 不但觉得踏实，

而且在精神上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成就感。 因

为将来整理出来之后， 至少能让关心教育的

人， 特别是有过类似经历和相同感触的教师

看到我这一努力的全图景、 全过程， 而不会

让自己的每一次付出随着时间的流逝化成泡

影。 并且， 在这本 “教育随笔” 中还可能存

在着值得挖掘和研究的教育细节和问题。 同

时， 在记录自己影响和改变学生的过程中，

我也体验到了自己的改变和成长， 清晰地看

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毋庸置疑， 假如没有这本日记的积累，

没有日记里这些文字的诉说与再现， 这一切

都将被掩埋在时间的长河中了无痕迹， 随着

时光的流逝连我自己也会逐渐忘记， 因为我

和这个插班生林可树实在是普通得可以忽略

不计。 我们师生俩既没有 “相辅相成” 的资

本， 更不可能在教育的 “前台” 被风光地展

示， 所经历的事与经受的情感， 都上不了教

育的正面舞台。 我不敢奢望别的什么， 只求

尽己所能让我的文字真实、 真诚地表达出教

育生活的本真， 表达出那教育的灿烂阳光所

照不到或是不愿照到的阴影角落里和一直被

忽略的这片心灵世界。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 该书出版后得到了

全国各地读者的关注与喜爱， 他们纷纷来信

来电与我交流， 令我深受感动。 在与网友、

读者的交流中， 我一再地强调： “无论遇到

怎样的学生， 我们作为学生的引路人， 都有

责任有义务去珍视这个人生中最美好的相

遇， 都可以用文字来总结、 诠释自己的教育

方法， 打开每位学生的心锁！”

总之， 喜欢记录并乐此不疲， 就能最大

限度地让教育这一繁琐繁重而又没有 “限

度” 的工作生产出更多的乐趣与意义来。 其

实， 要是持之以恒， 还能形成良性循环———

记得更多更好， 就会促使自己在实践中去做

得更多更好， 更有自己的想法和创造性， 反

过来又会记得更加精彩纷呈， 有滋有味。 我

坚信， 如能如此用心用情地沉浸于特殊学生

的教育过程中， 师生双方都会是受益者。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灵江小学）

【教师观点】

■

钟杰

■

杨聪

无论遇到怎样的学生， 我们作为学生的引路人， 都有责

任有义务去珍视这个人生中最美好的相遇， 都可以用文字来

总结、 诠释自己的教育方法， 打开每个学生的心锁。

【精彩书摘】

编者按：

如何对待 “问题学生 ”

一直是教育过程中让教师极

为头疼的难题。 有的教师使

出浑身解数 ， 或者好言相

劝， 或者恶语相加。 还有的

教师虽然用尽力气， 但似乎

都不足以把 “迷途的羔羊 ”

领回正途 。 教育 “问题学

生 ” 的 出 路 究 竟 在 哪 里 ？

“改邪归正 ” 的林可树的故

事给出了一些启迪： 只有爱

的阳光才能照亮每个 “问题

学生” 的心田。

（《插班生林可树》， 杨聪著， 慧童

先生批注，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1

月

出版）

【策划人语】

■

杨聪

�

教师必须让自己走进学生的

心灵 ， 教育应该让人保有梦想 ，

教师应该是那个点燃学生梦想的

人。

纵使我们无力改变教育的现

状， 但是我们可改变自己， 让我

们教育出来的学生去改变世界。

———选自 《插班生林可树》

渴望 佚名 摄

有爱就有希望 佚名 摄

教师在提高专业素养的同时， 必须修心、 修身， 否则只能在教育的低处行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