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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

BANZHUREN

让艺术教育

在学校生根

■

王亚非

钱学森曾说 ， 处理好科学与艺术的关

系， 就能够创新。 他的话给创新教育以方向

性的启迪。

从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来看， 艺术教育是

培养创新人才的必然要求 。 创新人才培养

中， 强调素质教育， 注重德、 智、 体、 美全

面发展。 而艺术教育显然是美育重要而有效

的内容和途径。 李政道曾说， 科学和艺术是

不可分割的， 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 他们共

同的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 也就是说， 通过

艺术教育促进科学与艺术的融合， 对创新人

才的培养非常重要。

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 艺术教育是培

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举措。 纵观教育史， 科学

教育与艺术教育交相辉映。 从中国战国时期

的 “六艺”， 到古希腊的缪斯教育； 从

18

世

纪末德国最早将视觉艺术引入大学教育， 到

剑桥大学人文与科技相结合的教育理念， 都

十分重视艺术教育。

1994

年， 美国历史上第

一次将艺术与数学、 历史、 语言、 自然科学

并列为基础教育核心学科。

从人的发展规律来看， 艺术素养是创新

人才的重要素质。 艺术有助于健全人格， 陶

冶性情， 提高审美能力， 提升文化品位， 从

而促进学生成长。 同时， 艺术素养也是创造

力的必要元素。 艺术有助于开发人的形象思

维和 “大跨度联想”， 激发人的创造冲动 ，

挖掘和发展创造潜能。

艺术教育是一种有效的教育载体。 不仅

丰富了课余生活，也让学生更加活泼开朗、乐

观自信、充满活力。与此同时，艺术教育还让

教育的手段更加灵活多样， 更具有人情味。

在近几年的工作实践中， 我们逐步形成

了艺术教育的一些思路和举措： 坚持 “让科

学插上艺术的翅膀”， 把艺术教育纳入人才

培养方案， 着力打造 “艺术课堂传授经典、

成电舞台弘扬文化、 艺术团队引领品质” 三

位一体的艺术教育平台。

注重知识普及， 丰富艺术课堂。 课程教

学是学校艺术教育工作的中心环节， 是提高

学生艺术修养的主要渠道 。 按照 “精选内

容、 发展能力、 提高素质” 的原则， 横向布

局上力争使课程覆盖艺术范畴的主要门类，

如音乐、 美术、 舞蹈、 书法等； 纵向结构上

兼顾理论传授、 作品赏析和艺术实践， 努力

形成覆盖面广、 层次丰富的艺术课堂。 开设

大量选修课程， 实现艺术教育与专业教育同

步， 进而促进艺术思维与科学思维的融合；

定期举办知名学者和专家的专题讲座， 推进

艺术讲授与作品赏析的有机互补； 将艺术讲

座融入新生教育课、 毕业典礼和党课等， 以

实现审美教育与思想教育的有效转化。 丰富

的艺术课堂保证了每个学生每年能选修

1

门

艺术类公选课， 听

1

场艺术类讲座。

突出广泛参与， 打造艺术舞台。 艺术实

践活动是艺术教育的重要形式。 作品创作、

节目排练、 舞台表演等， 给予了学生充分的

审美享受、 情感体验。 搭建包括 “校园主题

演出、 月末专场音乐会、 文化艺术节活动、

学院专题演出、 高雅艺术进校园” 五大系列

的艺术实践平台， 让学生广泛参与， 满足学

生的多元化需求。 一系列艺术实践活动不仅

深受学生喜爱， 也为他们在大学期间能够培

养一项艺术爱好创造了条件。

强调示范引领， 充实艺术团队。 一个高

水平的艺术团队， 不仅是艺术教育和实践的

重要平台， 也是展现学生艺术水平和综合素

质的重要舞台。 我校于

2003

年成立学生艺术

团， 目前设有交响乐团、 合唱团、 舞蹈团等

7

个团队 。 近

10

年来 ， 在校内外演出近

200

场， 获得国家级奖项

22

项。

应该说，随着以上工作的推进，艺术教育对

学校的人才培养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学生选修艺术课程的人数不断增加， 学

生选择的范围越来越广泛 。 学生的综合素

质， 特别是创新意识和能力有了明显提升。

在连续两届的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中， 我校

获奖总数名列全国高校前列。

（作者单位： 四川省成都市电子科技大学）

幸亏我没发火

■

江苏省兴化市董北实验小学 刘建萍

中午吃完饭， 我刚从食堂慢悠悠地

走出来， 阳等几个学生慌慌张张地跑来，

“刘老师， 大事不好了， 凯把门上的玻璃

打碎了。” 我听完， 一怔， 这小子平时就

爱舞棒弄棍， 这回又练什么功呢？ 不敢

犹豫， 我赶紧随他们飞奔回教室， 心里

默念 ： 千万不能发火 ， 千万不能发火 ，

千万不能发火。

几天前， 发生在家里的一幕让我记

忆犹新……

要吃晚饭了，老丈人从里屋出来招呼

大家。当时，小侄女正趴在小方桌上教外

甥女写作业，却被丈人误以为是小侄女贪

玩，作业还没写完。丈人恼了，吼道：“作业

怎么拖到现在还没写完？ 说了多少遍，放

学回家先做作业，为什么不听话？”老丈人

的“机关枪”威力够猛。

小侄女伤得不轻，“哇”地一声哭了起

来。坐在一旁的我缓过神来，忍不住哈哈

大笑。还好，老丈人知错能改，抱起小侄女

又是哄，又是道歉。小侄女不领情，哭得更

厉害了， 眼泪犹如断了线的珠子。

我曾经把这件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同

事听， 大家先是哈哈大笑， 接着异口同

声地说： “以后遇事， 得了解了事实真

相后才能下定论。”

一路胡思乱想， 一抬头， 看到教室门口

已经陆陆续续聚集了十几个学生。 “有没有

谁伤着了？” “没有。” 还好， 我长长地舒了

口气， 抬头一看， 门上方的气窗果然只剩下

几块玻璃的残片， 风一吹， 还在摇晃呢。

我赶紧搬来椅子， 将锋利的玻璃一块一

块小心翼翼地取下， 放进垃圾筐。 源接过垃

圾筐说： “刘老师， 让我去倒吧。” “倒的

时候千万小心， 别割破了手！” 阳也很乖巧

地把椅子搬进教室， 用抹布擦了又擦。 学生

的行为让我心里一阵温暖。

处理完现场，站在一旁的当事人凯不知什

么时候早已满脸通红。这孩子自己恐怕也吓着

了。没等我追问，他支支吾吾地说：“刘老师，我

刚才准备把窗子关好的……”他边说边用手比

划。“可没想到玻璃震碎了，明天我带钱来赔。”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没事，只要没伤着。”

哦， 原来如此， 我的心里暗暗窃喜， 幸

亏刚才我没发火……

编者按： 万平， 北京市名班主任。 当你看到她的这篇自述时， 你会发现， 她也有过失败、 痛苦、 困惑与怀

疑。 回忆

29

年教学生涯走过的路， 万平说， 自己半路出家， 曾有太多目标难以企及、 近乎玩笑。 一个玩笑成就

一个梦想， 万平靠着自己扎实的工作、 辛苦的付出， 最终找到了自己的教育之路———追求 “有温度的教育”。

本期， 让我们一起走进万平的教育世界。

换个角度就能成功

■

陕西省西安师范附属小学 王林波

与孩子们在一起摸爬滚打已经整整

15

个年头了。 原本以为自己的工作会越来

越轻松， 毕竟经验多了， 但事实并非如

此。

班中有两个小家伙 ， 经常让我陷入

窘境。 这不， 又来了。

英语课上， 鑫鑫又开始表演了 。 在

书上， 重重地、 一笔一划地写着， 我恨

英语， 我恨英语。 英语老师气不过， 批

评他， 可他居然不听话， 毫不犹豫地把

英语书扔到了窗外的大操场上 。 之后 ，

当然被送到了我的办公室。

紧接着的健康课上 ， 小博公然与老

师顶撞， 进而发展为又哭又闹， 导致健

康课无法正常进行下去。

短短两节课， 就有两道棘手的难题

摆在了我的面前。 而两节课后要进行全

校大扫除 ， 迎接隔天早上的检查工作 。

没有时间教育他俩， 该怎么办呢？

对了 ， 打扫卫生也许是个好机会 。

在分配好其他学生的劳动任务后， 我特

意安排他俩留在我身边 ， 帮我擦玻璃 、

吊扇。 一会儿挪椅子、 摆桌子， 一会儿

洗抹布、 递梯子……劳动很忙碌 ， 我们

没说几句话， 但看得出来， 他俩十分卖

力， 干得不错。

教室焕然一新。

我特意走到鑫鑫和小博身边， 摸摸他们

的头： “你们干得好极了， 刚才的表现非常

出色。 优秀的孩子应该全面发展， 不仅要积

极劳动， 还要尊重老师、 热爱学习。 你们已

经做到了一半， 可别轻易放弃另一半啊。”

他俩点着头， 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想，

他们一定明白了。

回想这件事， 如果当时我立刻与他俩谈

话，批评教育，或许师生之间又会陷入僵局……

严厉的批评常常会让学生在心中砌一堵

防御的厚墙， 任凭老师狂风暴雨般的说教，

也不会有用。

“通往广场的路不止一条。” 教育也是这

样。 假如你发现走这条路不能到达目的地，

为什么不换一条路试试呢？ 有时， 只是换了

一个说法， 你就成了赢家。

请允许我轻轻提醒大家： 老师， 请换种

方式教育孩子。

荩荩 名班展台

简介 ———

万平， 北京市史家小学语文

教师、 班主任、 特级教师。 曾获

全国优秀教师、 全国优秀中小学

班主任、 北京市少先队优秀辅导

员、 北京市人民教师提名奖、 北

京市首届中小学十佳班主任等荣

誉称号。

致喵呜

永远不说再见

不愿意看到喵呜

着急的样子，

着急对身体多不好啊！

不愿意听到喵呜

重复的叮咛，

您已经说过好几遍了啊！

不愿意知道喵呜

血压又高了，

您说过身体是第一位的啊！

不愿意瞅着喵呜

顾不上吃午饭，

我们的饭也吃不香啊！

虽然喵呜的嗓门

有时比妈妈的还高，

我已经习惯了。

虽然喵呜的嘱咐

有时比妈妈的还多，

我已经明白了。

虽然喵呜的批评

有时比妈妈的还尖锐，

我已经清醒了。

虽然喵呜的期盼

有时比妈妈的还高，

我已经记住了。

虽然稍不留心

成绩下降了，

喵呜， 我保证吸取教训。

虽然我不总是乖乖的

有时也惹您生气，

喵呜， 我在心里向您道歉。

虽然我不是最棒的

有时让您失望了，

喵呜， 我会加倍努力。

虽然小学生活结束了，

喵呜， 您是我心中的老师，

我永远不说再见。

“用心做到最好”，

喵呜， 您是我心中的陪伴，

我永远不说再见。

这首 《致喵呜———永远不说

再见》 小诗是史家小学

2008

级的

毕业生写给万平的。

“喵呜”， 是猫的叫声， 因为

万老师喜欢猫， 所以孩子们亲切

地叫她 “喵呜”。

2006

年， 万平为

孩子们开办了班级博客 《小木桥

咪咪乐园》， 孩子们说： “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我们是小青咪 ，

您是我们的蓝喵呜。”

荩荩 下期话题

如何学好“名班经”

“名班主任的经验虽好， 可拿到自己班上就不是这么回事

了。” 作为班主任版的编辑， 我时常听到一些年轻班主任如此

抱怨。 如何学好名班主任的经验是一门学问。 照搬名家现成的

做法未必能得到好的结果。 面对铺天盖地的班主任兵法、 班级

管理经验， 您是如何思考和选择的？ 请将您的故事发来， 与大

家分享。

投稿邮箱：

jybbanzr@vip.

163.com

把脉教育的 “温度”

■

黄佳熹

初次接触万平老师是在

2006

年， 那时

她刚被评为北京市首届中小学十佳班主

任。 万平老师的精彩故事深深地吸引了

我， 因此我推荐她将自己的教育故事放

在博客上与大家分享。 万老师的回答让

我多少有些吃惊， 那时候的她居然不知

道博客为何物。

说者无意、 听者有心 ， 几天后 ， 我

接到了万老师的电话， 她很兴奋地告诉

我， 她在搜狐上安了家， 建了一个博客。

看过许多教师博客的我， 并没有太把她

的电话当回事。 之后的某一天， 闲来无

事， 我进入了万老师的博客， 惊讶地发

现， 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博客， 而

是全班学生以及家长共同参与的班级博

客， 这在当时还是一件新鲜事。

正如她博客中所说 ： “教育的生命

力在于教育的温度， 我想用自己的心和

行动将教育理念变成有温度的爱与教

育。” “现在的教育让孩子承受了太大的

负担， 感受不到快乐， 透支了童年而获

得了如同硬盘般的大脑 ， 这并不划算 。

班级博客是给孩子们搭建的平台， 让他

们当主角， 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

什么样的教育是有温度的教育 ？ 在

我看来， 万老师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它。

万老师始终将学生的发展放在第一

位 ， “让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 。

“我们要做一个不贪的教育者， 不能向学

生要得太多”。 万老师教育的成功在于她

常常用最 “笨 ” 的方法工作———孩子最

需要什么， 她就努力创设什么， 力求让

孩子获得成长的起点、 支点， 让孩子拥

有某种不平凡的成功体验。 这种方法很

“笨”， 没有捷径， 不能立竿见影。 但是

她宁愿这样， 因为这里有教育的真谛。

万老师的有温度的教育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相信孩子、唤醒孩子、陪伴孩子。

相信孩子。 “在纷繁的世界中 ， 有

两种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一是种子， 二

是孩子。 一颗微不足道的种子， 经过生

长衍化， 可以绵延万代， 生生不息； 一

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拥有无限发展的潜

力 ， 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 带来一片生

机。” 在万老师眼中， 每一个孩子就如同

一粒种子， 在其体内都有一颗向上、 向

善的心。 教师作为教育者首先要相信孩

子， 相信孩子心中都有一盏灯， 哪怕灯

暂时暗淡了， 也要坚信自己可以点亮它。

唤醒孩子。 德国著名的文化教育学

家斯普朗格曾说，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

传授已有的东西， 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

诱导出来， 将生命感、 价值感唤醒。 马

克思也说 ， 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 ，

而是人格的唤醒。

教育正是以大爱唤醒生命 。 如何唤

醒孩子 ？ 万老师选择了日记 ， 她相信

“文字的力量”。 在日记中， 孩子们 “以

我手写我心” 向万老师诉说自己的内心

世界， 万老师也会认真地给予回复。 从

展览路一小到史家小学， 万老师鼓励并

指导着她的每一届学生写日记， 每天批

改学生日记， 每周设立一节日记讲评课。

10

多年来， 她累计批改学生日记的总量

达到

500

万字以上。 日记成了她与学生乃

至家长之间的心灵对话。

除了日记， 她还开展了小学生综合

实践活动 “小博士工程 ”。 我们不能想

象， 年仅

12

岁的小学生会利用一个暑假

走街串巷地对首都的城市文明现象进行

深入考察， 并拍摄了上百张照片， 发出

“呼唤文明” 的心声， 但是李晟同学做到了；

我们不能想象一个孩子能够连续一周对身边

工作的工人叔叔进行跟踪采访， 从而感受到

了平凡劳动者的奉献与伟大， 但是隋斯聪就

是这样做的； 我们不能想象， 全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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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名孩

子为了环境保护凝聚在一起， 关注城市垃圾

分类， 关注一次性纸杯对环境的危害， 关注

水资源的保护……

除了日记， 她还与学生一起读书， 开展

《弟子规》 诵读活动、 “零米粒工程”。 方法

虽然多样， 但无论哪种方法， 她都是在唤醒

学生自觉的能力， 而非只沉溺于当下的表

现。 她在成全孩子的同时， 也成就了自己的

教育人生。

陪伴孩子。 当一个孩子内心的力量被唤

醒之后， 更需要的是呵护， 这时候就需要教

师陪伴孩子。 “爱一朵花就陪它绽放”， 陪

伴学生成长的有教师， 还有家长。 教师和家

长要形成教育的合力， 享受孩子的变化。

是的， 这就是她的学生 ， “小皇帝 ”、

“小太阳” 变成了小主人、 小公民。 一种前

所未有的责任意识正从孩子的心头升起， 亲

历亲为的学习实践启迪了他们的人生理想和

公民责任。

有温度的教育是一种信任， 相信孩子们

是勤奋的、 专注的……尤其是那些需要特别

的爱的孩子。

有温度的教育是一种发现， 发现孩子身

上的点滴成绩， 发现他们被浮尘暂时遮蔽了

的心灯， 发现他们闸门背后成长的力量。

有温度的教育是一种宽容， 用教师的宽

容唤起孩子埋在灵魂深处的爱和良知， 唤醒

他们暂时迷惘的心灵， 用他们自身向上、 向

善的力量点亮智慧人生。

有温度的教育是一种等待 ， “三分教

育， 七分等待”， 教育是一个润物无声、 集

腋成裘的过程。 不求短期内的立竿见影， 而

是等待水到渠成、 百年树人。

教育， 绝对不是一件开花的活儿， 它是

种树， 它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扶持与忘我的漫

长期待， 它是一种为了终极放飞而无比宽厚

温暖的拥抱……

教育， 是一门温暖的功课， 它就像文火

煲汤， 绵绵若存， 持续释放着热诚， 煨出纯

粹， 沁出醇香……

最后， 那种特有的香气会弥漫在孩子一

生的行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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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爱 孙万帅 绘

点亮每个孩子的心灯

■

万平

最初的小小愿望

“以自己的努力， 使每个学生都能获

益， 并对他的一生产生积极影响。” 这句

话写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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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至今， 我还清晰地记得那个炎热的

下午， 林桂英校长拉着我的手， 把我从

一扇门带入了另一扇门， 让我成为了一

名小学教师。

“为什么要当教师？” 林校长笑眯眯

地问道。 她的笑颜立刻舒缓了我当时的

紧张情绪。 于是， 我随手写下了上面的

那句话。 校长看了看我的话， 抬头看了

看我， 没有说什么。

之后的

6

年多里， 我一直担任少先队

大队辅导员。 那段时光， 我尽可能地为

孩子们开队会、 排集体舞、 办活动， 我

能够将全校所有队干部的名字叫出来 ，

我对每个中队的队活动了如指掌， 就连

各班有几个 “小闹儿” 我都一清二楚。

年轻人有忘我的工作热情 ， 有使不

完的劲儿， 有许多的灵感和新想法。 人

几乎是不知疲倦的， 只是一个劲儿地向

前奔。 我成了一名真正的 “孩子王”， 成

了所有孩子喜欢的 “大姐姐”。 忘我的工

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学校一举获得

4

项

全国少先队 “创造杯” 奖、 北京市艺术

节朗诵比赛一等奖……

后来我因故调离学校 ， 林校长与我

有了一次长谈， 还提起了最初我写的那

句话， 她说： “你这孩子， 心量大。 不

论到哪儿， 你都能行。”

再次重温当初的誓言 ， 第一次感受

到一颗初次踏上教育之路的心所蕴含的

力量。 “一个好老师意味着什么？ 首先

意味着他是这样一个人 ， 他热爱孩子 ，

感到和孩子交往是一种乐趣， 相信每一

个孩子都能成为好人， 愿意和他们交朋

友， 关心孩子的快乐与悲伤， 了解孩子

的心灵， 时刻不忘记自己也是个孩子。”

苏霍姆斯林基说。

偶然的艺术之旅

之后， 在另一所小学 ， 我成为了一

名音乐教师 、 一名童声合唱团指挥。 我

一直庆幸在自己的生命中有这样一段

艺术经历。 说起来， 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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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由 《哈

农练 习曲 》 起步 ， 学钢 琴 、 五 线 谱 ，

学试唱 、 指挥 ， 并梦想着考进中央音

乐学院……真是玩笑。

在那段时间里， 我阅读了大量的音

乐家著作和指挥家传记， 得以和音乐大

师的作品静静相对， 更感受到了音乐家

的天才、 激情和魅力。

寒来暑往， 我的教师生活是无休止

的排练、 演出、 上课、 学习。 最终， 学

校的童声合唱团在国家级比赛、 国际合

唱节中都获得了最高奖项， 而我也在

1993

年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

一个玩笑最终成就了一个梦想。

学习音乐的过程是极为艰苦的， 我曾对

着巴赫的复调练习曲流泪， 曾对着比赛的总

谱彻夜难眠， 曾为音乐学院的期末考试张

皇失措， 甚至连大三和弦都听不懂了……

说实在的， 对半路出家的我来说 ， 这样学

音乐绝对是疯狂的。 我开始明白， 一个目标

是这样难以企及。 当然， 我从中获得的精神

更为珍贵： 笃实、 扎实、 务实； 有序 、 有

效、 持之以恒。 我终于做好了当班主任的基

本准备。

零起步的新班主任

1995

年 ， 我成了一名语文教师 、 班主

任， 这是一次全新的工作体验。

54

名学生，

1

个热情满腔却几乎零起步的班主任、 语文

老师， 一定是让学校揪着心的。

凭着对工作与学生的全情投入， 凭着以

往练就的务实、 扎实、 笃实的工作作风， 凭

着 “用心做到最好” 的做人做事准则， 我带

的这个毕业班收获了不错的成绩。

我不相信成绩来自偶然。 当我回首作为

班主任和语文教师最初几年的收获时， 我思

考并寻找着自己取得成绩的关键支撑点：

在繁忙的工作中， 我为什么会迷上日记

教学， 为什么会每天不厌其烦地阅读学生的

日记并为他们写有针对性的评语， 为什么会

躺在病床上仍然要为日记的出版做最后的编

辑工作？

在接手一个混乱的班级时， 我为什么要

开通家校直通车， 为某一个或几个孩子的点

滴进步， 倾情投入、 不计得失？

在学习之余， 我又为什么带着学生将目

光投向课堂外面的世界， 让他们 “国事家事

天下事， 事事关心”？

此时， 我再次重温了自己在工作最初写

下的职业理想： “以自己的努力， 使每个学

生都能获益， 并对他的一生产生积极影响。”

在历经了

15

年一线班主任工作的磨砺

后， 教育教学中的坎坷、 失败与成功让我

渐渐褪却了曾有的对工作的急功近利 ， 内

心对教育更加敬畏， 对教师角色的认识也

更为清晰。

我告诫自己， 只要是一名教师， 就要在

教育教学中耐得辛苦。 我期望自己能够成为

一名真正的教育者， 单纯专注地投入工作，

零距离、 多角度、 全方位地与学生的生命互

动， 以爱育爱， 以能养能， 以德培德， 以心

传心。

我愿意 “让我的教室里每个孩子的心灯

都亮着”，如果心灯黯淡了，我会再次点亮它；

我愿意为孩子留下有童年色彩的学习记

忆， 这是教师工作的意义与价值之一；

我渴望我的孩子在学校的每一天都有收

获， 不论他们走到哪里， 都会得益于这一份

成长。

———是的， 我明白这就是我的愿望， 并

且清楚地知道， 我要为此付出努力。

———是的， 这一切并不是为了什么夸赞

与荣誉， 只是为了教育者心灵深处的呼唤。

———是的， 教育和任何人类最美好的事

物一样， 它的本质是爱。 教师爱孩子， 应该

是无条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