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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视

当我得悉自己入选首届“苏教
名家”培养对象时，成长路上的痛
苦与欢乐、彷徨与顿悟霎时溢满而
出。回望自己走过的成长之路，我
深有感触：不忘教育初心，兢兢业
业耕耘，终究会让教育成为最美好
的遇见。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说：
“真正的教育，是一棵树撼动另一
棵树，一片云推动另一片云，一个
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在我教育
生涯的最初时光里，有一段经历
弥足珍贵 ,它指引我走上小学数学
教学之路，并成为照耀我前行的
光束。

这段经历是我在江苏省海门师
范附属小学的实习之旅，至今仍历
历在目。当时我初为人师，站在讲
台上面对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
不禁有点战战兢兢。出乎意料的
是，我执教的《异分母分数加减法》
一课得到了指导老师的称赞。她说
我对数学课有独到的解读，思路清
晰，善于讲解，鼓励我在小学数学
这块园地里好好耕耘。这样的肯定
与鼓励如春风拂面，让我这个刚刚
站上三尺讲台的农村娃内心久久不
能平静。我暗下决心，要在小学数
学教学领域走出属于自己的一条康
庄大道。

实习期间，我还有幸聆听了全
国著名特级教师张兴华执教的《面
积与面积单位》一课，并拜读了张
老师的专著《儿童学习心理与小学
数学教学》。从教育前辈的手上接
过灯盏 ,如一束光簇拥着另一束光 ,
我沐浴于这些明媚、温暖的光影
中，努力汲取源源不断的力量去探
寻数学课堂之美和教学之美。

毕业分配后我回到家乡，任教
于启东市圩角小学——一所普普通
通的乡村中心小学。我接手的是四
年级的一个班，负责教数学。当时
班上有一名特殊的学生，母亲智力
有障碍，父亲老实木讷，孩子上课
基本不听，作业基本不交。我通过
观察，发现她打扫卫生特别干净，
便让她担任班级整洁区的保洁员，
逐渐拉近与她的距离。随后我趁热
打铁，开始帮助她弥补知识的缺
陷。从最简单的加减法运算，到两

位数乘除法运算，再到艰涩的应用
题，我循序渐进地帮她补习以前落
下的功课。经过 3年的陪伴，她终
于走出昔日阴霾，走进阳光地带。
看着她脸上的笑容，我也欣慰地笑
了，体验到了初为人师的快乐。

或许是我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成
绩得到上级认可，工作刚满 3年，我
被调到一所偏僻的村小任校长。这
是一次提拔，也是一次挑战。我走
进这所村小，迎接我的是老旧的校
舍、泥泞的操场、一群淳朴天真渴
求知识的孩子、几位满腔热情却年
事已高的教师。我没有退缩，一个
人挑起几副重担，既是校长，又是
主任，还是数学教师。年轻的我，
迅速成长为一个能挑大梁的多面
手。课余时间，我提着大大的涂料
桶，和老师、学生们一起粉刷墙面、
美化校园。我这名数学教师就这样

“华丽”转身成了新手粉刷匠，手艺
从生疏到熟稔。一面面墙壁从斑驳
到平整，见证了我的誓言——“每天
改变一点点，总会旧貌换新颜”。
我因此有了“刷墙校长”“涂鸦校
长”的称号。

“外树形象，内练真功”，年轻的
我追光而行，有使不完的劲儿。白
天，我忙于大大小小的学校事务；
夜晚，是属于我的清修时光。一个
人、一间屋、一轮月、一盏灯，我钻
研教材，记录随感，自得其乐。365
个日子，20多万字的摘抄、100多篇
教学随笔、10多篇发表的文章是我
向光阴交上的答卷。有了勤奋与刻
苦的浸润，有了理想与朝气的陪
伴，我刚刚启程便收获颇丰。回眸
梳理，我无比感怀这段艰苦的村小
工作经历，它成了我专业成长不可
或缺的起点。也是在那一年，我报
名参加了全县村小教师优课评比，
从乡镇选拔，到学片选拔，直至县
里比赛，我一路过关斩将，最后获
得一等奖。

2009年，我被调入江苏省启东
实验小学，同时被遴选进全国著名
特级教师蔡宏圣老师担纲负责的

“南通市蔡宏圣名师工作室”。蔡
老师先进的教育理念、丰富的教学
经验、高超的教学技能，像一盏明
灯，照亮我前进的道路。蔡老师经

常带领我们一起磨课。磨课的过
程，其实就是研究和推敲、总结和
反思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饱含艰
辛，但也让我感受到幸福，体验到
成功。

2013年，我参加江苏省杏坛杯
青年教师优课评比，选择的课题
是《圆的面积》。选择上这节课的
教师很多，但思路都大同小异 。
如何才能找到独特的视角更深刻
地演绎，我苦苦思索。蔡宏圣老
师指点我，翻阅圆面积的数学史，
从数学史的角度，找寻圆面积知
识的本源。于是我竭尽所能，把
与圆面积有关的数学史方面的资
料收集起来，细致分析，终于从崭
新的视角演绎出一堂全新的课。
最终我以追本溯源的教材处理、
精致预设下的灵动生成、圆融和
谐的师生关系，赢得了评委和听
课师生的好评。

真正的成长，是心灵不断净化
的过程，是精神世界不断变得富
足、充实的过程，是教育教学能力
不断提高的过程。 2016年取得特
级教师称号后，我没有停止前进
的步伐，而是把它视为专业进阶
的 基 石 。 2018 年 ，我 被 评 为 省

“333 高层人才培养工程”第二层
次培养对象，同年遴选进入南通市
名师一梯队成员、省领航名师小学
数学项目组成员，并评上了正高级
职称。 2020年，我获得南通市“四
有好教师”领衔人称号，成为省乡
村骨干教师南通市级站领衔人、省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省“苏教名
家”培养对象。

专业阅读夯实了我的学术底
子。20多年来，我从未间断过自己
的专业阅读。我重点读 3类书：哲
学和方法论方面的书、教育心理学
著作、教育数学类著作和刊物。长
期持续深入的专业阅读，拓展了我
的教育视野，丰富了我的教育见
解，深化了我的教育认知，推动了
我的教育创新，为自身专业发展提
供了丰富的学术土壤。

教学研究成就了我独特的执教
风格。我积极倡导“智性课堂”，主
张“为理解而教”，逐步形成了深刻
而灵动的课堂教学风格。近年来，

我在数学课堂教学中，努力把数学
知识中的学习“点”，按照一定的规
则和方法建立起关联——或是用

“线”有机串成知识体系，或是把同
类小“点”有机整合成大的“集合
点”与“群”进行学习……以达到切
实把握数学知识结构与内在关联、
灵活解决数学问题、获取更为有效
的数学学习策略、提升数学学习质
量、享受数学学习过程，实现“智性
学习”的目的。

工作以来，我没有间断过教育
论文和随笔的写作，撰写的《智性
学习——让数学课堂散发出应有的
魅力》《对智性学习内涵与价值的
思考》《智性学习：有效增进学习效
能的理论》等一批论文，分别发表
于《人民教育》《江苏教育》等杂志，
其中 6篇论文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
全文转载。

课题研究凝练了我鲜明的教学
主张。我从县级课题起步，一步一
个脚印，不仅成功申报了大市级课
题，还申报立项了江苏省“十二五”

“十三五”重点研究课题，品尝到成
功开展研究的喜悦。随着课题研究
的不断深入，我对于“智性学习”理
论的理解，经历了“由知入至，由至
而智”三个不同层面循序渐进、螺
旋上升的认识过程。“智性学习”，
既是一种教学主张、教育理念，也
是一种基于对数学学科的理解、一
种实现学生素养提升的教学策略。
我围绕这一主张形成了一批课题研
究成果，在 2017年省教学成果奖评
选中获得一等奖。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
教育之路无尽，奋斗之心不息。我
将笃行如初，行稳致远，不断攀登
教育的高峰，成就不同凡响的精彩
人生。

（作者系江苏省启东实验小学
校长，首届“苏教名家”培养对象，
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江
苏省中青年科技领军人才，江苏省
小学数学乡村骨干教师培育站主持
人，江苏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江
苏省名校长工作室主持人 ,先后荣
获“ 江 苏 省 基 础 教 育 改 革 先 进 个
人”“江苏省优秀教育工作者”等荣
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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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教育成为最美好的遇见
■陈金飞

我在中心小学任教时，一所村
小教六年级数学的老师请产假，领
导让我去该校代2个月的课。虽然
我需要两头跑，上午在中心小学教
自己的班级，下午赶往 2公里之外
的村小，但我还是乐意的，因为这
个班级在全镇统考中成绩总拿第
一，我想这样的班级不会难教。

一节课下来，学生果然一教就
会，但我感觉不舒服，因为整节课
学生一脸冷漠，不露一丝笑容，也
没人举手回答我的提问，弄得我只
能自问自答，后来干脆也就不提问
了，直接一讲了事。

下课后，我问学生：“上课的时
候，你们怎么不对我笑呢？”学生回
答我：“我们的老师上课时从来不
对我们笑。”原来如此。后来遇到
他们原来的数学老师，我问她：“你
班的学生怎么没有笑容呢？”她抱
怨说：“他们不会笑。”我又问：“那
你笑了吗？”她想了一想说：“好像
没有。”于是，我提醒她：“你笑了，
学生才会对你笑。不信，你试试。”

由此我又想到了以前一位家
长在网上发的关于“老师冷漠门”
的帖子。这位家长说：“我儿子早
上在学校门口执勤，见到老师都敬
礼喊‘老师好’，但我注意观察过，
有的老师连一个表情都没有地走
过。我很生气，真的很生气。”这位
家长认为：“这不单单是礼貌问题，
这会影响孩子。问候换来面无表
情，这是对孩子的伤害。”

是啊，如果教师的样子如此冷
漠，不仅会给学生的满腔热情泼上
一盆冷水，更严重的是，还有可能
让学生因此而变得冷漠。正如那
位家长所说，我们教师应该学会微
笑面对学生。

在一个人的表情中，微笑是最
基本的符号。一个人即使不漂
亮，但如果有笑容，在别人眼里依
然会有光彩。文学家雨果说：“微
笑就是阳光，它能消除人们脸上
的冬色。”微笑是人类最甜美、最
动人的表情，也是最具“风景”的
表情，在日常生活和人际交往中
具有重要作用。

微笑的背后是价值观、信仰在起作用，教师的微
笑意味着“喜爱”“肯定”“期待”与“宽容”，给学生春天
般的温暖；微笑的背后还是思维方式在起作用，教师
的微笑可以换来学生的微笑，你笑对学生，学生也会
对你笑。

曾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上海市黄浦区
报童小学的 11位教师荣获“微笑教师”称号，学生们为

“微笑教师”佩上“笑脸奖章”。该校开展的“美丽微笑，
和谐校园——微笑教师”评选活动，由全体学生提出

“微笑教师”的15条标准并评选出“微笑教师”。
反之，臭着脸的教师不招学生喜欢。我女儿在读

初中时，曾经说及一位任课老师从来不笑，只在上公开
课时才露出一丝笑容。“真讨厌她”，女儿重复的这句话
让我想起了曾在《中国教育报》上看到的一篇题为《微
笑面对学生》的文章——

那天经过三年级教室，我发现几个小朋友正在做
“模拟法庭”的游戏。“法官”一脸严肃地对各类“犯人”
进行着宣判：“小偷，屡教不改，有期徒刑两年；局长，贪
污受贿，有期徒刑 4年；教师……”“法官”看见我，宣判
戛然而止。

此时，我猜测着“法官”将要宣判的内容：体罚学
生？作业太多？工作马虎？……为了解开谜底，我蹲
下身来，请小“法官”继续宣判。这个小家伙先是冲我
一眨眼，继而又一脸严肃地宣判起来：“教师，从来不对
学生微笑，有期徒刑6年……”我愕然。

一位中学生面对记者“假如你是教育部长”的提
问，回答道：“我要开除那些不会微笑的教师！”一位学
生在高考作文中这样写道：“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要
移植蒙娜丽莎的微笑给我的班主任老师，让她铁板似
的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这些事例都在告诉我们，学
生渴望看见老师的笑脸。

微笑可以帮助教师教育学生。微笑可以降压消
火，这也是心理学中情绪的感染性和移情作用的体现。
许多时候，教师的微笑胜过千言万语，起到化干戈为玉
帛的效果。用微笑面对犯错的学生，首先可以消除学
生的抵触情绪，然后可以在心平气和的谈话中晓之以
理，最终动之以情。

从另一方面看，微笑体现了积极的生活态度。教
师微笑教学、学生微笑学习可以培育积极健康的生活
观。美国优秀教师布朗说：“我们对学生微笑，生活就
会对学生微笑。学生也会微笑着面对生活。”让学生乐
观地面对生活与学习中的各种困难与问题，本身就是
一种重要的教育，也是教师责无旁贷的职责所在。作
为学生的“重要他人”，教师的知识状态、生活状态和情
绪状态都会感染学生的学习状态和生活状态，悄然影
响着他们对于未来生活与职业的期待。魏书生在一首
诗中这样写道：“我以我心付童心，笑看花苑迎朝阳。”
由此可见，微笑本身就是教育。

微笑在教学中的作用，还有人把它上升到了教学
法的层面。曾经在《教师博览》杂志上看到江西灵溪中
学的徐老师介绍他的“微笑教学法”，多年来他坚持微
笑上课，学生普遍受到鼓舞，感到亲和，体验了幸福。

笑容是教师最好的名片，而学生的笑容是教师最
好的奖章。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老师的微笑是世间最
美好的，也是最能创造价值的。”

（作者系无锡市锡山区教师发展中心师训部兼科
研部主任，正高级教师，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江苏省教育厅小学数
学学科领军人物培养对象，无锡市教育名家培养对象，
无锡市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无锡市首批名师工作室
领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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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
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
是当人年轻的时候。你走错一步，
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
影响一生。”从教近 30年，我一直持
有这样的执念：我们陪伴学生的这
些年华恰是他们人生的紧要处，是
他们漫长人生的重要光景。师生一
场，缘深情切，我要做的便是当他
们迷茫时，去引领；当他们疲累了，
去鼓劲；当他们成功了，去喝彩；当
他们失败了，去陪伴，用我的努力
奋力托举起一个个鲜活灿烂的生
命，让他们稳健地行走在人生的征
途中，实现属于他们生命的拔节和
抽穗。

“薛老师，一直想跟您说一声谢
谢。8年前要不是您不断地鼓励我，
要不是您不厌其烦地做我爸妈的工
作，要不是您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
刻陪伴我、引导我，此时此刻的我就
没有机会坐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
给您写下这封真挚的感谢信。衷心
感谢您在我成长路上为我付出的一
切，感恩生命中有您！”我打开 QQ邮
箱，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将我的
记忆拉回到 8年前的那个清晨。

晨光熹微，隆冬季节朔风凛冽。
早上 6点 15分，晨读还未开始，教
室的灯却已经亮起，我满心疑惑：
谁这么早就来教室了？走到教室外
的走廊里，透过朦胧的玻璃，我看
到了一名学生正两眼无神地望着黑
板发呆。我快步走进教室，看着她
冻得紫红的手，关切地说：“天这么
冷，你来得可真早。”她抬起头笑了
笑，红肿的双眼刺痛了我的眼睛。
过了一会儿，她一字一句轻轻地
说：“薛老师，昨晚我和爸妈吵架
了，吵得很凶。您知道我酷爱文
学，想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可是爸
妈不许我参加艺考。我整晚都没

睡，今早一个人跑到学校来了。”顿
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其他学生下
课聊天时她手不释卷的情景，以及
她为自己写的诗歌和文章见诸报端
而欢呼雀跃的场景，还有写在“我
的大学梦”板报上赫然醒目的“中
央戏剧学院”6个大字。

我明白，她是个追光的孩子，文
学就是她生命中的光。而此时此刻
她因为父母的不理解，平日里灵气
满溢的明眸蒙上了沉重的灰霾。

“薛老师非常理解你此时的感
受，也知道你的文学爱好和天赋，你
先上好课，我来找你父母谈谈。”我
决定帮她一把，并鼓励她不要放弃
自己的文学理想，因为追梦的路途
不会一帆风顺，一切逆境都是青春
的必经之路。

窗外的风刮得愈加凛冽，不一
会儿洋洋洒洒下起了大雪。

回到办公室，我迅速拨通了她
父亲的电话，告诉他孩子已到学校
不用担心，并且和他交流了孩子的
精神状态和学习情况。一谈到孩子
的艺考问题，她的父亲就表现出马
上终止对话的意图，我知道此时不
宜再谈这个话题。于是，我约了她
的 父 母 到 学 校 聊 聊 孩 子 的 学 习
问题。

她的父母如约来到办公室后，
我和他们聊起了那天晨读前看到的
场景，告诉他们原来那个活泼泼满
是灵气的女孩已经变得郁郁寡欢
了，接着说起学校老师和同学对她
出众的文采的赞赏，并拿出学校近
年来通过艺考上了自己满意大学的
孩子们寄给母校的各类作品……

雪停初霁，冬日的阳光开始驱
散大地的冰冷。不知不觉 3个小时
过去了，她的父母对艺考的态度渐
渐由排斥转向了接受，由满脸的严
肃紧绷变得怡然放松。“感谢您，薛

老师。您愿意花时间和精力与我们
沟通完全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
回去再好好商量一下。”她的父母离
开我的办公室后，我又找到她，了解
她目前的状态，并且帮她分析当前
成绩和理想大学的差距，鼓励她一
定要做一个脚踏实地的追梦者，为
实现自己的文学梦不断努力前行。

一年以后，她顺利考上了中央
戏剧学院。临行前她来探望我，和
我畅谈了以后的人生规划，眉目间
皆是欢喜。4年以后，她顺利考上了
北京大学文学院，成为北大中文系
的研究生。

善念存心，和光映面。作为教
育者的我们理应如阳光般让孩子们
的心灵更敞亮，而学生的每一声感
谢都更坚定我前行的步伐。

我不禁又想起了另一名学生。
那天，班长向我通报：“薛老师，小赵
（化名）吃完饭后没有回教室，她去
操场了。”学生晚饭后本应回到教
室，我怀着一丝担心走向学校操场。

落日时分，晚霞漫天，夕阳下伫
立着一个瘦小身影，小赵在偌大的
操场上显得格外落寞。

印象中的小赵性情内向寡言，
不太爱参与班级事务，是“沉默的大
多数”中的一员，但是我一直关注着
她。小赵偏科严重，数学成绩处于
班级下游水平，是数学老师眼中的

“学困生”。
“小赵，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操场

上来了？”我关切地问。
“我可能真的学不好数学了，总

是班级最后一名，薛老师，我该怎么
办？”小赵瞪着迷茫的眼睛向我
求助。

我领着她来到办公室，她泪流
满面地向我倾诉在数学学习上的种
种无助和自卑。我清楚，此时的她
不仅需要老师心理上的帮扶和鼓

励，更需要学习方法上的针对性指
导。于是，我请来了数学老师，一起
帮忙分析小赵在数学方面的弱点和
不足，为她量身定制了“小步伐+快
节奏”的学习方法。小赵欣然接受
了我们的帮助，小姑娘双眼中焕发
出明亮的光彩。

校园里百花齐放固然美丽，殊
不知，每朵花的花期各不相同，生长
环境和成长姿态也千差万别。紫荆
浓艳，丁香脱俗，丹桂浓香，海棠淡
雅，花各有其美，孩子们的生命姿态
亦然。虽然他们的人生道路因人而
异，我们无法改变他们的花期，但是
作为园丁的我们可以关注他们成长
的过程，遵循他们的成长规律，悉心
陪伴，适时照料。

对于小赵，我不停地给她鼓励
的眼神和激励的话语。她的数学成
绩迈着小步伐，循着快节奏，渐渐
地和班级其他同学齐头并进了。她
去数学办公室请教问题的次数越来
越多，越来越关心班级事务，人也
变得越来越自信了。那个曾经在操
场上黯然落寞的身影已然化为夕阳
旁那抹绚烂的晚霞，那个曾经流泪
无助的女孩在她本该绽放的花期如
期盛放了。

后来，小赵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毕业后进入一家银行工作。去年教
师节，小赵来探望我，真诚地对我
说：“薛老师，如果不是您，我可能当
年就辍学了，是您改变了我的人生
轨迹。”

我相信，教育者传达的每一份
善念都会凝聚成点滴能量，化为一
盏明灯，照亮孩子们前行的路。

（作者系南通市通州区金沙中
学副校长，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
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南通市英语学
科带头人，曾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二等奖）

一位教者的执念一位教者的执念
■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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