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朵花，酿生命的蜜
■四川省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天府校区 宁超群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
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
时明白起来。

——王阳明

2021年，我在生命的长河边种
下了几粒希望的种子，满怀期待地
希望能收获些什么。然而，我收获
的却只是几朵暗淡的小花。

理想课堂理想吗？

2021年春季，我阅读了《理想课
堂的三重境界》《生命中最好的语
文课》两本书，完成了语文研课的
保底预习作业。由于缺乏基础知
识，解读文本的能力不够，我听了 8
次课，却始终不敢在我的课堂上
实践。

暑假里，我重读了《理想课堂的
三重境界》，尝试用理想课堂的框架
进行课程设计。因为太过急切地追
求理想课堂的模样，最终呈现的效
果与理想课堂相差甚远。

此后，我又采用大单元设计+理
想课堂框架的模式重新设计。导读
课，利用过关清单夯实基础；推进
课，围绕大问题分课推进，将独立品
读与小组研读相结合，让学生自主
讲解、回应、补充、归纳。第二次尝
试让课堂变得精彩纷呈，孩子们的
思维打开了，学习热情点燃了，生命
处于一种勃发的状态。原来，只要
敢放手，他们会变得如此爱学习，也
如此会学习！

欣喜之余，我又疑惑了，除了点
燃和激励之外，我能做的还有哪些？
这就是真正的理想课堂吗？新教育
提出，理想课堂要有参与度、亲和
度、自由度、整合度、练习度、延展度
的“六纬度”，和落实有效的教学框
架，发掘知识的内在魅力，实现知
识、社会生活和师生生命深刻共鸣
的“三境界”，我所采用的理想课堂
框架+大问题引领+分享式学习的教
学模式，能够达到教育的理想状
态吗？

理想课堂理想吗？我无法给自
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不完美的“完美教室”

从 2021年 9月开始，我们在日
常教学中新增四项完美教室行动：
晨诵、午读、暮省和共读共写。清
晨，伴着朝阳朗读；午间，沉浸海量
阅读；放学，省思当日得失；每周，师
生共读共写共分享。

这 样 的 教 室 看 上 去 多 完 美 ！
然而我没想到，真实的情况却是时
间被挤占，晨诵无深度，阅读质量
低 ，暮 省 形 式 化 ，共 写 文 章 效 果
一般。

魏智渊老师曾多次提到：做事
要有研究思维和闭环思维。针对完
美教室执行效率不够高的问题，我
对班级的孩子进行了连续一周的全
程观察，记录现象，分析问题，寻找
策略。这种研究方法使我掌握了思
考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可是孩子们
是活泼泼的，问题也是活泼泼的，课
堂中出现的问题不可能找到一劳永
逸的解决办法，新的问题也在不断
出现。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在努力
打造完美教室的过程中，我常感心
力交瘁。

所谓的完美教室，在 2021年的
秋季仍然没有实现。

没有答案的卓越课程

2020年 9月，我校开始构建品质
课程。作为一个“课程小白”，我和
同事们一头扎进了课程研究中。顶
层设计、全学科铺开、重点学科领
头，每项内容都要从头学起。观摩
课堂现场，分析学生发展，调查教师
需求，反思实践步骤……2021 年 5
月，我校在全区品质课程展示活动
中获得了专家与同行的赞誉。

近一年的辛苦有了回报，我的
心中却多了一份疑惑：理想中的卓
越课程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带着这
个问题，我在新网师秋季选课中选
择了《研发卓越课程》。

研读是痛苦的，现象学、耗散
论、混沌理论……陌生的词语应接
不暇。查资料、找论文，一句一句
地读，一小段一小段地梳理，我写
下了 55篇读书笔记，也只是勉强梳
理出《后现代课程观》的大意。完
成作业更痛苦，两周一次的作业不
知该从何处下笔，在书桌前常常一
坐就是半天。从 60分写到 75分、85
分 、90 分 …… 我 用 尽 了“ 洪 荒 之
力”。我还承担了《研发卓越课程》
的志愿者工作，听直播、看回放、整
理实录，反复订正内容的过程也加
深了我的理解。想方设法吃透知识
后再与班本课程对接，进行课程再
设计。

研发出的课程算得上卓越吗？
我不敢肯定回答。但是对比之前的
课程设计，我的教学理念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开始明白了

魏智渊老师对课程
的解读：“课程，就
是我们穿越的这
段 旅 程 中 的 全
部：意愿、计划、
资 源 、行 动 、反
思、建构下的经
验 。 课 程 就 是

‘道’，就是被我
们用脚走出来的
道路。课程就是
通过这条道路，走
到道路终端的那个
人，他就是我们思考的这
个课程。”

缔 造 完 美 教 室 ，构 筑 理 想 课
堂，研发卓越课程，是我 2021年教
育生活的三朵小花。花儿的养分
来自专业的学习。可是，我的读写
真的专业吗？回答是否定的。年
初踌躇满志，年末却望书兴叹。 5
月参与郑州共读时我深受震撼，却
没有好好借鉴这种啃读方式，全年
阅读仍然延续了以前随性读书的
习惯。

翻看一年来的日更写作记录，
无目的、无主题、无思想，只是文字
的集合体。做过的 8次专题分享也
缺少梳理，没有专业表达的意识。

这一年里，我常常不由自主地
跟自己较劲，跟他人比较。回到自
身，我扪心自问：我过上了一种幸福
完整的教育生活吗？

“完整”首先应该是事情的完成。

一一细数，这一年我完成了不少事
情，也有很多事情尚未完成。我想，

“完整”的含义里还应有对未完成的
包容，譬如包容完美教室里的不完
美、理想课堂里的不理想，在追求卓
越的同时也包容平凡……这样思考
着，便生长出“自我悦纳”的意味。

很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追寻生命
的意义。2021年，我也在苦苦寻觅
生命的意义，寻到的却是一个又一
个不确定的问题。在种种不确定中
我意识到，课程不是跑道，而是跑的
过程；课堂不是跑道，而是教与学的
过程；生活不是跑道，而是生与活的
过程。我愿意用热爱去擦亮生活，
用行动来酿造生命的蜜。

回头再看那三朵小花，颜色竟
一时明艳起来。

图为学生们在课堂上分组讨论图为学生们在课堂上分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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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挑战并不是要让你陷
于停顿，而是要帮助你发现自我。

——约翰森·里根

引言
挑战 2021——这是我在 2020年

末为自己定下的目标。
2019年，我遇见了新教育网络

教师学习中心；2020年，我在艰难的
行进中，看到了柳暗花明；2021年，
我想挑战自己的极限，发现那个被
遮蔽的自我。

如今，回望来路，2021年所经历
的种种挑战历历在目。这是不断书
写勇气与奋斗、挫败与失落、伤心与
绝望、不屈与坚强的一年。我一次
次想要放弃，却又一次次艰难地挺
了过来。

挑战哲学——踏上求智之路

年过四十，我的困惑并没有随
着年龄的增长而有所减少。物质丰
裕了，信息发达了，心却越来越浮
躁，人也变得越来越功利。我需要
一把利刃，冲破层层迷障，为心灵找
一个家园。于是，我走进了哲学的
世界，想要寻一个答案。

2021年上半年，我挑战了《大问
题》课程。这是新网师最难的课程
之一，课程的难度远超我的认知。
每次打开预习作业，生涩的专业词
语让我不得甚解；面对老师提出的
一个个问题，即使翻看大量书籍依
然无从下笔；面对先哲们智慧的思
考，我几乎无法开口表达自己的所
思所想，跳不出思维的墙。

艰难时，我也想着干脆应付应
付算了，何苦折磨自己呢？慢慢地，
我却喜欢上了这种“受虐”的感觉。

西西弗斯的故事让我懂得了关于虚
无的真正含义；我知道笛卡尔的“我
思故我在”原来是对自我的不同解
答；我明白什么是“休谟之叉”，开始
思考“电车难题”。

当 我 的 预 习 作 业 终 于 获 得
“优”；当我在一次次苦思冥想后豁
然开朗；当我用全新的思维处理
学生问题；当我不再感到那么焦
虑……我终于明白，哲学就是在永
无止境的自我否定中不断发展的怀
疑精神与批评意识，它让我学会了
质疑、批判、追问、思索。

下半年，我挑战了《中国哲学十
九讲》。中国哲学有着独特的气质。
如一位老师所说：“学中国哲学，需
要一种悟性。”儒家思想中“开辟价
值之源，挺立道德主体”的担当和进
取，我还勉强能理解，等到开始学习
道家的“虚一而静”、佛家的“诸行无
常，诸法无我，缘起性空，自心现量”
等思想时，我就彻底迷糊了。直到
课程结束，我的悟性也没开。

即便这样，这门课也带给我了
可见的改变。冥冥中，我感受到了
一种感召、一种超然、一种释怀。哲
学的主要功能不在于改造世界，而
在于改变自身。它教会我们调整状
态，改变思维模式，改变看待世界的
眼光，使我们在精神和心理上感受
到快乐和幸福。

挑战新班——踏上超越之路

新教育人最信奉的一句话就是
“躬身入局”，躬耕于田野。

生命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向外
的，一种是向内的。一种是物质的
扩张，一种是精神的保有。如果缺
少了向外的扩张，生活就显得自闭；

如果没有了精神化的生活，向外的
扩张便没有了支撑。人只有一路追
问生活和生命的意义，才能够不断
超越自己。

作为一名教师，什么才是他生
命的意义？什么才是他精神的保
有？如何才能让向外的扩张拥有精
神的支撑？带着这些问题，48岁的
我再次走上了班主任岗位。

孩子们介绍自我的作业《自我
画像》，让我不得不正视青少年中普
遍存在的问题。一幅幅“自画像”无
法让我捕捉到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和
向往，也看不到一个个鲜活个体的
独特之处。我忽然陷入了深深的
忧虑。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接触，
我召开了第一次以“我是谁”为主题
的班会。我是谁？我想干什么？什
么是让我最开心和放松的？我是不
是一定只有考大学一条路可走？思
考才能带来转变，我把这些问题抛
给了学生们。“我们现在的梦想孕育
着将来的生活”，我始终认为，让学
生找到自己的梦想，有时比传授知
识更为重要。

在进行了一连串有关梦想、价
值和生命意义的教育之后，周五，我
带领学生观看了电影《卡特教练》，
集体讨论这部电影带来的思考，并
结合他们的具体情况和案例进行了
深入剖析。这部电影让学生们认识
到，人只要相信自己，什么时候改变
都不算晚。

在发现班上的学生普遍不会做
学习计划、也不会制定学习方案时，
我决定在班里成立读书小组，通过
阅读进行具体的指导。我们共读的
第一本书是《认知天性》。我召开了

读书动员会，安排好读书时间，让学
生写读书笔记，进行共读引领。

尽管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也
想了很多办法，可最终的成效并没
有达到我的预期。最初的热情在现
实面前遇到了无情的阻碍。深夜醒
来，我常常难以入睡，不知该如何改
变他们现状。“70”后与“00”后的碰
撞、理解，是我再次担任班主任工作
后的主题。

挑战生命——踏上回归之路

在工作和学习的双重压力之
下，我终于病倒了。

因为要接手新班，我没有请假，
而是坚持带病工作，身体没有得到
应有的休息，人也住进了医院。住
院期间，我的肠胃里割出 6块息肉。
当我被推进核磁共振机器时，我忽
然想到，如果生命就此结束，我所做
的 一 切 到 底 值 不 值 得 ？ 有 没 有
价值？

也是借由这次生病，我开始重
新思考人生，我一直秉持的理念和
不懈的追求到底所为何来？在消极
悲观的情绪下，是曾经学习的中国
哲学挽救了我。回归本心，心安就
是福。心慢慢地静下来，我的病也
慢慢好起来了。人生更应该像缓释
胶囊一样，慢慢释放，逐渐加力，而
不能用力过猛。

这一年，我迎接了很多挑战，也
经受了很多煎熬。成功也好，失败
也罢，每一次挑战都是一种经历、一
笔财富。

2022年，我给自己选定的关键
词是“勇气”，希望在这个不确定的
年代，我能够有勇气完成生命留给
我的命题。

挑 战挑 战
■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第六中学 崔俊莲

2021年，本是普普通通的
一年。这一年我加入了新教
育网络教师学习中心，在经历
一年的精进成长后，我实现了
人生最美的蜕变。

倦怠：我成了苍老的“雄鹰”

或许大家都知道老鹰重
生的故事，据说有一种老鹰生
命可达到 70岁。当它 40岁
时，锋利的爪子开始老化，喙
变得又长又弯，羽毛又厚又
重。老鹰要想获得重生，必须
用自己的喙击打岩石，直至喙
完全脱落，再慢慢等待长出新
喙。然后，忍痛把趾甲全部拔
光，把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
个月后，新的趾甲羽毛全部长
出。它又可以重回蓝天飞翔
了，从此寿命又可延续30年。

近 34年的教育生涯，让我
也渐渐变成了一只苍老的

“雄鹰”。
1987年，20岁的我开始

登上讲台。在近 20年的时间
里，我潜心研究和实践苏霍
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并出
版研究专著《苏霍姆林斯基
家庭教育思想解读与实践》。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打乱了生活的节奏，
我的专业发展也慢慢进入了
停滞阶段。53岁的我似乎已
经“参透”了人生：半生劳碌，
日日勤奋，换来的却是一箱
用处不大的证书和一堆无处
安放的书籍，人生到底有什
么意义呢？

一次偶然机会，我结识了马增信老师，得知他
在加入新网师后实现了新的专业成长。经过交流，
我也下定决心要报名参加新网师学习，追求生命质
量的提升，努力实现人生新的转变。

启程：踏上蜕变之旅

2021年春节后，54岁的我开启了新网师学习
之旅。

一进入学习，我就树立了全力以赴、追求卓越
的目标，决心从第一次打卡和第一次作业做起，让
每项任务都成为精品。然而，《教师阅读地图》课程
第一次预习作业的“失利”，改变了我对学习的
认知。

2月 15日，课程组长王振铭老师布置了第一次
预习作业。我的作业成绩得了 85分。这个成绩不
算差，但我必须找到与优秀者的差距。于是我下载
了米永丰老师获得 96分的作业，认真分析我的问
题：由于审题不细致，漏掉了一个要求。

这次作业的教训让我端正了学习态度：追求卓
越不仅是学习的目标，更要落实在学习行动上。第
2次作业我终于获得了理想的成绩。

精进：实现快速成长

在进行《教师阅读地图》的啃读学习过程中，我
从改变“害怕改变”的心态做起，逐步实现自我成
长。在坚持每日有效打卡和以“成为代表作”的标
准完成每次作业的基础上，我不断总结和分享自己
的学习经验，先后撰写了《6个妙招助你：不让打卡
成为负担》和《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等 7篇学习总
结文章，先后发表在新网师微信公众号上，受到学
员们的好评。

7月 19日，春季课程《教师阅读地图》圆满结
束。我以 94.65分的平均分获得 384名学员中的第
一名，被评为《教师阅读地图》榜样学员。

下半年的学习，我选择了《教育学经典解读》课
程，并主动担任课程组长。

我及时总结上学期的学习经验，引领新学员的
啃读与成长，在新网师公众号上分享了 9篇学习
经验。

养成良好的习惯后，我继续沉潜课程学习，享
受着在啃读中成长的幸福。正如泰戈尔所言，我相
信自己，生来如同璀璨的夏日之花，不凋不败，妖冶
如火，承受心跳的负荷和呼吸的累赘，乐此不疲！

12月 17日，《教育学经典解读》课程学习结束，
我以平均分 95.75分的学习成绩获得 310余名课程
学员中的第一名，再次被评为榜样学员。

承担：超越“不可能”

在完成新网师的各项志愿工作中，我也实践了
“承担即成长”的义工精神，敢于一次次越过“不可
能”那堵墙，促进自己从固定型思维向成长型思维
的转变，实现了新的成长与发展。

在上半年《教师阅读地图》课程学习中，我先后
承担打卡点评员、作业评分员、课程综述撰写等工
作；秋季课程学习，除去担任《教育学经典解读》课
程组长外，我还接受了网师管理层安排的工作。

8月初，我承担起培训新学员的任务，负责做
《跨越“险坑”，踏上坦途》入学课程培训。8月底，
我加入“一周观察”写作组，12月中旬，又参加了新
网师第五期新网师云端论剑嘉宾分享活动。

12月，我接到邀请，让我为 12月 12日组织的
新网师线下读书会云端论坛作点评。经过认真思
考，我写下了近 6000字的点评材料。很快，我收到
了郝晓东老师的回复：“有高度，有针对性，有措施！
谢谢郑老师，您的参与让新网师实力大增！”

经历了一次次的磨砺，我真正体会到：“看似绝
境的华容道，其实是一扇幸运之门。”只要敢于打开
心中那扇“不可能”的门，就能迎来幸福的阳光。

今年，我又收到了新网师的邀请：在 2022年春
季开设苏霍姆林斯基阅读课程。我终于实现了由
普通学员到榜样学员、由课程组长到课程讲师的身
份转变。历经一年的艰苦磨炼，我也像重生的老鹰
一样，磕掉了老喙，拔掉了旧羽毛，完成了脱胎换骨
的蜕变。

阿瑟·克拉克说过：“我永远都没有长大，但我
永远都没有停止生长。”我愿在有生之年，在新网师
的引领下，在不懈地奋斗中努力实现神圣的人生
使命。

蜕

变

■■
山
东
省
寿
光
市
第
一
中
学

山
东
省
寿
光
市
第
一
中
学

郑
建
业

郑
建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