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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教授说：“一个理想的老
师，应该是一个天生不安分、会做梦
的老师。”邂逅新教育，我不断地“折
腾”，在追逐教育理想、努力成长自己
的同时，也带领学生共读共写共同生
活。我一边向下生根，汲取生命的养
料，一边为学生撑起绿荫，用爱呵护
他们茁壮成长，让每个生命都成为更
好的自己。

向下扎根：汲取生命的源泉

“一间教室能给孩子们带来什
么，取决于教室桌椅之外的空白处
流动着什么。”如果教室里流动的是
美和爱，荡漾的是文化和精神，生命
就是幸福的，再小的个体也能活出
自己的品牌，“向着世界开出一朵
花来”。

我带的是“通吾班”，名字取自
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王通
吾。他的女儿、女婿，两位八旬老
人，为了传承和发扬“通吾”精神，先
后资助我们学校建成了“王通吾雕
像”“通吾文化广场”“通吾书屋”，设
立了“通吾泰来”教育奖励基金，创
建了“通吾班”。

接任“通吾班”后，我们搜集、整
理资料，深入挖掘“通吾”精神内涵。
从王通吾童年到青年，从家庭生活到
战斗岁月，从指挥经典战例到“导沂
整沭”工程，从白马将军到徐州军分
区司令员……孩子们浸润在红色文
化的滋养里，从内到外，焕发出不一
样的精神状态。

依托“通吾”精神，我们设计班级
文化标识，缔造完美教室，创作班诗
《献给英雄王通吾》。在新教育基金
会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的班歌完成曲
谱创作。

我们邀请王通吾的女儿女婿为
我们讲述王通吾立志报国的故事；我
们走进“王通吾纪念馆”，做志愿者，
参加义务劳动，践行通吾精神；我们
借助师生共写随笔、缔造完美教室、
家校合作共育等行动，和孩子们一起
编织生活的美好，穿越岁月，倾听花
开的声音；我们借助十大行动，践行
新教育。

就这样，不仅师生得到了成长，
教室也有了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慢
慢成为孩子们共同的气质特征。我
们把格式化的符号，转化为精神意
向，赋予师生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
力量。就像一棵树，只有不断向下扎

根，才能汲取更饱满的生命源泉；只
有不断向上生长，才有更大的发展空
间。通吾精神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
也更让我懂得应该把大爱给予每一
个生命。

撑起绿荫：呵护生命的成长

每个生命都是这个世界的唯一，
关注每个生命的成长，是新教育的起
点；唤醒并发展他们的潜能，帮助他
们成为更好的自己，拥有幸福而完整
的人生，是新教育的终点。

我的班上曾有个孩子叫小文，当
时他的母亲已经患病十几年。小文
上初一那年，母亲突然病情加重，脑
部肿瘤压迫神经，再也不能开口说
话。小文初二那年的一个晚上，我
接到小文父亲的电话，他跟我说，他
一个人在徐州治病。他还说，我是
他见过的最好的老师。如果有机
会，他想当面和我说声感谢。我安
慰他好好养病，等病好了再到学校
来。他叹了一口气，说：“何老师，谢
谢你对小文的照顾。你是好老师。
作为父亲，我想求你……帮我……多
照顾一下他。”他哽咽的声音，字字句
句撞击着我的内心。那一刻，我被一
份莫大的信任温暖着。

那年 12月，得知小文父亲去世，
我心里特别难过。后来我才知道，
他向家人隐瞒了病情，主动放弃治
疗。他想把省下来的钱留给身患重
病的妻子和还在读书的小文，他早
就知道自己是癌症晚期。我没想
到，他和我的最后一次通话，竟然是
把孩子托付给我——一个只见过几
面的班主任。

此后，我主动悄悄帮助小文，给
他买衣服，教他多用眼神和动作跟
母亲交流，经常帮他补习功课。在
新沂市第 35个教师节颁奖典礼上，
我讲述了小文励志求学的故事，与
会者都被深深打动。特别是时任新
沂市委书记高山，被感动得热泪盈
眶。活动刚结束，政府办的领导就
找到我，当场给了我 1000块钱，让
我转交给小文，并转达了市领导的
问候。此后，政府办的领导多次联
系我，与我一同前往小文家，看望小
文生病的母亲，给小文送书、钱，送
衣服和吃的。

2020年 3月，小文母亲去世了。
我不知道，失去父亲一年以后再失
去母亲的小文，是如何走过来的。

我也不知道，他是如何化悲痛为力
量，迎接生活和学习的。但我知
道，这个坚强的孩子绝不会被任何
困难击倒，这条路，我一定陪着小
文坚定地走下去。小文参加中考
的第二天，我特意去街上给他买了
一件黄色 T恤衫。我希望能替他的
父母给他送去一份鼓励，让他和其
他孩子一样，知道有人为他的努力
而开心。

值得欣慰的是，这个命运坎坷的
孩子，并没有因为父母双亡而意志消
沉。他以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被新沂
第一中学录取。在市领导的亲切关
怀下，他在高中得到了更多的关心和
照顾。如今，每次考试过后，小文都
会给我发信息，告诉我他取得的成绩
和遇到的问题。每次我都会耐心地
鼓励，做他的后盾。

生命因教育而灵动，教育因生命
而温暖。小文的故事，总是让我想着
新教育人的使命，那就是，引导孩子
认识生命、珍爱生命、发展生命，拓宽
生命的长、宽、高，让每个生命都成为
最好的自己。我相信，小文一定会有
美好的未来。

枝繁叶茂：朝向生命的远方

2017年 12月，我幸运地加入新
教育星火教师团队。在导师的影响
下，我开始规划自己的专业发展。每
周读写，我在写作中反思和成长；每
个暑假，我与团队的老师们一道，穿

梭在江苏昆山、镇江、丹阳及安徽郎
溪等地，和各地的老师们共同研讨交
流。疫情期间，我们聚集云端，分享
生命成长的故事，累并快乐着，成长
并收获着。

在导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成功
申报江苏省“十三五”科学规划课题，
经过 3年研究顺利结题。2019年 8
月，我有幸加入江苏省初中语文马群
仁名师工作室第一期研修班。作为
团队中唯一的新沂老师，我和全省
13设区市的老师们一起研讨学习。
我先后在各级杂志发表文章，也陆续
斩获各种级别的奖项。

新教育星火教师团队激发了我
长成一棵树、开出一朵花的教育梦
想，也让我遇见美好，朝向生命的远
方。我带的班级获得新沂市首届十
佳完美教室，连续两年被评为“徐州
市优秀班集体”、全国新教育实验年
度完美教室提名奖；我个人也获评

“新沂市模范班主任”、徐州市“最美
班主任”等荣誉称号。对于我们普通
的乡村中学和乡村教师来说，这是巨
大的鼓励和额外奖赏。

朱永新教授说，成长是人生最好
的姿态。我们不可能遇到一个完美
的世界，但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心去创
造一个完美的世界。遇见新教育，我
们遇见更美好的世界；遇见新教育，
我们每个生命都走向更好的自己。
在新教育的引领下，我们继续朝向生
命的远方，静候春暖花开。

2015年 11月，第五届新教育国
际高峰论坛在河南郑州管城举行，
我有幸参加了此次论坛。正是在这
次会议上，我遇见了新教育。

那天，我的生命激情被唤醒，我
决定走进新教育。我反思过去的日
子，生命是何其荒凉，人生似乎失去
了方向与意义。

“相信种子，相信岁月。埋下种
子，以日以年；守望岁月，静待花
开。”返程途中，我带着即将实践新
教育的兴奋，想象着种子生根发芽
时的神奇力量、枝繁叶茂时的绿色
生态、含苞待放时的美丽瞬间、开花
结果时的丰收景色……一种幸福感
油然而生。

回到校园，我调整好由来已久
的倦怠心态，想象着如何帮助孩子
们成为更好的自己，享受教育的诗
意和智慧的快乐。就这样，我开始
奔走在幸福完整的新教育大路上。

我奔走在“营造书香校园”的
路上。我与师生一起参与“图书漂
流”、共建“班级图书馆”、师生“共
读一本书”等活动，让读书成为我
们共同的生活。我指导师生写读
书笔记、观察日记，写新闻、成长体
会。我读老子、孔子，读李白、苏东
坡，读陶行知、朱永新，《数学眼光：
换一种角度读“老子”》《数学眼光：
换一种角度欣赏诗》《汲〈论语〉思
想精华 ,做儒雅数学教师》等，一篇
篇读书心得相继发表，我撰写的叙
事《让数学课堂飘逸人文诗香》荣
获全国 2021年度书香校园行动叙
事大赛一等奖……

我奔走在“师生共写随笔”的路
上。我利用“有道云笔记”写了大量
的“听课随笔”与“教学随笔”。对于
有意思的随笔，我会随手推送给大
家。校长鼓励我参加省级论文大
赛，我便从我的“有道云笔记”里，选
择了 18个“听课（教学）随笔”作为案

例进行润色，写成的万字论文《“互
联网+”：为数学课堂生成智慧增效》
荣获大赛一等奖，随后投稿被录用，
后又被人大复印资料《初中数学教
与学》全文转载。几年来，我撰写的
《爱众亲仁：让教育直达孩子的心
灵》《数学课堂里那一片吴山越水》
《但愿人长久，数学亦抗疫》《走进兴
仁中学聆听美丽生动的新教育课改
故事》《抗疫课程诞生记》等叙事，相
继在《江苏教育报》《中国教师报》等
媒体上发表。

我奔走在“聆听窗外声音”的路
上。河南郑州，福建厦门，四川成
都，上海浦东，重庆綦江，江苏泰州、
海门、新沂……都留下了我的足
迹。我这个乡村教师，终于有机会
与一个个新教育“大咖”面对面，聆
听教诲，交流心得，放飞心情。如
今，省内外不少新教育“点灯人”已
成为与我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
感到每一次遇见，都是一场最美的
开始；每一次学习，都是一场渐行
渐远的修行；每一次奔跑，都是为
了凝聚更大的能量。

我奔走在“构筑理想课堂”的路
上。南通海门、如皋、如东，这些地
方都留下了我上公开课的身影。我
主持多项省、市教科研课题的研究，
倡导深度学习。一篇篇成果论文发
表在省级以上期刊上，有的还被人
大复印资料全文刊登。我提炼的教
学主张《慧生课堂:从教学主张到实
践建构》发表于《数学教学研究》
2020年第 5期。我积极参与“理想课
堂”建设，深度了解、挖掘我校课堂
改革内涵，在听课、评课中发掘每节
课表象背后，教师对“理想课堂”的
认知。2016年 12月 20日，《中国教
师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我
撰写的学校课改叙事《朝着“教学做
合一”的方向》。

我奔走在“研发卓越课程”的路
上。几年前，学校开始研发校本课
程——系列馨仁课程，校长要我拿
出一个样本作“示范引领”。我思考
良久，为学校提出了研发三原则：一
是要有意义——弥补国家课程不
足，体现育人价值；二是要容易
做——充分利用好自己熟悉的专

业，让学科教学与校本课程相得益
彰；三是要有趣味——做起来不会
累，能享受过程，愉悦心情。我领衔
研发的“诗情·画意·数学眼光：换一
种视角欣赏诗”“ 2020，抗击新冠肺
炎的数学视角”“知仁·兴仁·达仁”
等一个个校本课程成为全校、全区
的精品课程。我参与开发“幸福农
事”校本课程，撰写的课程叙事《曾
经化为淤泥换来今日芳香》，在 2016
年 6月被《德育报》连续两期以较大
篇幅刊登。

我奔走在新教育“十大行动”的
路上，不断播种新教育的种子，努力

“像行动者那样思考，像思考者那样
行动”。

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
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我走进全
国各地的学校，同广大师生分享我
新教育实验的实践与感悟。2020
年，我撰写的叙事《愿做点灯人，散
作满河星》，获评“我与新教育 20年”
全国新教育叙事大赛一等奖，并被
收录在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李镇西编
著的《教育的幸福——我与新教育
20年》一书中。我撰写的《朝着“新
教育”那方——南通市通州区兴仁
中学新教育实验叙事》被收录在新
教育研究院编著的《相信种子，相信
岁月——新教育实验管理操作手
册》一书中。我多次获得全国新教
育生命叙事大赛特等奖、一等奖，全
国新教育人文叙事大赛一等奖，全
国新教育实验十大卓越课程奖，全
国新教育实验榜样教师（提名奖），
全国新教育实验先进个人……校长
说，学校荣获全国新教育实验优秀
学校、全国新教育实验示范学校的
殊荣，有我的一份功劳。这是校长
对我的褒奖，也是对我的鞭策。

几年过去了，我仍沉浸在与新
教育相遇、相知、相守的幸福中，沉
浸在奔向诗与远方的憧憬中。

■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兴仁中学 吴佑华

一名乡村教师的诗及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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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专新教育 刊
成长叙事

2021年春节，一大早，我
便 收 到 了 一 份 特 别 的“ 礼
物”。这份礼物，我期待了很
久，但总觉得遥不可及。是
什么呢？我的 2020年新网师
生命叙事获奖啦！评审组从
1116份征文中，选中 70篇进
行表彰，我有幸入围。可能
有人会说，区区三等奖，不值
一提。其实，于我而言，奖牌
上的数字不重要，重要的是，
这份奖赏，是一次生命的探
寻，更是一朵属于我自己的
新教育之花。

遇上新教育，是在 2017
年冬。当时，我有幸作为腾
冲市种子教师赴海门跟岗研
修一个月。在海门，有声有
色的新教育，给了我极大震
撼。从那时起，新教育的种
子就开始在我的生命里生根
发芽。

2020年 9月，我调任腾冲
市腾越三完小。老校新址，
扬帆远航，作为校长，我深知
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我常常
思考，该如何带领师生穿越
生命的历程，遇见更美的自
己。无疑，践行新教育，让新
教育点亮新三小成了我坚定
的信念。

在“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
育生活”理念引领下，我以

“七彩”文化为核心，以“立行
德育 、美行校园、雅行班级、
智行教学”为行动路线，开启
了一段幸福之旅。

立行德育——研发卓越
课程。以“让每一个生命都
出彩”为目标，我校积极构建
同质异彩课程，让社团活动
为七彩校园注入生命力。一
年级新生入学课程、“四个
十”养成课程，为孩子们开启
了美好小学生活。精美的入
学贺卡，是我们送给孩子的
第一份礼物。陶艺课程、彩
绘课程、亲子课堂，各类主题
实践课程丰盈着每一个平凡
而有意义的日子。

雅行班级——缔造完美
教室。在七彩文化的引领
下，打造一间可以长大的教
室成了三小人共同的朝向，
彩虹班、阳光班、小太阳班在
校园踊跃生长。我们用心擦
亮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元旦，
班歌比赛；三月，数学文化节；四月，阅读节；五月，劳
动技能大比拼；六月，才艺展示……开展活动，辛苦的
是老师，幸福的是孩子。一位班主任跟我说：“校长，
缔造完美教室，之前我不理解，觉得很累，如今却让我
找到了班级管理的‘金钥匙’。”一位家长告诉我：“校
长，这样的班级好有温情。”的确，新教育让我们体味
到一份久违的小确幸。

美行班级——书香润泽校园。最是书香能致远。
新教育所倡导的“晨诵、午读、暮省”在我们学校被具
体化为“五个一活动”。晨诵课、绘本课成了孩子们最
喜欢的时光。一份份读写绘作品，饱含童真童趣。在
一个个傍晚，七彩共读营成了我们的精神家园。一篇
篇读书笔记，是大家智慧的结晶。阅读，让师生看见
更大的世界。

智行教学——构筑理想课堂。独行快，众行远。
学校组建七彩教师成长营。优秀、优雅、优美的“七彩
教师”在团队的引领下，每周开展一次校本研修，每月
开展一次课堂研讨，每学期共读一本书。大家站在大
师的肩膀上前行，乘着团队的羽翼走向卓越。课堂改
变，学校就会改变。学校制订了“5+1+N”成长计划，一
次次历练，换来一次次蜕变，深耕课堂，唤醒成长的自
觉。学校教师杨晓蕾参加演讲比赛，荣获全市第一
名。期末检测，我校成绩名列前茅。新教育人说，只
要上路，就会遇到庆典。确实，追寻新教育的路上，好
成绩不期而遇。

寒来暑往，物换星移。到今天，我已与新教育相识
1400多天。这 1400多天里，我先后到 3所不同的学校
工作。但无论地点岗位如何变化，我对新教育的追寻
从未改变。

还记得一天清晨，我在校园里行走，有个小男孩本
已跟我擦肩而过，忽然又跑回来了。他冲着我问：“校
长，学校什么时候再举行数学文化节？前几天那个数
学九宫格我找到答案了，我还想参加数学节。”那一
刻，我笑了。我说：“要等明年了，来年当个‘数学小王
子’，加油！”孩子的一问，让我心暖。校园里不应只有
冰冷的作业，更要有节日、有庆典。为孩子们编织七
彩童年，我责无旁贷。

常常有人问我，这几年，做新教育，你收获了什
么？我想说：不是荣誉，不是成绩，而是一颗奔跑的
心，她让我的生命永远保持奔跑的姿态，让我的内心
永远滚烫。新教育是满天繁星，让我的生命一闪一闪
亮晶晶！

成为更好的自己
■江苏省新沂市马陵山中学 何计凤

让
生
命
永
远
保
持
奔
跑
的
姿
态

■
云
南
省
腾
冲
市
腾
越
三
完
小

李
丽
娟

责任编辑：王艳芳 E-mail:jybfktg@163.com

图为何计凤参加颁奖典礼图为何计凤参加颁奖典礼

图为腾越三完小学生在图为腾越三完小学生在““阅读节阅读节””上表演绘本故事上表演绘本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