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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大学有数千多名各类外国留
学生，规定外国留学生每周上12个小时
的俄语课。但塔吉扬娜认为，这对我来
说偏少了些，她多次向教研室申请增加
我的俄语课时，但都没有被批准，于是，
她就干脆直接给我增加了俄语课，由原
来的每周12个小时增加到每周18个小
时，其中的6个小时是她利用休息时间，
如周末、晚上来给我上课，并且是没有任
何报酬的义务上课。

要知道，当时俄罗斯处于激进改革

时期，作为经济学家的盖达尔、丘拜斯等
人实行“休克疗法”，俄罗斯发生了恶性
通胀，人们收入水平、生活质量迅速大幅
下降，而她则是不收分文地给我增加俄
语课。并且，她住在莫斯科东北部，而莫
斯科大学位于西南部，乘公共交通工具
横穿整个莫斯科市，单程需要二个多小
时，而且她60多岁，没有孩子和丈夫，家
里还有一个80多岁的生病的母亲需要
照顾。这是何等的艰难与不易！

其实，她不仅在学习方面想尽各

种办法来帮助我提高俄语，而且在生
活方面也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她在
课间休息时，有时让我到外面走走或
吃点东西，她则在给俄语课文录音；有
时我在读课文，她就会去买来咖啡、点
心；有时我在喝点什么时，她却去教研
室借阅资料。

当时莫斯科供应非常紧张，购买任
何物品都需票证，都要排队，如果她排队
或凭票证买到了什么日用品（如糖、咖
啡、食用油），她就会拿来与我分享；元旦

新年、暑期放假，她会邀请我去她家做
客；如果我回国带来了什么中国特产给
她，她会严辞拒绝或坚决要求付钱；签证
到期后，我因语言不通难以办理延期手
续，她会带我到系外事办、校外事办去办
手续。诸如此类的事情，在5年多的学
习时间里，真是不可胜数。

虽然毕业离开莫斯科大学已有21
年时间了，但我时常想起塔吉扬娜那高
大的身影、崇高的形象和无私奉献的精
神。

用工匠精神
锤炼学校品质
■ 陈运香

一直醉心于工匠的专注和熟巧的手艺，可以
将一件一件的艺术品打造得令人惊叹地精美。近
年，在学校管理工作的过程中，我慢慢发现，学校
也可以是一个作品，同样可以通过理念的提升，科
学而精细化的管理，用工匠一样的心态和精神，锤
炼一所学校的办学品质。

首先，校长要有自己的学校理想。教育是基
于现在的未来的事业，孩子是未来的成人，我们的
教育思想和行为不宜过于现实和短视。否则，也
许学校在目前看起来是热闹的，但可能未及孩子
们长大，我们所教给的东西已经过时了。校长的
思维方式会对师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校
长要有“理想式”的办学思维，既保护好学生的童
年和青少年阶段的生活质量，更要着眼未来，在校
园生活中培育师生的理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以便
他们对自己的整个人生有一定的远望和能力准
备，在迈入不同生活阶段都能够积极应对，幸福生
活。同时，理想也是充满挑战的现实生活中的浪
漫诗篇，师生有理想的思维方式和情怀，就能够在
艰难的日子里有眺望远方的意识和能力，帮助自
己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度过困难的时间。这也是珍
贵的生活教育的内容。

有自己的学校理想的校长，总是有着打不垮
的教育雄心。他会有广博长远的教育眼光，有坚
持工作的毅力和观察调整工作的能动力。真正的
办学，就是在一个教育理想的感召下，校长通过对
学校工作有意识的观察、独特的思考和不断的调
整，使学校的文化建设和师生的精神状态表现越
来越好，越来越成为他想要的学校的样子。李镇
西说：教育不是展示给别人看的，是师生自己内在
的成长。我想说，要做就做真教育，真教育带来的
变化让人感到温暖幸福，越做越好做；做不真的教
育，劳心累神，人心难聚。伪教育危害的是教师对
学校的信心。教师是淳朴的，认识有偏差的是少
数，伪教育会引起教师教育观的混乱。教师是学
校的主力军，学校的发展变化靠的是每一位教师
朝着学校发展的方向多点发力，教育观混乱伤害
的是凝聚力和教师个人能量的发力。

其次，教育要用心做。教育是心的事业。同
样一句话，同样一件事，教育者带着温暖的情怀，
使每个教育情境都有着应有的温度，是教育产生
所期待效果的关键。这好比一个出神入化的大
厨，会意识到在寒冷的冬天，会选择一个热好的菜
盘子来盛热菜，以便可以给可能很快冷却的菜品
保持它最好的色泽、菜相和口感，让享用的人感受
到烹饪艺术的境界和服务的贴心，心情更加愉
快。校长的工作情绪是全校工作情绪的风向标。
校长要有办好学校的雄心，要保持有追求的、奋斗
的、饱满的工作情绪，去感召身边的每一个人，和
大家一起，带着爱工作。

其三，要常做常新，不断锤炼学校的办学品
质。有一位教育家曾经说过，真正和谐的教育是
无波澜的。一方面学校要明确自己的办学定位、
办学思想和育人目标，明确学校对老师和学生的
期待和要求，形成共识，凝心聚力，每个人每件事
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力，建立起学校里人的思想
和行动的秩序。另一方面，学校是启发心灵，产生
思想的净地，强化学校管理，排除各种来自外部和
内部的干扰，使校园里的每一个岗位、每一个人都
能够不受打扰地专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这是
学校办学品质形成的重要过程。

比如，校门口每天的值班。简单的一个学校
领导和老师的轮流值班，蕴含着许多的教育内
涵。一是值班人员提前到位，是对学生管理时间
的示范。二是穿戴整齐，是对学生仪表规范的表
率。三是微笑点头打招呼，欢迎师生来到学校，可
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师生的礼仪，训练师生的社会
交往意识和能力。四是检查督促学生的穿着和书
包的背带，帮助学生保持整洁规范的仪表和朝气
蓬勃的个人形象。五是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集
中精神，对来访客人进行了解和登记，给学生营造
认真学习和工作的氛围。

再如，《学生自律手册》和《“三学两评”实验学
案》的编印。每一个新生来到九中，都将开始他新
的校园生活。《学生自律手册》是学校为了帮助学
生来到新的学段学校后，尽快适应新的学段生活
而编写的册子，免费发放给学生，人手一册。主要
是帮助学生以周为单位来规划自己的生活，每周
八页，有新一周自己的挑战目标，周一到周五有在
校表现的项目记录，周末有自我小结和在家表现
项目记录，通过项目的设置，将学生的综合素质培
养纳入其中。比如读书情况，运动情况，家务情
况，和他人沟通情况等。通过这样的清晰引导，帮
助学生明确主流生活内容和时间安排，有计划，有
实施，有小结，促进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和生活能
力的提高。

一所品质学校的形成，需要校长独具匠心，思
考，设计，锤炼，调整，打磨，在投入工作的同时享
受工作，平和地，坚持不懈。

■ 陈泽照

9月2日，上午第二节课，走进乐东
黎族自治县保显学校五（2）班，你可以
看见学生们正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着，班
主任语文老师李淑英不停地在各学习小
组间穿梭，时而加入讨论，时而鼓励打
气。

“经过一个学期的实验，孩子们
已经喜欢上高效课堂，一开学，他们
就咋呼着叫我赶紧分组。想起以往
的传统教学模式，一节课下来，口干
舌燥的却达不到很好的效果。自从
开展高效课堂以来，课堂慢慢地充满
了活力，老师教得轻松，学生学得快
乐。你瞧，孩子们多高兴！”李淑英老
师兴奋地说。

其实，保显学校的高效课堂之路并
不顺利。

高效课堂
像雾像雨又像风

2014年9月，《保显学校高效课堂
实施方案》一下发，老师们便议论纷
纷：“好好的搞什么高效课堂，划分学
习小组，先学后教，培养学生自主、探
究、合作的能力，说得好听，效果如何
还是个未知数。我们每天尽心尽力地
教，好不容易才培养出几颗苗子。这
下倒好，优、中、差混搭在一块，整天闹
哄哄的，优生的成绩铁定下滑，折本的
买卖可不能做。”

这也难怪，保显学校地处偏远山
区，信息闭塞，老师们外出听课、学习
的机会很少，高效课堂对这所山区学
校的老师们来说，可谓是像雾像雨又
像风。没人懂得一丝高效课堂理论；
没人懂得如何划分学习小组；没人懂
得“导学案”怎么编写；没人懂得高效
课堂框架结构和操作程序；没人懂得
高效课堂评价标准，所有的一切都是
空白。单凭一纸方案就匆忙地开展高
效课堂，万一失败了，领导怎么看？同
事怎么看？家长怎么看？学生怎么
看？这可是件丢面子的事。于是，有
的老师拒绝逃避，有的老师阳奉阴违，

有的老师立足观望，就是没有老师敢
在自个的班级开展高效课堂。

课改之路
困难重重

学校领导深知，传统教学已让老师
们习惯安于现状、墨守成规。他们并不
缺乏能力，却缺少勇气和执着，缺少探索
和创新，生怕改革带来失败，生怕在改革
中迷失，没人敢以身涉险，率先开展高效
课堂实验。

当务之急，就是给老师们吃下定心
丸，注入兴奋剂。学校领导一面组织老
师学习高效课堂理论，一面抽调年轻教
师执教实验班。并且制定相关规定：年
底考核、评优选先、绩效工资向开展高效
课堂的老师倾斜。

高效课堂实验终于如期开展，随之
而来的却是更多的问题。分组时，成绩
好的学生不愿和学困生同在一个小组，
有的女生死活不肯和男生坐一块；合作
学习时，组长忙得焦头烂额，组员则在一
旁抓耳挠腮；展示时，学生们都抱着课本
不肯上台展示；有的学生甚至私自脱离
小组，搬着课桌坐在角落里。科任老师
更是叫苦连天，这课不能上了，怎么这么

乱这么吵啊！不管这么多了，我上课时
就叫学生们把课桌摆回原来的样子，谁
爱分组谁分去。于是，课桌拼了又分，分
了又拼，实验班的老师们想破了脑袋，整
天忙得晕头转向，课堂不是死气沉沉了
无生机便如集市般热闹毫无效果。一个
月下来，高效课堂非但没有带来一丝生
机，反而令优生的成绩急剧下滑，实验班
老师们也开始担心起来。

高效课堂顿时陷入僵局。学校领
导急了：县委县政府已经吹响乐东教育
复兴的号角，开展高效课堂势在必行，
教育局督导组时常来学校检查高效课
堂，这下该如何是好；老师们傻了：这就
是传说中神奇的高效课堂？看把人折
磨成咋样了；家长们慌了：再这么折腾
下去，我的孩子肯定跌倒在起跑线上。
于是有的家长赶紧打电话询问，有的家
长赶紧让孩子转班，有的家长甚至跑到
学校阻挠。

山重水复疑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13
年5月3日，我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
什玲镇中心学校参观，立即被该校的课

堂教学模式给吸引，第一次感受到高效
课堂的神奇魅力。回来后，我立即通过
海南教育hersp平台链接了什玲学校，
时常到当时的什玲学校校长王二虎的博
客中偷师学艺。王校长把自己对高效课
堂的理解，对课堂教学的认识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我，并寄来了自己搜集整理的
高效课堂资料。

当学校高效课堂实验陷入泥潭，
实验班老师纷纷打起退堂鼓之时，我
决定在自己所教的班级试用高效课堂
模式，希望能给死气沉沉的课堂注入
活力，让学生喜欢上课堂，喜欢上语
文。

然而，事情并没想象般简单，问题
依旧纷至沓来。课堂上，学生们仍然不
敢畅所欲言地讨论，仍然不敢大声地回
答问题，仍然不敢展示自己的学习成
果，高效课堂实验仍然没有一丝进展。
我与实验班的老师们默默地顶着压力，
咬着牙坚持着。每天都在摸索，每天都
在总结，每天都在反思，每天都在尝试
新的方法。

只有集思广益才能让高效课堂实
验起死回生。我在自己的博客里开辟
了《高效课堂杂记》栏目，把试验中遇
到的难题和自己的思考记录下来，希

望通过省教育博客平台，得到更多老
师的帮助。此举果然奏效，博友们时
刻关注着，有的老师出谋划策，有的老
师鼓励支持，有的老师寄来资料，王二
虎校长甚至针对情况开出药方对症下
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慢慢地，老师
们惊喜地看到学生在悄悄地改变，开始
敢大声讨论，组长也敢于上台展示学习
成果，课堂也开始充满了笑声。

一枝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见识到高效课堂的魅力后，很多老
师也开始在班里试用高效课堂模式，并
且结合自己的教学经验加以改进完善。
今年4月，保显学校组织开展了“高效课
堂教学评比”活动，对获奖教师给予奖
励。9月10日第31个教师节，学校又表
彰奖励了积极开展高效课堂的先进科组
与优秀教师。

保显学校校长罗家友百感交集地
说：“教育是慢的艺术，高效课堂不能急
于求成，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并
完善。只要抱着一份勇气，一份执着，就
能够等到花开的季节。

乐东黎族自治县上
学期开始吹响高效课堂改革的

号角。课改不是件容易的事，如何
在质疑中坚持，如何在理念下完善，都
需要教师的努力、家长的理解和学校的
坚持。今天我们刊发乐东保显学校班主
任陈泽照老师的文章，看一看一所普
通的山区小学是如何进行课改的，

他们又遇到了什么问题，他们
有哪些感受和经验。

“课堂改革，我们缺少的往往是一份勇气、一份执着”

静静等待花开的季节
编者按

回首往师JY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这令我想起了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留学时的难忘时光，特别是教我五年俄语的语言专家阿列克谢耶娃，她对
学生无私奉献、严格要求、关爱有加的高尚品质，令我肃然起敬，叫我永志难忘。

■
黄
景
贵

为师之道 严爱为本
——难忘莫斯科大学俄语专家阿列克谢耶娃

1989年3月，经过国家统一考试后，
我接到了国家教委派我赴莫斯科国立大
学留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通知。

由于我以前一直在学英语，对俄文
却浑然不知，所以，在兴高采烈之余，也
十分担心：五年后能毕业并拿到世界名

校——莫斯科大学的博士学位吗？怀
着高兴与忐忑不安的心情，我与其余30
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登上了北京至莫
斯科的航班，踏上了神秘而又难忘的俄
罗斯之旅。

在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会的帮

助下，办完了程序繁琐的入校手续后，
学兄带我来到莫斯科大学第一文科大
楼“外国学生俄语教研室”。通过学兄
介绍，教研室主任十分惊讶地了解到我
的惊人的“俄语零水平”后，就指定了一
位年届六旬的俄语老师——塔吉扬娜·

阿列克谢耶娃来接手此一困难而又艰
巨的任务。后来我才得知，其他老师听
说我的老底后，均表“难以胜任”此项工
作，而作为莫斯科大学优秀教师的阿列
克谢耶娃却勇敢地接下了此一颇具挑
战性的艰难任务。

虽然俄语课上只有我这一个学生，
但我们彼此完全不能勾通，上课完全是
在“对牛弹琴”的过程中度过的，我听不
懂她说的每一句话，当然她也听不懂我
的英语——她的外语为法语，更听不懂
中国话，其教学之难可想而知。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第一次上课
时，她并没有从字母ABC学起，而是拿
来了大学俄语专业学生用的二年级的
课本，里面是长长的课文，满篇课文通
通都是生词。怎么办呢？我真是着
急！我还担心，她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我

的俄语水平？我一边比画，一边紧张地
查词典，意思是想告诉她，这种课本对
我太难了、太深了。她似乎已明白我的
意思，轻轻地将我的词典收起来，示意
让我跟着她读课文，并且一边读，她一
边用铅笔将课文中的每一个词都标上

俄语重音，并不厌其烦地纠正发音。
下课后，别的老师一般都去教学楼

咖啡厅喝茶点、休息，而塔吉扬娜则没
有休息，而是将此次上课所学的课文录
进磁带，以便让我放学回去后作为标准
样本在宿舍反复跟读学习。

由于课文全都是生词，并且老师要
求极其严格：下次上课时第一任务就是
背诵上次所学的课文，背不出来，或不
流利，就立马回家，所以，下课我回到宿
舍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休息，而是
赶快把课文中所有生词先查出汉语意
思来，并根据她的要求，用一个专门的
生词本将俄语词及其中文含义全部记

载下来，然后摇头晃脑地念起来、记进
来、背起来。

由于生词多、课文长，再加上我这
个湖南人发音的“天生难度”，所以，第
二天上课时，课文往往背不出来，或背
不完整，或发音不准确，这时塔吉扬娜
会十分生气甚至会大发雷霆，显示出满
脸的不高兴，并且当天她又会安排新的

课文要背诵，而在下次上课前，她不仅
要求将当天的课文准确地背出来和讲
述出来，而且，还要将前天没有背出来
的课文一并背诵出来，如果都背不出
来，她会毫不客气地让你回去。“被赶回
去”的事，我就领教过一回，但也仅此一
回。无论怎样累，放学后，查生词、译课
文、背课文为第一要务，成为我五年留

学生活的永恒主题。
根据“外国学生俄语教研室”的要

求，一般每个外国学生班应有5-8个学
生，但她反复向教研室解释我的特殊情
况，始终坚持应将我单独开班，这样我
就有更多的听、说、读、写、译的练习机
会，所以，直到我毕业离开莫斯科大学，
我都是一个人一个班学习俄语。

出国留学
他乡遇恩师

学为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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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显学校五（2）班李淑英老师的高效课堂。 陈泽照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