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带货、后浪、内卷……一
个个年度热词见证了非同寻常的
2020年。回眸过去的一年，那一曲
激扬的生命之歌，时时萦绕于耳。

疫情——
逝去与挺立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席卷中国。疫情让我和孩
子们第一次开始认真审视生命的
脆弱与刚毅。

班会是德育的第一阵地，我们
召开了“在战疫中成长”网络班会。
一句“国之所需，使命必达”，给了
孩子们一次最好的示范；博士生在
方舱医院里读书的照片、天台“偷
学少年”的身影，向大家诠释了什
么是自律者的“逆行”……此后，孩
子们静下心来，做作业、绘海报、写
诗歌，居家抗疫。疫情由危机变成
了生命教育的最佳课堂，孩子们在
战疫中悄然成长。

我尝试将线下教学组织经验
与新兴信息技术嫁接，并在钉钉平
台上重构课堂。于是诞生了钉钉
部落化分层社群，学困生有了线上
晨读联盟，学优生组成“讲师团”
视频授课，还有“文化连连看”、课
外小讲堂、单词大爆炸的思维导图
课……在遭遇网课的“暴风雨”后，
教学反而生出新枝嫩叶。

我一遍遍研读《人是如何学习
的》这本书，把阅读与自身、课堂联
系起来，并作大量批注，写了 8篇、
共计 5.6万余字的文章。我为每次
预习作业寻读文献典籍，于是得以

“超链接”阅读了《刻意练习》《深度
学习》等书。

我加入写作营，开通公众号
“垦读者”，发表了 21篇文章。我
结识了王小龙、韩永霞和王晓娟等
老师，组成了“写作刺友团”。

我渐渐发现，在网络和疫情的
裹挟下，教育早已大江奔流，如果
只是“安安静静地教书”而不思变，
终将被时代淘汰。

孕育——
新生与蜕变

2020年 6月，我做了一个艰难
的决定：生二胎。

原生家庭的疏离，曾让我认为
孩子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目睹了
父母家庭暴力的我，还有一种挥之
不去的恐惧——我究竟更爱自己
还是孩子？但我分明看到了大孩
子笑笑的渴望。先生说：“我们再
要一个吧，让笑笑有个伴，再辛苦，
我们也一起！”于是，我决定学着去
更爱我的孩子。

作为班级孩子的半个“母亲”，
我开始调整我们的关系。在带班

的第一年，我曾事无巨细地指导和
陪伴他们。怀孕后，我坦诚地和孩
子们说：“方老师的身体里孕育了
一个新生命。这学期开始，我将把
班级的管理权逐步交给你们，你们
能做好吗？”孩子们拍着胸脯喊
道：“能！”

于是，我借助“程序”概念，帮
助孩子们将每日进校、课间与离
校的程序常规化，随后把监督和
管理权交给班委。碰到管理难题
时，我召开班委集训，传授工作要
领。运动会和班级合唱来了，我
把“身怀绝技”的体育委员和文艺
委员推到台前，让他们筹划组织
比赛，并把掌声和赞美送给他们。
班上“绯闻”不止，我让他们创编
情景剧，吸引所有人加入讨论，制
订公约。我一遍遍示范、演练和
强化，直到我去产检，班级也能运
行如常。

青春——
裂变与追寻

2020年下半年，小安“失学”
了。小安，安静内敛、品学兼优。
可刚开学两周，她便开始长时间
请假，原因是上课控制不住地走
神。尽管多次沟通，小安却再也
没来过学校。根据心理老师的推
断，小安出现了抑郁倾向。小安

的辍学，成了我心上的痛。作为
班主任，我有限的行动天地在
哪里？

我开始察觉，迈入七年级的风
华少年们，已经悄然出现了生命的
裂变：小言开始追问学习、生命的
意义是什么；小芸一次次在课堂上
睡着；小琳谈及和妈妈的冲突时泪
流满面……孩子们正在经历着生
命裂变的风暴，说教管束不能触及
他们的心灵。于是，我决定卷入
其中。

我开辟了“三言两语”栏目，每
天和孩子们“笔谈”，捕捉他们的苦
恼、疑问和求助，让他们被看到。
为了让孩子们走出学习的狭小天
地，我还把童话课程搬到了班会课
上，和孩子们一起以青春期成长的
眼光重新解读小美人鱼的成长风
暴。尽管这些都与考试无关，但我
期待着孩子们获得面对自己的勇
气，洞悉成长的可能性。

苏格拉底说，未经审视的人
生不值一过。于我而言，这段生
命历程本质上就是选择——在疫
情和网课的冲击中，选择自我迭
代，更新生命；在生命的孕育中，
选择直视恐惧，习得爱人的能力；
在小安辍学的棒喝中，选择卷入
青春的裂变，和少年们一同追寻
生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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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民办文绮中学 方娇艳

2020交给岁月的答卷

专新教育 刊
生命叙事

2020年正月，老爸所住医院出
现了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同事在家
隔离了 21天，我第一次意识到，在
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行动中，我们每
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此时，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居家
隔离就是最好的抗疫。但却不断有
报道指出，有人因不戴口罩被传染，
有人因聚餐造成大面积传染……于
是，我决定写信安抚学生情绪，做

“美篇”向学生宣传防疫知识，鼓励
他们做抗疫宣传小卫士，参与捐款，
赞美“逆行者”，为祖国加油……我
们和“逆行者”拥有共同的信念：祖
国必胜！

疫情延迟了开学时间，打乱了
教学节奏，于是，我们将课转移到了

“线上”。疫情期间，我在钉钉直播
课程 35节，每天与学生一起晨诵、
课前猜谜语、脑筋急转弯、讲笑话。
我们还在网上举办了“第七届真爱
读书节”，开展最美书房、最美朗读
者系列评选活动等。通过视频对
话、交流分享、共读共写共同生活，
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霾里开辟
了自己的“桃花源”，怡然自得，其乐
融融。

2020年 7月 15日至 22日，我带
领全校专任教师共读了《理想课堂
的三重境界》。我们用思维导图画
出有效教学框架，用论文阐释什么
课为好课，并集体备课《传统节日》，
既尝试了有效教学框架，又体验了
有效教研活动。

共读结束后，韩老师说：“我以
为新教育就是读读书，搞搞活动，走
走过场，这次共读改变了我的肤浅
认识。”柴老师说：“活到老学到老，
没想到我在 58岁时才读懂了‘夜来
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边老师说：

“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有人那么痴
迷新教育，痴迷阅读，原来有魔
力啊！”

他们眼里的光芒是我渴望已久的，我和他们一样激
动。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空间里，拥有共同的职业，理应为
学生的发展携手努力。可我们常常在“冲、比、拼”中，忘
记自己为什么出发。共读让我们反思职业认同，反思教
育初心，彼此唤醒，相互照亮。那一刻，我像参透“天机”
一样，激动得热泪盈眶。

忙乱总让人有失重的感觉，只有当夜晚来临，翻开
书，我的心才重归平静。2020年，我遇见了新教育网络师
范学院的一批讲师，是他们给我力量，让我鼓起勇气，逆
风飞翔。王辉霞老师的“理想课堂三重境界”课堂实践、

“三重对”教研活动给我极大启示。她学以致用，将理论
与实践打通，令我钦佩。王小龙老师幽默风趣，对职业、
生命、教育和课堂的解读深刻而发人深省，一次次把我唤
醒。徐明旭老师有哲人般的洞察力，冷静的审视力，慎思
而善辩。

2021年 1月 6日，马云乡村教师奖揭晓，我非常荣
幸地获奖了。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90多万名乡村
教师，5534位申报者，而我平凡如尘埃，那么微弱的一
点光亮都能被看到，我是何等幸运！这是对我 3年新
教育行走、20多年职业生涯和 40多年生命历程的额外
奖赏。

朱永新老师在《新教育年度主报告》一书中说：“你
需要经过痛苦，经过艰辛的练习，你必须学会向崇高之
物俯首，以谦卑的姿态修炼自身。同时，还要学习远离
那些轻浮的音符的诱惑，在不断的选择中形成自己。”
这段话仿佛就是对我说的。我将带着这份嘱托上路，

“向月亮进发吧，即使没有到达，你也置身于群星
之中”。

2020年元旦来临时，我有些小
激动——终于有时间好好规划一
下自主学习了。在共读了《静悄悄
的革命》一书后，我又买来佐藤学
的《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
体》《教师的挑战》等书继续拓展学
习。从凌晨两三点钟到华灯初上，
可以全天浸泡在书里，真是一种
幸福。

可惜，美好的时光没过几天，
突如其来的疫情就打乱了一切。
刚开始时，层出不穷的统计项目和
随时更新的防控要求，让人压力倍
增。2月初，我们学校又派出近 80
名教师，值守在 8个卡点。正月十
五的晚上，我带领班子成员去看望
值守卡点的老师们。当时室外温
度零下 26摄氏度，即使全副武装，
寒气也从脚底侵袭，将人全身冻
透。看着毫无怨言、坚守岗位的老
师们，我既感动又深深忧虑，真怕
他们被冻出毛病。

一天傍晚，我正在工作，突然
隐隐感觉胃有不适。很快，隐隐的
痛变得剧烈。于是，我被紧急送往
医院，确诊为胃痉挛。此后，胃痉
挛频繁光顾，那种胃缩成一团、头
脑空白、眼前发黑的感觉，实在让
人惧怕。

在每天病恹恹、有点颓废的

日子里，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教
务处邀请我作“智慧校长线上阅
读分享”。当时仍是头晕恶心、四
肢乏力的状态，我担心自己无法
完成任务，想婉拒，但责任感又让
我无法开口。于是，在承担与逃
避之间，我选择了前者。

分享的效果很好，学员们在
讨论区积极热烈地反馈自己的学
习心得，还有河南、内蒙古等地的
老师给我发信息，说听了我的分
享特别受启发。看到这些信息，
我既感动又惭愧，感动于老师们
的热情和谦虚，惭愧的是自己竟
差点被困难打倒，想要放弃这次
分享。

2020年春季，我组织老师们学
习《人是如何学习的》一书。翻开
书，才觉得它比《静悄悄的革命》更
为深奥。老师们都觉得这本书读
起来拗口，理解费劲，不由产生疑
问：阅读这么深奥的书，真能使自
己的专业水平得到提升吗？

相同的疑惑我也有。有了疑
惑，就得去解决。而解决疑问，还
得靠阅读。

通过阅读《教师阅读地图》一
书，我领悟到，“教育是慢的艺术，
阅读也是，希望能够通过阅读找
到灵丹妙药的人总会感到失望，

而持续不断地阅读，不断提升阅
读质量，不断将阅读与实践相互
编织的人，最终才能在阅读中获
得巨大的奖赏”。同时我也明白
了，“必须阅读超越我们头脑的
书，只有那样的书才能帮助思想
增长”。

通过读郝晓东老师给新学员
的一封信，我参透了教师的专业
发展为什么需要有相应的阅读。
阅读是从某一领域有成就的论述
中汲取养料，从而丰富自己的思
想，拓宽自己的思维。的确如此，
王阳明批判地阅读了朱熹的“格物
致知”，才有了“致良知”的哲学思
想；朱永新老师阅读了杜威的“教

育就是生活”，才有了“让师生过一
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的深入思
考；李镇西老师阅读了苏霍姆林斯
基的著作，才写出了《爱心与教
育》和《做最好的老师》等多部教
育论著……没有思考人类就不会
进步。思考从哪里来？很重要的
一部分是从阅读中来。

拨开迷雾，坚定信念。2020年
下半年，我们又啃读了《教学勇气》
一书。虽然读起来依旧艰难，但老
师们热情不减。我告诉老师们，或
许这就是“浪漫阶段”，有了这样的
基础，并坚持阅读、思考与实践，终
会进入一个精确加综合的“美好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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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不忧、不惧、不惑
■黑龙江省尚志市希望小学 于红澎

2019年 8月，我有幸成为新教育网
络师范学院的一员。12月6日至9日，我
不远万里到山东武城实验中学参加了新
网师线下培训。感恩这次线下“会面”，
我结识了众多“尺码相同的人”，找到了
教育的方向，发现了教育的真谛与美，下
定了“学习重建自我”的雄心。

在众多老师的引领下，我果断决定，
重启注册了 3年却毫无记载内容的微信
公众号，逼自己一把，努力寻求一份属于
自己的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2020年春学期里，我选修了李镇西
老师的“教育与写作”和郝晓东老师的

“人是如何学习的”等课程。这让我在教
育写作和学习科学方面得到了空前的洗

礼，写作慢慢向“质”靠拢，也刷新了我的
教育认识观，明确了教育教学的目标与
方向。

通过学习“教育与写作”，我懂得了
教育写作的意义。通俗地讲，写是为了
促进自己更好地去做。没有写好，就不
可能做得更好，没有做好，也不可能写
好，为了写好得做好，为了做好得写好。

于是，我为了做得更好，开始去写；
也为了写得更好，开始去做。我深深地
爱上了记录教育和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也因为这样的“写”与“做”，我渐渐发现，
原来教育是那么美好。

《人是如何学习的》这本书，厚厚的，
近 400页，在郝晓东老师的 8次讲解中，

我终于明白了众多教育“怪相”的根源，
明白了众多教育举措的“根据”，明确了
自己的教改目标和方向。

就这样，一年的新网师学习，从“被
逼”走到“自逼”，我喜欢上了这一程，也
深爱上了这一程。

2020年 9月，我组建了一个教师成
长营，并面向全县新招聘语文教师招纳
20人，用我在新网师中的所获引领他们
成长。

教师成长营主要以线上分享和共读
方式，进行教育教学故事分享和学生管
理经验交流。每次活动均分“分享者分
享”“连麦交流点评”“打卡圈打卡”3个部
分。这样的活动推动教师反思日常教育

教学生活，养成
读、写、思、悟的习
惯，提高了大家的
专业能力，为教师
搭建了相互学习、
共同成长的平台。

同时，汲取新
教育和新网师的众多理念及方法，我在
两个教学班成立了“悦读乐写研学社”，
以“读写成就人生，研学体悟真理”为宗
旨，指导学生阅读、写作，举行研学活动，
提高学生综合素养。虽然目前还在尝试
阶段，但是收效不错，得到了学生和家长
的大力支持，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2020年，我阅读了近 60本书，听了

150余本书。我每天不停地写作，不停地
反思和不停地实践，由此重新定义自己
的人生意义，重新拾回自信，重新开启生
命的旅途。

感谢一切的相遇，感谢一切的恩赐，
让我在短短的一年里迎来了人生的飞
跃。同时，我也被云南省文山州委、州政
府评为“七乡教学名师”。

重启生命意义的最美时光
■云南省文山州丘北县腻脚中学校 普利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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