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与新教育结缘于 2003年 3
月 31日，朱永新教授应邀来海门
作新教育实验报告。当时我是海
门市东洲小学校长，刚获评江苏省
特级教师，正准备带领东洲小学师
生开展二次创业。遇见朱老师和
新教育，让我有了向更高办学境界
攀登的强烈憧憬。

2004年，我作为江苏省“333
工程”培养对象，被公派到南澳大
利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访学期间，
我利用网络带领学校教师开展新
教育实验。我每天写日志，并在

“教育在线”开辟澳洲课程故事专
题帖，写了 300多篇课程故事、50
封给学生的信，朱老师经常跟帖鼓
励。2005年初回国，朱老师约我见
面，帮助我出版专著《澳洲课程故
事：一位中国著名校长的域外教育
体验》《澳中跨文化课程与教学比
较研究》。同年，我考取朱老师的
博士研究生，又调任海门市教育局
副局长，便一边攻读博士研究生学
位，一边以海门为田园深耕新教
育，并辅助朱老师推进全国新教育
实验。

2005年以来，我笔耕不辍，收
获许多额外奖赏。2011年，系列成
果《新教育实验的研究》（含拙作
《做新教育的行者》）获评江苏省第
三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奖（实践探
索类）一等奖。2018年，系列成果
《“新教育实验”的教学改革实践》
（含拙作《变革的力量》）获评国家
级教学成果一等奖，2019年教师节
我赴北京领奖，受到习近平总书记
接见。

新教育启迪了我的哲学思维、
科研方式和管理路径，让我取得了
一些成绩。但这只是“小我”的成
功，或者说，充其量是一所学校的
成功。2005年，我调任教育局副局
长后，便大力推动区域新教育实
验。我想以行动实现“大我”，努力
向让所有实验区师生过一种幸福

完整的教育生活迈进。15年来，海
门新教育人用创造性实践，丰富新
教育实验内涵，也改造自己的教育
生活，推动海门教育又好又快发
展。2013年，海门市新教育培训中
心（即新教育教师成长学院）成立，
每年承接 2万人次面向全国各地
的新教育理念、项目和教师培训。

海门建立了新教育实验推进
机制，在新教育愿景引领下，教育
局基教科负责行政协调，中小学
教师研修中心负责项目研究，新
教育培训中心负责教师和项目培
训，教育局、集团、学校三级联动，
推动新教育项目在海门每一所学
校落地。

海门以新教育项目作为抓手
和驱动，倡导行动项目化、项目课
程化、课程深耕化，根植校园和教
室，推动新教育持续发展。

推进每月一事，让每个学生形
成良好的人格素养。2006年起，海
门围绕“新公民教育行动的研究”，
以新教育“每月一事”项目为抓手，
区域推进公民习惯养成教育。

营造书香校园，让每一个师生
丰富精神的底色。海门建构完整
阅读体系，形成从幼儿园到高中阶
梯性阅读课程。把阅读与学科课
程、社团活动、特色发展等结合，加
强阅读常态化建设。新教育阅读
节成为区域学校共同的节日，让阅
读成为师生的基本生活方式。

构筑理想课堂，让每一节课实
现生命的深刻共鸣。2008年开始，
我们以区域推进“学程导航”教学
范式为路径，加大理想课堂研究力
度，在观课、研课中夯实有效教学
框架底线，形成一批课堂教学改革
成果。

探索共同体建设，让每一位教
师获得成长的平台。海门以组建
新教育共同体启动新教育实验，建
立市直学校协作发展共同体、城乡
联动发展共同体、学科发展共同

体、校长俱乐部、名师（名品项目）
工作室等 5种形态共同体，发挥直
属学校和名师引领作用，浓厚区域
研究氛围。各校研修共同体更是
丰富多样，为教师成长搭建平台。

践行文化立魂，让每一所学校
拥有独特的气质。2006年，海门启
动农村学校“达标创特”工程，培育
了绣品文化、童诗教育等一批高水
平特色项目。2008年，海门开始进
行学校文化建设探索，把着眼点投
向学校愿景、使命和价值观，指向
学校文化发展，让文化为学校立
魂，一所所学校特色文化成就了海
门教育万紫千红的新局面。

缔造完美教室，让每一间教室
成为幸福的源泉。2010年，海门推
进缔造完美教室项目，从价值系统
建构、卓越课程研发、课堂文化打
造、节日庆典与社团活动组织等方
面，致力于让每一间教室成为师生
幸福的源泉。

研发卓越课程，让每一位学生
享受适切的课程。依据新教育卓
越课程体系，海门启动了“卓越课
程三年行动计划”，区域推动卓越
课程项目，充分挖掘地方与校本资

源，丰富学校课程内容，为学生发
展提供多元与可选择的课程资源。

家校合作共育，让每一位父母
掌握科学的家教之道。2007年，海
门在全国首创家庭教育日活动。
第一个家庭教育日主题是“构建和
谐家庭，与孩子共同成长”。自此，
我们把每年元旦后第一个周末定
为家庭教育日。每个家庭教育日
围绕一个主题，举办丰富多彩的活
动，广泛宣传先进家教理念。

多年来，全国不知有多少校
长、教师的成长得到了朱老师的
关心和帮助。这是朱老师的人格
魅力，也正是这种魅力成了全国新
教育人创造生命奇迹的成长力量。
如今，我既是新教育实验参与者、
研究者，也是组织者、引领者、推广
者。不敢说已经成就“小我”，更
不敢说已经成就“大我”，但至少我
已经有了行动和坚持的自觉。是
开始的缘分，更是后来恩师身体力
行和一路指引与督促，让我不敢懈
怠，一直保持与全国新教育同仁携
手同行的状态，因为我是新教育
的行者，我会永远守望在新教育
前行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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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育理事会理事长、南通市海门区教育体育局局长 许新海

从“小我”自觉到“大我”信仰

专新教育 刊
生命叙事

生命原是一场编织，那些因为
种种原因走进我生命中的人和事，
就像经线和纬线在相互编织中印证
着自己这一段生命的存在。

1997年，一节精心打磨的省级
优质课，成为我专业成长的重要起
点。之后，更多的竞赛、评选接踵而
至，而我似乎也成了最好的人选。
2000年，在几番“过关斩将”之后，我
入选河南省中小学百名教育教学专
家，为期一年的脱产培训让我经历
了前所未有的头脑风暴。可以说，
在和新教育邂逅之前，我曾一度骄
傲地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2003年，不安分的我做了“一件
大事”：考取硕士研究生，又一次重
返大学校园，开始一种自觉自愿的
修炼……但修炼的目的究竟何在，
我仍然很茫然。我一次次追问自
己：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我真正想要
的？我渴望认识未知的自己，却总
是无法看清楚。

一切在 2007年的那个春天得
到了彻底改变。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赴贵州省遵义市凤冈县参加了

“灵山-新教育”公益支教行动。当
时的我并不知道，这次和新教育的
美丽邂逅会如此深刻地影响和改变
着我的教育生命。从贵州回来之
后，做一粒新教育的种子成为我最
大的愿望。

我开始行走在大大小小的学
校里，宣讲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也在一间又一间教室里将童书、电
影、诗歌、游戏、音乐、童话剧等美
好的事物汇聚起来。在我们的不
断努力下，新教育最终以课程化的
方式进入焦作市孩子们的生命中。
晨诵、午读、暮省成了孩子们的日
常生活方式，越来越多的惊喜让我
们 感 动 。 2012 年 ，央 视 读 书 栏
目——《我的一本课外书》，在全国
寻找最会读书的孩子，焦作有 5名
读书少年最终走进央视参加节目
录制。2014年 5月，河南省校讯通
第十届书香班级评选结果揭晓，焦
作的成绩再次让人惊叹：全省近
700个获奖班级和个人中，焦作有
179个，占据“绝对优势”，有人把这
称作“焦作现象”。

我知道，我已经不需要用一纸
证书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因为行走
本身就是最好的证明。焦作修武第二实验中学的一位老
师在随笔中写道：“生命都有光，有的人暗淡，是因了遮
蔽，因了蒙尘。除去这些尘埃与遮蔽，生命的光辉一定散
发出其应有的光彩。再活一次，让光出来。”新教育让很
多老师有了“重生”的感觉，找到了生命的意义。

2012年，我们开始着手教室建设，致力于“缔造一间
完美教室”。我们从班级文化、班级课程、班级家校共同
体入手，让一间间教室的内涵不断丰富。“丁香班”“小梅
花班”“蜗牛居”“竹节轩”……当教室有了文化、课程和生
命，从这间教室里走出的孩子也就拥有了不同的生命气
象和文化气质。

2014年 3月 1日，我受邀担任全国新教育种子计划项
目负责人，开始在更大的平台上引领带动更多的一线教
师不断超越自己。3月 18日，“新教育种子计划项目”的第
一次热身活动——种子教师孟州现场会在焦作孟州的韩
愈小学和育新小学举行。新教育春季种子党玲芬老师的

“丁香班”班级叙事让在场的老师震撼不已。大家看到了
那些浸润在美好事物中的孩子，也看到了一间教室是如
何借助新教育一点点走向美好的。

同年 5月，“认识未知的自己——全国首届新教育种
子教师研修营”在焦作成功举办。此后，每年都会举办一
到两届。从北京到日照，从宜宾到诸城，种子教师研训营
为老师们搭建了更大的成长舞台，也成为他们专业交往
的重要平台。

2018年，为了让新教育惠及更多师生，我策划开启了
“一道共读公益阅读”项目。从内蒙古通辽，到云南腾冲，
从江苏海门到河南洛阳，数千个班级、数万名师生，一道

“乘书飞翔”。偃师市一所村小的郭瑞利老师说自己万万
没有想到，带着一年级的孩子们一道共读，一年下来，大
家的变化如此之大，更没有想到，家长会直接到学校给她
送来锦旗，并向校领导提出期待：不要中途换老师，要让
郭老师把这届孩子带到毕业。

走在这条路上，感人的故事太多，值得记录的人和
事也太多。在给老师们的信里，我这样写道：一粒种子
的成长，必须穿越泥土的黑暗，必须经历岁月的磨砺，
才能最终完成一朵花的使命，才能实现一粒种子最大的
生命可能性。我们期待有一天，无论我们走进哪一间新
教育老师的教室，都能看到充满个性而富有新教育特质
的班级文化；都能分享一年里每一天、每一月、每一学
期、每一学年所走过的课程之旅和生命叙事；所有看见
它的人都会说，这是一间多么与众不同的新教育完美教
室，从这间教室里走出去的每一个孩子也是那么与众
不同。

走在这条路上，是寂寞的，也是幸福的，那些额外的
奖赏，那些属于我们的庆典一直环绕在身边。2014年 4
月 11日，在亲近母语论坛的现场，我从梅子涵老师手中
接过“书香点灯人”的证书，百感交集。9月 19日，我们
的成长故事被媒体专题报道，让我重新梳理了自己和团
队的成长。2016年新教育年会上，我从朱永新老师手里
接过新教育首届年度人物的奖牌，彼时我和新教育已经

“牵手”整整 10年。10年，我见证着一个团队和新教育的
成长。

我曾不断地追问自己，此行目的何在？我想，应该是
让每一个与我相遇的孩子因我而幸福，让每一个与我相
遇的老师因我而成长，能够深度参与他人生命的成长，付
出、欣赏、喝彩，和他们一起看见未来。

就这样，从关注一间教室，到改变一所学校，再到影
响一个区域的教育生态，大家都说，在焦作，新教育由一
粒种子变成了一树硕果。而我深知，致敬美好教育的最
好方式，就是把它创造出来，而我们努力做着的正是这样
一件事。

躬耕教育 30多年，我一直在
思考乡村教育的出路：城里一个孩
子后面站着一排老师（学校老师、
培训班老师、父母……），而乡村一
群孩子前面往往只站着一位老师
（乡村多是一班一老师、没有校外
班，父母在外打工……），城乡孩子
享受的教育资源是不可相提并论
的。据了解，如今农村孩子上清华
北大的比例在逐渐下降。虽然我
不是唯分数论者，但教育的公平和
均衡，始终是也应该是扛在教育人
肩上的两个重大责任。

乡村教育的出路在哪里？带
着执着与期待，我们朝着新教育明
亮的那方出发了。

遇见美好

那是 2011年隆冬的一天，我
和县里几位热心教改的校长，驾车
向正在召开新教育实验展示会的
山西绛县驶去。虽然当天下着鹅
毛大雪，寒风刺骨，但我们没有一
点儿沮丧，反而精神抖擞，因为我
们渴求改变。当天，朱永新教授竟
然到晚上 11点多还在等待我们这
些素未谋面的人。我们汇报了随
县教育的情况，表达了对新教育的
向往。朱老师耐心地听着，脸上一
直挂着慈祥憨厚的笑。随后几天，
座谈、互动、观摩，记录、拍照……
新教育的“前世今生”、新教育为绛
县带来的改变，都被我们一股脑地
装进脑海。

随县在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
县，1999年底才设立，没有一所城
市学校，乡村教育就是随县教育的
底色。是什么力量让条件还不如
我们的绛县，教师有激情、学校有
特色、学生快乐阳光？如何让新教
育在随县的大地上扎根？如何用
新教育激活一池春水，使随县教育
获得长足发展？这些问题让我夜
不能寐。

冰封的 12月姗姗而来。我沿
着厥水河施施而行，河上浣衣的农
妇，正在用棒槌砸坚冰，一下又一
下，集中于一点，声音在冬天的早
晨远远地飘来，“咔嚓——”，冰破
了。“咔嚓”声在我耳边不断地回
响：想要破冰，必须把力量集中于
一点。我的脑海闪现出一道灵光：
选择对新教育实验理解深刻、前期
有所行动的学校，举行新教育实验
开放周，分协作区进行观摩，这或
许能成为随县新教育实验的破冰
之举。

于是，我们把力量集中到新教
育实验能力强、文化底蕴深厚的随
县历山和尚市镇等学校，引领和带
动其他学校，把新教育实验辐射到
全县 108所学校，全县整体区域推
进新教育实验。就这样，新教育实
验的根须慢慢扎进了随县教育的
沃土。

建构团队

老话说，独行快，众行远。我

们组建了新教育种子团队，建构新
教育实验项目共同体，共读共写的
教育生活丰盈了我们每一天。有
许多优秀的新教育老师，都刻写在
我们一起探索乡村新教育的生命
记忆里，我永远不会忘记。

全国新教育实验榜样教师王
从伦，把“彭局长是我教育生涯的
贵人”这句话挂在嘴边上。我知
道，新教育实验才是王老师的“贵
人”。他 53岁时接触新教育实验，
在此之前，他以为自己的教育生涯
会这样波澜不惊地直到结束。可
遇到新教育后，他的人生变得不一
样了。他和他的阳光班孩子们每
天沐浴着新教育的晨光，阅读、写
作，长期坚守，乐此不疲。孩子们
快乐幸福地成长，深得家长和社会
赞许。他也因此荣获湖北省优秀
班主任、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
称号。

他研发的石头拼画课程，把绘
画和手工制作融为一体，让乡村小
河里的石头拥有了生命，为乡村孩
子的艺术教育开创了一条新路。
他组建了一个新教育实验“阳光
班”，我被邀请担任每届“阳光班”
的名誉班主任，因此我见证了王老
师的每一次“成长”。每一次去为
阳光班的孩子们赠书，我们都会举
行一次别开生面的阅读会，孩子们
亲切地围上来喊我“彭老师”。那
声音很甜很甜，唤起了我 30多年
投身教育的快乐和幸福。

不断地发现、点燃和唤醒，组
建项目共同体和读书会，使一群人
拥有相同的尺码和语言密码，这就
是我执着追寻的教育之路。领导
和老师们称我为随县新教育“点灯
人”，我知道我离这个赞誉还有很
大距离。

深度融合

对新教育人来说，新教育实验
就是要熬一锅石头汤，把石头熬出
味道，需要创造和坚持，更需要融
合和协调。我们把县教育局提出
的学校德育、校园文化和课堂改革
这“三驾马车”，与新教育实验十大
行动深度融合。我们经常组织召
开教育局层面、学校层面新教育实
验座谈会、观摩会，因校制宜，以研

发卓越课程为支撑，先后建成了农
耕文化博物馆、种子馆等一系列乡
村元素的场馆，研发出跳绳抖空
竹、少儿传统游戏、楹联、树叶贴画
等地方特色课程。

在教育教学水平能力综合考
核中，随州市初中前十名中随县总
能占据七席，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新
教育实验取得的成果。媒体对随
县教育进行了专访，讲述随县 108
所学校的新样态。朱永新、李镇
西、卢志文等先后多次来到随县指
导，鼓励说“随县教育正在为乡村
教育发展探路”。

2016年，全国新教育实验区工
作会议在随县召开。这是随县教
育界第一次承办如此高规格、大规
模的会议。此次会议分两大部分，
一是新教育实验的集中舞台展示，
二是新教育实验学校的现场观摩，
全面展示随县新教育实验成果。
这次活动很成功，受到一致好评。
新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东强
在他的微博上写道：“随县新教育
是乡村教育的幸福样态，随县教育
人 在 守 望 着 乡 村 教 育 朴 素 的
幸福。”

每次遇到尚市净明学校的校
长王云享，他都会提及我送给他
的“镇馆之宝”—— 一个开着绿叶
黄花的小茶壶。一次，王校长来
局开会，一眼相中了我办公桌上
的宝贝，向我索要，说是要作为

“种子馆”的镇馆之“宝”，我慷慨
相送。当然，这不是什么宝贝，只
是我突发奇想，在一个陶制的小
茶壶中装土种了一粒花生。奇特
的是，这颗花生不仅葱翠蓊郁地
生长，还开出了抢眼的黄色小花。
后来王校长说，每当遇到困难时，
他就把这个“宝贝”搬出来告诉老
师，种子能创造奇迹，我们也能。
一颗花生就这样具备了隐性的审
美价值，成了新教育实验中一抹
亮眼的新绿。

我庆幸自己遇到了新教育，
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砥砺着
我，使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
激起力量，奋勇向前，为师生过一
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点亮一
盏心灯，或许光芒微弱，但充满
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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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一盏心灯 温暖乡村教育
■湖北省随县教育局原副局长 彭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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