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我与她不期而遇，惊喜
便不约而至。她成了我生命中的

“贵人”，她就是新教育。

凝望新教育

我县教体局引爆新教育的春雷
后，全县各学校的新教育实验行动
如雨后春笋，我自然而然地被卷入
这百卉吐芳的行动中。

线上培训接踵而至，仰望星空
的银河小学，胸纳大海的飓风教室，
云端起舞的未来学校……吹面不寒
杨柳风。线下践行如火如荼，莒南
县新教育实验专题培训会，莒南三
小新教育实验启动仪式……朵朵花
开向阳来。

我积极报道学校新教育活动。
《莒南三小举办第七届“向着明亮那
方”教师读书论坛》等十多篇稿件在
鲁网、大众网、莒南新教育等平台发
稿，为新教育擂鼓。

我制作了《幸福来敲门》《向阳
花木易逢春》等 20多篇新教育活
动信息美篇。阅读了《我的阅读
观》《新教育实验》等书籍。撰写
了培训笔记，漫谈对新教育的感
悟，《面朝教室 春暖花开》《深耕，
寻生命的沸点》等文章陆续发表。
我还参与了学校新教育稿件的审
稿工作……全身心投入新教育实
验之中。

投身新教育

我被一群新教育人感动着。我
以“缔造完美教室”为轴线，致力于
阅读、写作、课堂、共情、心语、公众
号等方面的耕种。我与学生、同事、
家长，历经 3个多月，共同打磨，班级
文化系统出炉了。

班名：心语班。
班级口号：超越自我，感动父

母，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班风：正直善良有担当，豁达开

朗齐向上。勤学好问敢攀登，沐浴
书海闻花香。

班训：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
斗都是有技巧的。

班主任寄语：德行比智慧重要，
努力比聪明重要，习惯比分数重要，
幸福比完美重要，成长比输赢重要。

班诗：心语诗
心语
静下心，聆听花开花落,
那是心语动听的歌。
心语
扎根浩瀚的书海，
墨香层层浸染，
优秀的自己跃然纸上。
心语
生命的绽放，一花独秀,
灵魂芬芳，向阳而生,
那是春天的模样。

心语
朝着明亮那方,
纵使荆棘丛生,
我心飞扬。
我们录制自己的班歌，制作了

班徽、班旗、心语吉祥物、印章等属
于自己班级的标志物。

阅读对个体的精神成长至关重
要，围绕阅读，我们开展了一系列
活动。

师生共读。我们以课本为依
托，开展共读活动。我们共读《史
记》，撰写读书体会，制作手抄报，演
绎课本剧，改写《负荆请罪》，召开史
记故事分享会。领读《梁启超家
书》，制作纳兰性德轶事卡。共读
《中国民间故事》，讲民间故事，手绘
民间故事连环画等。

推荐好书活动。我们书写“心
语好书推荐本”，录制好书荐读视
频、语音播报，开展班级图书漂流活
动，印发心语阅读班报等。

写作是心语栖息的路径，我们
的写作随时随地发生，贯穿在每一
天。课堂上，牛郎织女初见的耳
语，巴迪父母的朋友圈……读写结
合成了课堂的标配。我们还编印
了父母与孩子的书信结集《心语心
声信》，撰写了班级每天发生的小
故事《心语故事集》，将每个人写的
自传集结起来，编成了《心语娃
自传》。

桂花飘香的时节，心语班“校花
擂台赛”应运而生，我们赏桂花、画
桂花、吟诗写文赞桂花……

课堂是新教育落地的土壤，我
努力营造有生命力的理想课堂。在
上《凉州词》一文时，我引导学生畅
想“葡萄美酒夜光杯”，栋硕语出“飞
花令”；浩宇满腹豪情说，“兄弟，昨
日一仗，胜利而归，畅饮吧!泪如雨，
何时归？”。执教《忆读书》时，我们
把课堂变成了读书沙龙……

晨诵公开课展示，我选择了《未
来的你，在未来等你》。在叩问环
节，我抛出问题“未来的你，会是什
么样子呢？”任雨昕身穿霞衣，跳独
舞，震撼人心。陈政豪高歌一曲《忘
川彼岸》，台上台下歌声四起，心心

向暖。我还展示了孩子们写给未来
自己的信，让他们的梦想在课堂上
飞跃。这就是我们心语班自己的晨
诵课，我们围绕“心语心声”，倾诉自
己的心语。新教育晨诵，就是这样
注重师生在诵诗的过程中与学习生
活的共同编织。

共情，是师生相处的纽带。故
事，是共情的桥梁。班级有了共情
故事，就有了温度。心语班努力打
造有故事的班级：聆听窗外声音，三
五成群去摆地摊；捡拾落叶，制作秋
叶秋语图；录制抗疫加油视频；采访
环卫工人，举办元旦晚会，录制拜年
视频……心语班级微信公众号成功
上线后，成了记录孩子们成长的芳
草地。有温度的班级，才能触动孩
子内心深处的柔软，才能触动生命
的内驱力。

品味新教育

穿梭在心语教室里，小硕成了
班级最大的“书虫”，是读书最多的
孩子。小豪的妈妈被评为“心语班
最美妈妈”，她支持孩子读书，经常
给孩子买书，自己也爱上了阅读，与
孩子一起成长……

守住心语教室，让生命得到丰
富的滋养和最美的呈现，是我们心
语教室的钥匙，是我们寻找幸福的
钥匙。我希望每个孩子置身心语
班，内心能变得更加柔软，当孩子
告别心语班时，会成为更加丰盈
的人。

我心怀新教育梦想，抱朴守拙，
就这样走着走着，花开了，人暖了，
心亮堂了。

静下心，细细品味与新教育同
行的日子，我喜上眉梢。我整理了
《杏坛足迹》《新教育叙事》《堃宇成
长记》等 9本成长记录书。我意外获
得了新教育优秀种子教师、莒南县
优秀教师等荣誉。《阅读如镜》《心语
家书 尺牍情深》等文章陆续在新教
育公众号发表。

2020年，新教育成了我生命中
的“贵人”，温暖着我，照亮着我。踏
上新征途，感恩我的贵人，我也要努
力做自己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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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生命叙事

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追寻。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该去

的已经定格，该来的早在路上。2020
年，该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回忆？迷茫、
困惑、温暖……无论如何，2020年已成
永不返回的列车，容不得人叹息。

线上教学：几多突破，挑战自我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乱了假期计划。先生被抽调到疫情防
控指挥部上班，早出晚归，上高一的女
儿每天忙着写作业，我就借看书消遣时
光。后来，女儿开始上网课，我则接到
通知，要着手新学期的准备工作──录
制我区教研室组织的小学一年级数学
网课视频，组织线上教学。

女儿上网课要用电脑，而我制作
PPT、录课也需要电脑。一台电脑不够
用，我便通过小区微信群，联系到一位
卖电脑的先生。特殊时期，他只把台式
电脑送到我家门口。他走后，我再出门
把电脑搬回家，自己安装。

在此之前根本不懂录课的我，像蹒
跚学步的孩童，跌跌撞撞。注册会员，
尝试录屏，忙活了半天，好不容易才录
好一节课。郁闷的是，要播放的头一天
晚上，我发现视频在手机上没有声音。
于是，我试着用不同的软件转化、翻录，
无奈噪音太大，只好重新录制。原本口
才不好的我，录课时，更是感觉话都不
会说了，发音也变了味。一遍又一遍，
一次又一次，一节课录好时已是凌晨 5
点。因为我的原因，导致教研室负责人
林荣鹏老师也跟着一晚上没休息，深感
惭愧。

就这样，在“加长版”的假期中，除
了一日三顿简餐，其余时间我都在做
PPT、录课、网上给学生批阅作业，熬夜
成了常态。“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我在磕磕绊绊中，完成了线上教学
任务。

终于，2020年 4月 20日开始复课，
一切回归正常。

赛教赛课：几度沉浮，充实自我

很快，我得到了“教学能手赛教”的消息。参加这个比
赛，是我多年的愿望。眼瞅着自己已到不惑之年，再不抓住
机会，那就成一辈子的遗憾了。但因为疫情影响，我长时间
无法静心看书充电，内心无比焦虑。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白天正常教学，晚上开始准备赛
教，第二天抽空磨课，团队中的每一位老师都在陪我一起受
累。他们除了自己正常教学，还要不辞辛苦地帮我磨课，每
次都是几个小时。我的悟性很差，遇到参不透的地方，师傅
范莉就现场示教，针对某个环节，给同一个班级的孩子上课
进行示范，进而让我明白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师傅沈军梅
更是从导入开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引导，一个问题、一
个问题地指导。每次帮我磨课，师傅陈辉玲都把我的问题
一一记下，指导我改正。师傅王莹莹、丁慧萍无私地把自己
的参赛经验分享给我……

所以，当我止步于市里比赛时，有一种“无颜见江东父
老”的感觉。那时笑容有多灿烂，内心就有多迷茫。有人说
年轻就是一棵树，修修剪剪，就成了漂亮盆栽。莫非我已是
枯木，即使逢春，也没有灵魂与思想？

彷徨中，我度过了一个假期。正在迷茫自己成长的方
向在哪里时，我接到了上一节思政课的通知。想着要不断
充实自我，我爽快答应了。此后，我借来书籍，熟悉教材，完
成选材。参赛的时候，内心很轻松。出乎意料，我还走到了
市里，不过也在市里止步。2020年 11月，我参加了安康市

“思政骨干教师域外培训”，胡苗苗老师作经验分享时说，
“越努力，越幸运！”自此，我才知道，很多选手，为了一节课，
都要付出很多，我要继续加油。

温馨班级：几经协力，完美自我

这一年，最让我欣慰的，莫过于我们宝妈团队携手打造
的温馨班级了。从开学美化教室，到成立“故事妈妈”“纸
艺”社团团队，再到班级微信公众号开通，前前后后，我们做
了很多事情。团队办事效率高，执行力强，说干就干，干脆
利落。早上我说出想让宝妈们担任社团老师的想法后，下
午大家就成立了“故事妈妈”社团团队，还列了时间表及替
补人员。课程内容丰富多彩，井然有序，孩子们兴高采烈。
每一节课，宝妈们都煞费苦心，潜心学习，精心准备。为了
激起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宝妈们自费给孩子们准备了糖果、
铅笔、橡皮、笔记本等小奖品。

开通班级微信公众号是我梦寐以求的事情。当我和陈
治蓄妈妈说了这个想法后，陈妈妈说：“鄢老师，我来号召。”
不到一个小时，她就把我拉进了一个叫作“班级微信团队”
的工作群。群里共 16人，大家都没有经验，不知道公众号怎
么申请。赵凯瑞妈妈自告奋勇，开始摸索。大家一致通过
公众号名称定为“幸福鸟中队”。我们一起商讨微信板块，
收集素材，将团队成员分成材料收集组、审稿组、编辑组，每
个组员负责不同的板块。就这样，我们的班级微信公众号
正式开起来了。

我们每个人虽然都是不起眼的小人物，在平凡的工作
岗位上做着普通的事情，但是这一年里，我们力所能及，努
力成为一束光，微小却温暖。

一场疫情，让 2020年在每个人
的记忆中都有了不同的味道：有劫
后余生的庆幸，有披荆斩棘的坚守，
有一路成长的欣喜，还有不断寻找
的迷茫……我常想：在衣食无忧的
同时，我们是否也应该让自己的精
神之树茁壮生长？回顾一年的故
事，梳理成长的点滴，无疑是这棵树
持续生长的最好养料。几个成长的
瞬间犹如一束束光，照亮了我的
2020，哪怕稍纵即逝，哪怕微弱
如萤。

在绘本中传递抗疫之光

2020年 2月 10日，本该是春学
期开学的第一天，可是由于疫情，我
和孩子们不得不待在各自的家里，
开始“停课不停学”的生活。我该用
什么样的方式开启孩子们的网课？
经过思考，我决定用新教育人最常
用的绘本故事的形式，教给孩子们
疫情防控的基础知识，让孩子们对
我们能取得此次抗疫斗争的胜利充
满信心。

形式确定下来，我便开始在海
量的网络资源中进行搜索。最终，
我找到了一本合适的绘本——《大
人们需要我的帮助》。这本绘本没
有现成的课件，为了保证授课效果，
我把绘本中的 20多张图片一一下载
保存，做成 PPT。就这样，我们开启
了本轮“停课不停学”活动的第一次
钉钉直播。

我投入地给孩子们讲述这个
有趣的绘本故事，给他们播放 MV
《坚信爱会赢》，讲述澳大利亚的华
侨华人租了一架客机，把自己捐赠
的抗疫物资放在座位上，运往广州
白云机场的故事……讲着讲着，我
的声音竟有一丝哽咽。在按下“结
束直播”按钮的一刹那，我心中悬
着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下了。随
后，张政同学的妈妈在班级钉钉群
中这样写道：“李老师真的是非常
用心，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这样好
的课件。有你这样的老师，孩子们
真有福气，由衷地说一声——您辛
苦了 !”看到自己辛苦的付出得到
了家长和孩子们的肯定，所有的劳

累都化成了内心深处的幸福。

在家访中传播沟通之光

2020年 3月 18日那天，我返回
学校办公室拿东西，看见了班级学
生程相坤期末考试的奖状。这个孩
子家离学校较远，期末颁奖时，他并
没有到校。就这样，他的奖状和奖
品便留在了我的办公桌上，蒙上了
一层灰尘。在疫情最严重的 1月底
到 2月初，孩子不幸感染了肺炎，高
烧不退，在县人民医院住院长达半
个月。孩子身体的恢复情况，一直
是我心里的牵挂。于是，我骑着电
动车，带着孩子的奖状和奖品，踏上
了家访之路。

顺着路人的指引，我来到了相
坤的家里。这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
庭，姐弟三人全在上学，经济开销比
较大。相坤的父母都是当地的普通
农民，种植了十几亩山药和地黄，农
闲时还要外出打工。每天为生计忙
碌的他们，对孩子的学习关注较少，
孩子成绩一直提不上去。随后，我
检查并批改了相坤的网课作业，又
和相坤父母进行了面对面沟通。让
他们意识到，无论再忙，也不可忽视
孩子的学习和成长。

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
就用这样的方式，陆续对班级 37名
同学进行了家访。家长们逐渐认可
了我的教育理念，与我在孩子的学
习习惯、作业书写、考试成绩、课外
阅读和家庭教育等方面，达成了共
识。如今，班级孩子进步很快，尤其
是相坤，成了我们班进步最大的孩
子，他的作文多次被评为优秀。

在共读中朗照信念之光

2020年 5月 9日是焦作市小学
四至六年级返校复学的日子。看到
孩子们戴着厚厚的口罩坐在教室
里，我想：他们的心是否还处于疫情
的阴影笼罩之下？我该用什么样的
方式，让孩子们尽快走出阴影，投入
到新学期的学习之中呢？我想到了
当期新教育“一道共读”四年级的共
读书籍——《飞越风暴》。

经过一天多的筹备，5月 11日

上午，我在班级的电脑上，打开了专
门制作的“《飞越风暴》新书见面会”
PPT，并把共读书籍发放到孩子们的
手中。看着孩子们把新书拿在手里
时满脸的喜悦，听着孩子们把书举
过头顶时的欢呼声，我暗下决心：即
使语文教学时间再紧张，也要抽时
间带着孩子们阅读这本书。随后的
一个月，孩子们每天抽空打开这本
书，和书中的主人公小海鸥拉鲁斯
一起，踏上成长追梦的道路。6月 12
日，我们举行了“一道共读第 11期
《飞越风暴》告别仪式”，孩子们利用
半小时的时间，交流共读《飞越风
暴》一书的感受。

此后，我们又跟着“一道共读”
活动，先后读了《尼克代表我》《天籁
的回声》《乘降落伞的狼》等书。在
共读的道路上，迎着挑战继续砥砺
向前的信念在孩子们的心中更加
坚定。

在分享中成为他人追随之光

“用故事书写，让榜样言说”，一
直是新教育人成长的重要方式。
2020年 3月中旬，我接到了金太阳
学校金董事长的电话，让我在暑假
抽时间，给学校的老师作一个新教
育的微讲座，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

来。此后，我一有时间便到学校，在
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拟定提
纲，照片分类，制作课件，插入音乐，
编辑超链接。课件制作完成的那一
刹那，我如释重负。8月 29日，我来
到金太阳学校，在教学楼二楼的一
间教室里，从一道共读、生日赠诗、
全员家访、教育日记四个方面，分享
了自己近一年来的“精耕细作”，引
发了与会老师的共鸣。这次分享，
我隐约感到自己也成了一束光，照
亮了与会老师心灵的一角，点燃了
他们渴望成长的心灯。

朱永新老师在 2021年元旦致辞
中这样写道：“每个人都想长大，但
并非每个人都在成长，而梦想是成
长最重要的灯塔。”回顾自己 2020年
的成长历程，正是“让与我相遇的孩
子们的童年生活更加丰富”的朴素
愿望，让我在一个个夜深人静的时
刻，坐在橘黄色的灯光下，或阅读教
育名著，走进名家的教育思想；或书
写教育日记，与学生进行贴心的交
流。一日日的耕耘，让我收获了

“2020新教育榜样教师提名奖”“一
道共读优秀教师”等额外奖赏；一夜
夜的思考，让我自身也成为一束亮
光，给孩子们的童年生活增加一丝
温暖……

让自己成为一束光
■河南省武陟县北郭乡城子小学 李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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