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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祖庆

教书是门技术活，拜师是必不可少

的。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如果遇到一位

热心的明师，且愿意倾囊相授，那是一种

幸运。

但是，并不是所有青年教师，都懂得

如何拜师学艺的。明明良师在侧，却因不

够诚恳或不知怎么学，良师成摆设，业务

进步慢。

那么，青年教师在拜师学艺的过程中，

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先搞清楚自己的职业阶段，有针

对性地学。

青年教师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刚

入职的是青年教师，35岁以内的也是青年

教师。但是，两者无论是在工作经验上，还

是在业务水平上，都不可同日而语。

职业阶段不同，学习重点也不同。

在职业生涯的起步阶段，一定要稳扎

稳打，从最基础的学起，切不可好高骛远。

还没有站稳讲台，就想着要成为卓越的教

师，这是不可能的。

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要从建立教育教

学常规开始，要从训练自己的必备技能开

始。而向身边有经验有智慧的教师学习，

则是非常好的途径。一般来说，学校都会

给青年教师结对，这非常重要。能否快速

成长，就看跟师父学得怎么样。

徒弟要看着师父怎么备课，怎么改作

业，怎么讲评作业，怎么带班，怎么搞定“熊

孩子”，怎么和家长打交道……

比方说，微信群很有可能成为“定时

炸弹”，有的家长冷不丁吐槽会引发轩然

大波。

有经验的教师就很有办法。如著名

班主任田冰冰（现在是校长）在开学之初

的家长会上约法三章：早上7:00以前、晚

上10:00以后不能发言；广告、拉票、敏感

话题坚决不能发；不利于班级团结的话坚

决不能说；个性化的要求可以跟教师私聊。

这样一来，班级微信群被管理得井

井有条。

当然，这个师父首先要有水平，新手教

师依样画葫芦，照着做即可。

但是，如果师父水平很一般，就不一定

全照着做。

如果已经教了七八年书，自己也成了

学校里的骨干教师了，那么，你就不能再简

单地学技术了，而是要学习师父的风格、经

验，甚至绝招，更重要的是处事方式。

问问师父最近在读什么书，了解他在

关注什么样的公众号、订阅哪些教学杂

志，以及班里有什么新举措、教学有哪些

新改革。

如果师父在专业领域卓有建树，可以

把他的经验移植到自己的班级里，把他的

文章打印出来细细品读，甚至可以学着师

父做做课程。

第二，要主动、再主动，咬定青山不

放松。

想起了31年前，我被分配到温岭龙门

岛的情景。当初的龙门岛是温岭条件最艰

苦的海岛。那时，我教四年级，老教师江再

法先生教学很有特色。于是，我就经常端

个板凳坐进去。开始的时候江老师有些抵

触：“没什么好听的，不要来听。”

可我就是死皮赖脸坐在边上，我说：

“江老师您不管怎样上，肯定上得很好，我

就在边上听着，向您学习。”听完课我就走，

并没有马上向江老师反馈学习心得。

我故意让自己的教学进度慢于江老师

的班，干吗？我去找相关的杂志，找到这一

课的三四个案例，再对比江老师的案例，找

出江老师的课堂设计妙在何处。

上了一遍之后，我再去向江老师汇报。

“江老师，这堂课我从您这儿学到了

好几点。我自己也想了一些招，您看行

不行？”

我把自己的教学设计给江老师看。江

老师看了之后，直夸我爱动脑筋。后来，他

上课准备得更充分，因为他知道我经常要

溜进来听课。

就这样，我听到了江老师一节又一节

的好课。

一位老教师跟我说：“现在有些年轻教

师啊，真是看不懂。学校安排了我跟他结

对，他说，‘师父您工作很忙，我也很忙，咱们

结对就简单一点。您不要来听我的课，我也

不好意思打扰您。咱们到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对着您的备课本，抄几节课的听课记录就

可以了’。你想呀，年轻人主动这样跟我说，

我愿意教他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师父永远无法叫醒装睡的徒弟。

第三，拜师学艺的过程中，待人接物非

常重要。

切不可因为师父年纪大了，在新技术

方面跟不上，就看不起他。作为徒弟，要

谦虚低调，师父的教学经验是你所欠缺

的，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地学，主动帮

师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这样，你就会

进步得非常快。

拜师学艺中，有一些小细节很重要。

比如，你给客人倒一杯茶，师父在边

上，要不要顺手也给师父倒一杯？那肯定

要啊，这些细节都会给你加分，会让师父觉

得这个年轻人谦虚、爱学、靠谱。他就会掏

心掏肺地帮你。

比如，你为了上公开课，让师父帮你看

教案，这时，你想到了学校里可能还有谁比

较厉害。是背着师父，去找另一位教师，还

是当面跟师父商量？

我想，大部分名师是有胸怀的，但如果

你在专业发展上的事不跟师父商量，下一

次，也许师父就不太尽心了。

更进一步，也许你会遇见一个比师父

更适合你的高人。你很仰慕高人，高人也

愿意收你为徒。这时候，你该怎么办？

我相信，大部分师父都是通情达理

的。你进步了，照样是他的徒弟啊。你应

该很真诚地向原来的师父提出来，希望自

己“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不管你有几个师父，都要尊重。不要

让人觉得你很功利，这对你的成长很不利。

第四，学师父，但不要太像师父。

拜师学艺，不是为了克隆师父，更不是

成为“师父第二”。拜师学艺的终极目的，

是发现你自己，成为你自己。

然而，在教学界，我看到“太多人过于迷

恋师父，却丢失了自己”的例子。不少潜质

不错的教师，因为过于认同师父的教学风

格，从理论到方法到技术，一举一动、一招一

式地学，甚至连语气、手势，都学得非常像。

这就没必要了。我相信，没有一个师

父愿意看到自己的徒弟太像自己。

学师父的教育理念、课程视野、思维方

式、待人接物、处事态度，而不要成为师父

的影子。这才是正确的拜师之道。

而且，徒弟跟着师父越久，受师父影响

越深，很多时候看问题有失公允，觉得师父

说的一定对，师父的教法是最好的。

尊重师父，敬畏师父，但也要客观地

看待师父。盲目崇拜，盲目继承，发现不

了师父的“软肋”或“气门”。这样学艺，

是很危险的。

因此，拜师越到最后，越要有“反

骨”——不是背着师父做坏事，起义或另立

山头，而是要努力跳出师父的固有风格，努

力去超越，要成为和师父有所不同的人。

如此，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否

则，你永远在师父这棵大树下，不会长成另

一棵大树。师父是不是大树，也难说，你却

把师父当整片天。

师父也需要继

续提升，师徒要能

“教学相长”。

以上，是一位

既当过徒弟，又当

过师父的教龄31年

的老教师的“好为

人师”之语。不一

定适合你，但绝对

真诚。因为，我就

是这样过来的。

听写吉尼斯
□绍兴市稽山小学 董 海

这学期学生的词语听写和段落默写情

况比上学期有明显进步，有7名学生连续4

次听写满分。他们期待着，能拿到本学期的

听写吉尼斯荣誉奖状。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上学期，我接手

了一个新班级。全班45名学生，每次单元听

默写（5次），只有三四个学生能得满分。

听写检查前一天，我会向学生强调要好

好复习，可每次测下来，都让我大失所望。

我知道，最主要的原因是学生不重视。

为改变这种现象，我决定推行一项活动——

听写吉尼斯，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午习课上，我宣布了计划。学生们都很

好奇。

我继续说：“期末我要统计听写成绩，哪

位同学一学期下来听写满分次数最多，就会

得到一张吉尼斯奖状，还有小礼品。”

学生们听我这么一说，都很兴奋，有几

名女生还喝彩叫好。

接下来，我感到学生对听写的重视程度

在慢慢上升。如果我说中午要听写，课间就

会发现有好几对学生在相互练习听写。

在正式听写前，学生还会要求再给两三

分钟看一看、记一记。

一位家长给我留言：“董老师，我家孩子

近段时间词语抄写很认真，抄完后，还主动

要求我给他听写。”

一段时间下来，我发现学生的听写质量

明显提升。

我还惊喜地发现，郦熠楠已经连续5次

听默满分。我在表扬他的同时，进一步旁敲

侧击：“郦熠楠是全班唯一一个连续5次满分

的，希望郦熠楠继续保持，到时候老师给你

颁个吉尼斯奖。”

“全班唯一”这几个字我说得特别慢，特

别重。

期末的听写吉尼斯奖有两项。一项是

听写次数满分最多的吉尼斯奖，有两名学生

获奖。另一项是听写满分连续次数最多的

吉尼斯奖，不负众望，由郦熠楠获得。

学生很喜欢此项活动，因此，本学期，我

在征求学生意见后，又加了一个古诗积累吉

尼 斯 奖 。 以

后，我还会根

据班级情况，

设计与学科相

关的吉尼斯项

目，让学生乐

学其中。

俞和军（楼主）
不少学校在学生上学、放

学期间会邀请家长轮流到学校

协助值勤站岗，维持校门口的

交通安全。有人认为，让家长

参与学校工作有利于家校联

系，有利于家长了解学校管理；

也有人认为，这加重了家长的

负担，毕竟这是家长的额外工

作。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雷 恒
家长协助学校值勤站岗，

作为一种要求我觉得不合适，

但允许有热心、有时间、有精力

的家长偶尔参与学校管理，体

验学校运作。这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促进学校自身规范，也能

促进家校沟通，还能让学生和

家长有一种自豪感。如果这件

事能让人人都有点服务意识、

奉献意识，就是一件好事。

徐如松
家长参与是好事，值勤人

数不在多，每个班级只要征集

一两名家长志愿者就够了，一

周征集一次。以 24 个班规模

的学校计算，校门口每天就能

有四五名家长志愿者在服务，

并不会加重家长负担，其实家

长志愿者都非常热心。

左渊臻
此项举措好，好在这几点：

其一，维持学校周边秩序不是学

校一方的责任，公共事务大家齐

心协力，齐抓共管，效果更好；其

二，家长既是管理者，又是被管

理者，这能提升家长的公益意

识、责任意识、文明意识；其三，

一个学期每名家长只轮到一次，

有特殊情况可以换班，可以请

假。我们学校就在实行这项举

措，师生、家长都很支持。

张祖平
我不赞成。术业有专攻，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维持校

门口秩序这项工作看似简单，

实际上需要一定的疏导和沟通技能。请家

长来做，家长是否真心实意先不说，疏导过

程中，由于技术不到位，家长志愿者可能出

错，也可能与被管理的家长发生矛盾。

杨铁金
教育需要合力。创设有利于学生成长、

学校发展的良好环境，需要全社会支持。学

校周边秩序良好，直接受益的是学生和家

长。协助学校值勤站岗，是家长服务子女、

服务教育、服务社会的职责与光荣，应该怀

着崇高感与自豪感，将它做好。

龙泉许东宝
乱，会增加不安全因素。把家长请来协

助，多一双眼睛守护。

骄 阳
不能过度消费家长的“教育助力”，前提

必须是家长自愿，任何打着家校合作口号要

求家长做这做那的，都需要反思。

□杭州市学正小学 陈黎丹

教学中难免会发生一些意外，是

慌乱、沮丧，还是带来惊喜？很能考

验教师的智慧和课堂把控能力。

记得有一次突然停电了，而这是

信息技术课时间，上课铃已经响过，

学生已经就座。

让他们在教室里自习吧，除了信

息技术教材，学生什么都没带；况且，

教材里都是实践操作的内容，理论课

只有一节，已经在开学时上过了。

学生们乱作一团，纷纷叹息：“今

天的信息技术课又泡汤了。”

我一时也变得手足无措。学生

好不容易盼来一星期一节的信息技

术课，不能就这么白白浪费了。

我灵机一动，突然想起隔壁机

房还有几台旧电脑，该轮到它们出

场了。

说干就干，我拍拍手让学生安

静下来，问：“停电了，你们是不是很

失望？”

“是的。”

我笑笑：“停电不等于停课，或

许，今天的课你们会更喜欢。”

教室里安静极了，学生们都用怀

疑的目光看着我。

“请大家安静地等我两分钟，谜底

马上揭晓。”我迅速叫上两名男生和我

去隔壁机房，搬来两台电脑主机。

学生一脸兴奋地看着。我说：

“我们学过很多计算机知识，但你们想

不想看看，机箱里都有些什么呀？今

天，就让我们揭开机箱的神秘面纱。”

我先把机箱面板卸了下来。

“这是什么？”“那是什么？”学生

们已经按捺不住，东问西问。

我就带领着他们一起来猜一猜、

认一认、摸一摸、装一装。

风扇起的是什么作用？计算机

的核心配件是什么？内存大小怎么

看？声卡、网卡、显卡怎么区分？

我一边讲解，一边插拔硬件，每

一个学生都全神贯注，兴致勃勃。

光说不练不行，我把本节课分为

4个阶段：讲解、认识、安装、比赛。

讲解阶段是教师传授知识的过

程，认识阶段让学生能够将各种硬件

对号入座，安装阶段学生试着简单安

装并了解注意事项，而到了比赛阶

段，学生的学习热情被极大地激发出

来了。

比赛分口答题和操作题两部分，

口答题又分为必答题和抢答题。

我把学生分为4组，然后提问，每

答对一题得 10分，答错一题扣 10

分。通过知识问答，学生巩固了知识。

操作比赛每组派两名学生，看哪

组装得又快又正确。选手们一丝不

苟地比赛，啦啦队也不甘示弱，拼命

为自己组加油。操作比赛不仅强化

了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充分培养了

学生的团队荣誉感。

下课铃响了，学生们还围着机箱

不愿离去，看得出，这节课他们获得

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欢乐和荣誉。

我心中暗喜，看来我的临时决定

是正确的，这节课也是成功的，教学

效果甚至比平时的课堂还要好。创

新型教学会带动学生思维碰撞，给学

生的学习带来质的飞跃。

本话题可继续讨论——

青年教师拜师学艺要注意什么？

停电了？信息技术课不停

如
何
看
待
要
求
家
长
协
助
学
校
值
勤
站
岗
的
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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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在这里拉开帷幕动在这里拉开帷幕。。学校精心设置党史培训内容学校精心设置党史培训内容，，通过重走红军路通过重走红军路、、唱红军歌曲唱红军歌曲、、开展红色主题拓展游戏开展红色主题拓展游戏、、听老一听老一

辈讲革命故事等学生们乐于接受的形式辈讲革命故事等学生们乐于接受的形式，，重温红色记忆重温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基因。。图为学生用英语朗诵图为学生用英语朗诵《《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王灵勇王灵勇 毛莹菲毛莹菲 摄摄））

公 示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记者证管

理办法》要求，我报社对申领记者证人员

资格进行严格审核，现将名单公示，接受

社会监督。公示期2021年6月11日—6

月20日。举报电话：（0571）87778005,

浙江省委宣传部新闻处电话：（0571）

87057155。

拟领取新闻记者证名单：

陈宁一 蒋亦丰

浙江教育报社
2021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