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种美丽叫偏心
! ! ! !

从教多年了
!

对“有教无类”的先

贤之道也算领教颇丰，也正因如此，

数年前处理过的学生纠纷中，有一

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小军和晓婷

是前后桌的同学，两人经常为一些

小事而发生争吵。一次上课，两人不

知为什么又吵起来，你一言我一语，

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我先制止了他

们，批评他们扰乱了课堂秩序。下课

后，两人来到我办公室，还在互相指

责对方上课讲闲话影响自己的学

习。一时间，我无所适从，辨别不清

孰真孰假。但毕竟两人平时的各方

面表现我了如指掌，最后我说：“你

们俩说，我该相信谁呢？我觉得我应

该相信晓婷的话。”小军在一旁不服

气地说：“老师，你偏心。”我未生气，

而是和风细雨地向他解释说，“我是

偏心，可是我有偏心的理由呀。你

看，晓婷同学从来没有对我撒过谎，

我当然相信她了。而你有时给我的

承诺却兑现不了，我当然就不怎么

相信你了。可是，在今后的日子里，

你如果用自己的行动来证明你是一

个不说谎、言行一致的人，我自然也

会相信你的话。”

这件事情过去了一段时间后，他

们两人都有所改变，晓婷变得宽容了，

小军也变得大度了，更令人欣喜的是，

小军也渐渐开始以‘一言既出，驷马难

追’为言行准则，无论向老师保证什么

还是和同学说什么，都能

讲诚信。对学生的教育除

了老师的说教外，另外一

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学生的

自省。从自省中获取的道

理比从被说教中获取的要

来得实在，来得深刻。教师

偏爱某种行为，无疑是在

告诉学生，这种行为是值

得你们去学习的。当然，这首先要求我

们的老师喜好要得当。

“偏心”体现的是因材施教的教

育思想。有的学生是在无意中犯的错

误，那么我们点到即可；有的学生是

明知故犯，那么就需要严肃批评。对

于犯了错误已经有强烈悔意的学生

们完全可以大事化了；而对那些有了

错误却拒不悔改的学生，就需要“兴

师动众”了。

可以说
!

偏心还有着激励作用。人

不仅生活在物质中，也生活在精神

中。对学生激励的方式和方法是多样

的：表扬能激励，批评能激励，偏心也

可以作为激励方式的一种。我在上高

中时，曾对班主任的很多做法颇有微

词，觉得他总是偏心于那些成绩好的

学生：演讲比赛，让他们去；辩论赛，

让他们去；各科竞赛他最先去征求意

见的也是那些同学。于是，我暗下决

心，一定要努力超过那些被他青睐的

同学，让他知道我不是一个低能的学

生。考入大学后，我在内心中一直对

他充满着感激，因为正是他所谓的偏心

激发了我心中的斗志，使得我迎头赶

上，在前进的路上没有被落下。现在，我

也拿起了教鞭，我进一步理解：老师没

有叫我去参加各种竞赛是因为我那时

确实有不足，而我对老师的偏见是少年

的偏激和狭隘在作祟。从某种意义上

说，别人的偏见能激起人心中的自我意

识，从而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对那些

在父母呵护中长大的独生子女来说，适

度的冷淡，可以磨砺他们的意志，激发

他们的潜能。

!

程小虎

我是一只

———记优秀中学生祁兵

! ! ! !

生活是自己演绎的，关键看你

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苦难是上帝恩

赐予我的财富，我要好好生活，活出

我的精彩，做一个从苦难里飞出的

阳光鸟，用阳光去丈量每一天，哪怕

是微不足道的一厘米。 ———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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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天真烂漫的童年，七彩

梦幻的季节，当同龄人还在大人跟

前撒娇的时候，父母遭遇的一场车

祸彻底粉碎了他所有的理想和梦幻。

虽抢救及时，但母亲还是落下了半身

瘫痪的残疾，生活不能自理。原本以

为父母亲会相搀相扶度过难关，走过

余生。生活之重之艰使得父亲不得不

离开了家，远走他乡自谋生路。残缺

的家顷刻间在风雨中摇摇欲坠，无

助，屈辱，痛苦像狂风巨浪一样压在

了还未经世事的孩子身上。

怎么办？怎么办……一次次徘

徊在绝望尽头的他做出了连常人都

想不到的决定。他走到妈妈跟前，一

脸坚毅的说：“妈，你别哭，这个家还

有我呢！你常说我要做个男子汉，现

在我就做给你看，你给我打分，我可

要得高分呢！”一席话，说得母亲泪

雨纷纷，母子俩禁不住抱头痛哭。

就这样，从十一岁开始，幼小的

祁兵便毅然扛起了父亲撇下的重

担，独自一人照料母亲。每天黎明，

晨光熹微之时，当别的孩子还在被

窝里沉醉在香甜的梦乡时，他已早

早起床，烧好早饭，为母亲打水端饭

喂药，然后急急忙忙赶去上课。中午

一放学，又立即赶回去准备午饭，晚

上只有当所有的一切都做好后，他

才能坐到桌子前做作业。每到空暇

的时候，他就推着母亲到街上转转，

散散心，连他自己都忘了自己只不

过还是个十来岁的孩子。然而就是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每次大考仍名

列前茅，在同年级中第一批加入了

共青团，他还是全校每周的值日生，

运动会上也少不了他的矫健英姿。

有人奇怪，家境贫寒，承担巨大压力

的他为什么能够那么快乐，又把工

作做得那么好？祁兵只是笑笑说：

“我妈妈几乎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生

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让她过

上最好的生活。”没有豪言壮语，却

掷地有声，朴实自信。

就是凭着这样的信念，
#

年来，

他与母亲相依为命，用稚嫩的肩膀

撑起了一个残缺不全的家，从不言

怨，凄苦却又坚强，美丽而又执着。
#

年来，他从当初顽皮的孩童到如今

的男子汉，经历了炼狱的考验，就

像一只从苦难中飞出的阳光鸟，

一路笑迎风雨，坦对寒霜。孝心不

变，初衷不改。如今的祁兵，以
#$"

分的好成绩从浦河中学考入西夏

墅中学，开始了他为期
%

年的高

中生活。相信他，这个阳光男孩，

哪怕前途再坎坷、再遥远，他的理想

终将实现。 蒋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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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校园”故事

学生在你心目中有多重
———首届校长“教育管理沙龙”侧记

! ! ! !

由江苏省《今日教育》周刊编辑部

和常州市教育局共同举办的“首届校

长教育管理沙龙”，
&

月
$%

日在常州

市一中拉开帷幕。来自武进、天宁、钟

楼等地区的十数位校长齐聚一堂，就

《如何营造和谐管理的氛围》等话题进

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常州市第一中

学办公室主任殷涛代表校长任欣伟做

了《从民主管理到共同管理》的中心发

言，发言就常州一中在新学年里推出

的管理新举措“从民主管理到共同管

理”的出台背景和具体做法，做了深入

浅出的介绍和阐述，受到与会校长和

专家的一致好评和推崇。

常州市一中在不断推进的教改

中，形成了全新的管理理念，校长任

欣伟就此对全体教职员工提出了这样

的相辅相成的管理规律：学生在你心目

中有多重，你在学生的心目中就有多

重；你在学生心目中有多重，你在校长

的心目中就有多重。并就此进一步提出

了“学校所有员工都能参与学校管理，

学校将繁花似锦；群体的脑袋一定比一

个人的脑袋聪明。”等一系列新的促成

共同管理理念。

学校的声誉是由学生的成就奠定

的，因此，学生是学校的主人。这一点，得

到了市一中全体教师的广泛认同，并渗

透在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市一中也以

一个个创新而富有成效的举措扎扎实实

地推进了民主化建设。无论是中层干部

竞聘上岗、设立家长开放日，还是实施民

主评教、名师认定、校务公开等等，都收

到了比较好的效果。中午休息，主动下班

辅导，为了不影响学生，许多老师在教室

外“摆摊设点”，风雨无阻，坚持不懈。寒

冬腊月里，教室外老师们披着军大衣为

学生答疑已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教师、

家庭、学生三方恳谈会达到了学生满意、

老师感动、家长放心的良好效果。长期困

扰中学教育的学生、家长、教师三角埋怨

现象不见了，新型的师生关系确立了，教

育的最大合力形成了。

与会的校长们围绕着市一中的中心

发言，结合自身的实际，提出了诸多在学

校管理方面的困惑和无所适从。比如，有

的校长提出来在对学生的管理中，如何

实现和谐？与会专家、省教育厅评估院副

院长袁益民和《今日教育》周刊总编刘强

指出
'

“首先是爱，心中要有学生。”专家

们举了一个例子，在一次某省办的校长

学习班上，执教者要求每一位校长画出

本校的示意图，结果数百位校长中只有

(

位校长的画面上有学生。举这个现象

来证明什么虽属剑走偏锋，但足以说明

一些问题。专家还为校长们支招，提出在

教育教学管理中，要提倡“六个一”：校长

对老师的两个“一”，一杯茶，老师在辛勤

工作时，递上一杯茶，无需过多的语言；

老师做了工作，无论是对还是错，第一句

话要表扬，给予鼓励。老师对学生的两个

“一”则是，一支笔，不光是语文老师为学

生批改作文，所有学科的老师为学生批

改作业时，都为学生写下批语，对学生的

每一点进步给予鼓励和赞扬；二是一个

笑，面对学生时，一个微笑，可以化解所

有师生间的隔阂。对学生要求的两个

“一”是，每周给父母写一封信；每天为家

里做一件好事。

首届校长沙龙于
&

月
$#

日下午移

师溧阳，来自溧阳市城乡的十数位中小

学校长在溧阳市光华中学初中部的会议

厅里听取了光华初中校长罗和平以《尊

重产生和谐》为主题的中心发言，罗和平

提出，教育依靠教师，教师的生活品质决

定了学校教育的品质，因此做为一校之

长，首先要尊重教师。尊重教师具体做法

是，一是思想上和生活上关心；二是对教

师的劳动和业绩要给予赞许；三是要能

够包容教师非原则性的缺欠。罗和平的

发言中也提到心中要有学生的观点，罗

和平认为要平等地、有礼貌地对待学生，

学校的一切工作都要体现出对学生的关

心和关爱，对犯错误的学生的批评要讲

究语言技巧。

其后，与会的溧阳平桥小学校长惠

罗平、溧阳别桥中学校长唐玉法、溧阳后

周小学校长姚强等十数位校长先后发

言，对如何做到“心中有学生”做出了自

己的理解和阐释，并达成共识。

殷涛 杨铁平

“学校教育并不能解决孩子发展中的所有问题”
———专家“会诊”家庭教育

! ! ! !

“素质教育要在学校讲，更要在家

庭讲。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同等重要。”

!"

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双合格家庭

教育报告团成立暨首场报告会上，全国

家庭教育先进个人、浙江省杭州市教育

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韩似萍向各地家庭

教育工作者讲明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为了推进实施《全国家庭教育工

作“十一五”规划》，深化以“争做合格

家长，培养合格人才”为内容的双合格

家庭教育宣传实践活动，中国小公民

道德建设暨全国双合格家庭教育宣传

实践活动领导小组通过相关单位和各

省区市的推荐，组成了由专家、优秀家

庭教育工作者和家长组成的报告团，

将面向各地家庭教育工作者陆续开展

家庭教育宣传指导。

“在一个问题孩子的背后，往往有

一个问题家长。很多家庭教育有问题，

根源就出在家长身上。家长消极的社

会价值观、不良情绪和相关知识的缺

乏都会制约孩子的健康发展。”韩似萍

指出了家庭教育的关键。

她指出，下一代所接触的不可能

再是一个有明确社会期待和一致文

化规范的社会模式，生存环境的改变

将使教育影响失控，增大了青少年成

长中的风险。“因此，今后家庭教育不

仅要教知识，更应该帮助孩子建立一

个健全的‘加工系统’，让他今后不论

接触到什么，都能够取其精华、弃其

糟粕。这也是素质教育的目标。”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中国家庭

教育学会副会长董奇说，家庭教育不

是仅仅涉及到二三亿儿童，它影响到

的是整个家庭、整个社会。针对如何科

学推进家庭教育工作，董奇建议：把家

庭教育放在和学校教育同等重要的位

置；把家庭教育工作作为社会公共服

务的重要内容；国家应建立起家庭教

育的监测网络等。 （据新华社）

“孩子王”
计耀明

! ! ! !

溧阳市埭头中心小学的大队辅导员

计耀明老师年近半百，但仍不乏少年般的

率真、活泼，说起几十年来的少先队辅导

员生涯，计老师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他不

加掩饰地说，他还沉浸在被授予“全国十

佳少先队辅导员”提名奖的喜悦之中。

计耀明从教
%"

年，做了
%"

年的少

先队辅导员工作，有着常州少先队工作

的几个“第一”：全市第一张由少年儿童

自己办的彩印队报《春芽》，并荣获全国

校报队刊评比一等奖；他创建了常州市

第一个家庭队室；他数次带领农家的孩

子赴京进入人民大会堂，受到国家领导

人的接见……

计耀明的家坐落在一片稻田边，三

层小楼，十分简朴，没有象样的摆设，连

空调也没有。在富庶的苏南小镇埭头街

上，计老师的家显得有点“寒酸”，但对物

质生活没有任何追求的计老师，却有着

一个令他引以为荣且十分自豪的宝贵财

富———花费一万余元创建的、面积达
$)

多平方米的“家庭队室”。在这个家庭队室

里，一面队旗，一台电脑，两张办公桌，几

只书柜，
(***

余册藏书，数百册少儿报刊

合订本，还有堆积如山的报刊资料。每年

年初，计耀明都会自费几千元订《中国少

年报》、《辅导员》杂志、《常州日报》等数十

种报刊。在家庭队室里，还有着被计耀明

视为“金不换”的“珍宝”：自己装订的历年

《中国少年报》、《中国儿童报》等报刊的合

订本，还有队员们发表的处女作和计老师

自己发表的文章的剪贴本……

正是这间家庭队室，记录了计耀明为

少先队工作所作出的奉献，凝聚着他对

“红领巾”的一腔热血和满腔热情。正是这

间家庭队室，成为少先队员们最爱光顾的

民族中 学举 行
庆中秋联欢晚会
! ! ! ! &

月
$(

日晚上，常州西藏

民族中学金珠峰体育馆内喜气

洋洋，热闹非凡。全校
+#*

多名

藏族学生和学校领导、老师欢

聚一堂，共庆中秋佳节。

本次联欢活动，同学们自

编、自导、自演的节目不仅精

彩，而且充分展示了学生们文

艺方面的才能。现场气氛热烈，

演员观众，领导同学，同娱同

乐，高潮迭起，掌声不断，令参

加者久久回味……

仲崇开

地方，许多队员都喜欢来这里看图书、翻

资料，请计老师辅导写文章，和计老师一

道编报纸，这间家庭队室也因而成为计耀

明和少先队员们一道成长的沃土。

计耀明常说，辅导员是少先队员的亲

密朋友，要满腔热忱地关心每一个少年儿

童。队员们说，计老师整天都笑呵呵的，我

们特别喜欢他。少先队们和计老师外出活

动时，计耀明既当老师，辅导孩子们观察

生活、写文章；还做父母，照应孩子们的吃

住行，细致入微到夜晚查房为孩子们盖

被，为头痛脑热的孩子端水送药。队员们

都说，计老师比我们的爸爸妈妈还细心。

三十年来，计耀明带领少先队员先

后设计、开展了全国快乐中队、“创造

杯”、“创新杯”等活动。他设计的《孙悟空

旅行记》获得全国“创造杯”奖，《红领巾

谈理想》获得江苏省“百花奖”，多年下

来，他的少先队活动设计先后获得全国

一等奖
%

个，二等奖
$

个，三等奖
"

个，

其中的《茶香飘四海》等刊载在团中央

《辅导员》杂志上，向全国推广。

三十年来，计耀明老师先后二十余次

被评为常州市十佳少先队辅导员、全国推

进素质教育先进工作者等，并于前不久获

全国十佳少先队辅导员提名奖。

图为计耀明老师赴北京出席表彰大

会并接受著名作家魏巍颁奖。 杨长

阳光鸟

" 家教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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