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秀丽，咸宁高级中学奥赛部语文教
师，咸安区优秀教师、骨干教师。自2002
年参加工作以来，担任过校刊编辑，十年
来一直从事重点班语文教学工作，带过十
届毕业班，先后培养出了考入清华大学的
娄志强、考入浙江大学的张志伟等大批优
秀的毕业生。教学成绩突出，在各类刊物
上发表论文多篇，多次荣获各类奖项。

作为资深语文教师，朱秀丽是如何教
语文的？高中语文又该如何学习？23日，
朱秀丽接受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采访时
说，语文教学要注重审美关照、以人为本，
不断陶冶学生审美情操，提升语文学习的
层次境界。

记者：得语文者得天下。作为语文老
师，您如何看待语文这门课？语文究竟该
怎么学？

朱秀丽：语文教学的本质是语言教
学。语言运用是语文的基础，是写作的基
础，是口头表达的基础，也是文学和文化
表达的基础，一切“人文”知识乃至科学知
识主要是靠语言来表达，一切“人文”精神
乃至一切思想意识也主要是靠语言来表
达。在语文教学的过程中，以语言的感
受、涵泳、领悟、运用为基本内容，引导学
生感受语言的灵动，品味语言的气韵，提
高学生学习语言和运用语言的能力。

语文教学也是情感的教学。所有的
文学作品，都是作者情感的投射。因而在
语文阅读的教学过程中，我会经常引导学
生体验作者的情感，给学生灌输角色意
识，鼓励学生大胆想象，尽可能创设还原
作品中的情景，让学生身临其境，使学生
对文本的理解更为深入透彻，对情感的把
握也更加地准确精当。

阅读教学中情感熏陶成功了，那么写
作教学中，引导学生“以我手写我心”，也
会驾轻就熟，正所谓“情到深处文自工”。
以阅读教学来带动写作教学，两个环节环
环相扣，相得益彰。把握好语言和情感，
语文的学习自然水到渠成。

席勒在《美育书简》中说：“要使感性

的人成为理性的人，除了首先使他成为审
美的人以外，别无其他途径。”在语文教学
过程中，注重对学生审美感知、审美情绪、
审美心理、审美想象、审美灵感以及审美
意义的培养，让学生感知诗歌中的意境意
象美、散文中的画面情感美、小说中的主题
人物美、戏剧中的矛盾冲突美。这样一来，
学生对语文教学就产生了美感，增强了兴
趣，用审美的精神关照语文，陶冶学生审美
情操，自然提升语文学习的层次境界。

记者：您近8年一直承担实验班语文
教学工作，教学效果显著，成绩突出，不少
学生都考入了知名学府。您是如何培优
辅差，带领学生转变语文学科的劣势局
面，变弱势为优势的呢？

朱秀丽：正所谓“龙生九子,各有不同。”
在一个班级中,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是客观
存在的，不同学生对教学也有着不同的要
求。因而，在高中三年的语文学习过程中，
分层教学与梯度教学尤为关键，应针对学生
的个体之间的差异，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
动性，从而促进每位学生的发展。

目标分层。在每学期初，我会对全班
学生进行摸底，了解每个学生的知识基
础、学习态度、兴趣爱好等。对每个学生
都心中有数后，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提出
不同的目标要求，相应的制定教学计划。

训练分层。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
要提出问题，让学生加以思考并解答。课
堂上设计的提问要有一定的梯度，针对不
同层次的学生提出不同的问题。在一节
课中让各层次的学生都有说话的机会，得
到发言权。

作业分层。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因
材施教，不断调整，同时给不同层次的学
生制定菜单式作业。像有的学生作文差，
书写不规范，表述不到位，我会布置微写
作、背诵作文素材、练字的作业；有的学生
文言文得分低，则会要求他们翻译课本文
言文，同时拓展课外的文言文阅读等，力
争让每个学生在适合自己的作业中得到
收获和进步。

经过九年义务教育阶段，高中生已经
具备了基本的自学能力，如何在高中三年
超越他人，优良的学习习惯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关注学生思维状态，培养学生优
良的学习习惯、审察事理的探究意识格外
重要。高一我会重视习惯的矫正和培养，
高二则是夯实基础，查漏补缺，高三关注
思维状态，让学生自己发现问题并解决问
题，方能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记者：新高考改革，对语文的要求不断
提升，您觉得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朱秀丽：有独具的思想，才有真正的
个性；有真正的个性，才有独具的魅力。
语文教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教会学生用
自己的眼睛观察社会，培养家国情怀，形
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甄别假
丑恶和真善美。引导学生与文本平静交
流，与作者平等对话，与平常之处发现不
平常，做一根有思想的苇草。

在语文教学中，要守正出新，既要符合
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同时也要适应新时代
的特点，突出现代教育的理论方法，紧跟时
代的步伐，彰显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
的特点。要突出过程和方法，教学设计要
科学合理，教学目的要明确，要构建教学的
多维系统，体现语文文化的综合性特点。

小课堂，大社会，最终是把学生培养
为有文化素养和文化气质的人。

记者：从教19年，您是如何学习，保
证自己长足进步的？

朱秀丽：《学记》说：“能博喻，然后能
为师；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
能为君。”腹有诗书气自华，作为一名语文
老师，我始终广泛涉猎，订阅各种报刊杂
志、在网上付费学习各种课程，努力提高
自身的文化修养。

同时，秉承研究精神，把研究作为强
有力的具有战斗力的武器，研究学情，研
究教材教法，研究各个省市的高考题。坚
持走自己的路，形成属于自己的教学风
格，变被动教学为主动教学，引导学生学
习，既让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导力量，
同时也让自己成为语文教学的“主导者”，
做实“高效课堂”。

名师在线
教育

“我喜欢春天里的蒲公英，它们平凡，却拥有着最肥沃的生命土壤，只要春风吹来，那漫
天的种子就会乘着风，将教育的成果吹向每一个角落。”在自己的教育手记中，艾细叶老师写
下了这样的词句。

栉风沐雨二十五载，艾细叶步履轻盈，书写着绚丽多姿的教育人生，艾细叶孜孜以求，不
惧艰辛，以奋进在道路上的行者之姿追寻着教育的诗与远方。

访咸宁高级中学奥赛部教师朱秀丽

如何提升语文层次境界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焦姣 通讯员 甘四清

延伸学习视角

22日，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向通
山县丰饶的原野时，刚踏出校门艾细叶准
时搭上了开往山区村小的校车，等待她的
是大山深处几十个渴望知识的孩子。

艾细叶是通山县富有乡闯王中学的
一名英语教师。富有乡是通山县较偏远
的乡镇，离县城有20多公里，山路蜿蜒，
坐车要1个多小时。

面对学生和家长期许的目光，艾细叶
干劲满满。每次备课她都要查阅很多资
料，想方设法让学困生“吃得饱”、优等生

“吃得好”。艾细叶的用心工作，得到了学
生、家长和学校的一致认可，工作也越来
越忙。

“最忙的时候，要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
上9点，给三四个班级孩子上课，只有吃饭
的片刻才能稍微喘口气”。艾细叶说。

任教两年后，艾细叶勇挑重担担任班
主任，她挥洒汗水，播撒希望，得到了领导
和家长的一致好评和高度赞誉。

“当你面对学生的时候，教师就是教
育。如何把英语教‘活’？如何让学生快
乐学英语？”这是艾细叶从教之初思考最
多的问题。

在艾细叶看来，课程的根本任务是立
德树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发展人和
成就人。怎样才能让课堂丰富、生动起
来？恰逢新课程改革实验，艾细叶怀着满
腔热情投身到教育改革的热潮中，积极吸
纳新理念、新思路，积极倡导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并通过现代化教育技术
与英语教学的整合，不断增强课堂教学的
情境性、直观性和生动性。在此基础上，
她引领学生将视野从英语教材、英语课堂
延伸到课外，将英语学习的视角伸展到广
阔的生活空间。

于是，在艾细叶的课堂上，课本剧、情
景剧、话剧等轮番展演，读书会、故事会等
相继举办，课堂顿时变得立体、丰富，学生
学习英语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紧
接着，她创造性地让“生活”走进英语教
学，把知识点“镶嵌”在丰富的活动中，全

方位培养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英语实践
能力。

设立游戏课堂

在教育探索过程中，艾细叶始终保持
着“向前冲”的姿势。在她心里，教师不仅
是实践者更是思想者，为此，她从不间断
地用自己的笔写下思想的轨迹，将自己实
践的感悟提升到理论的高度。

2011年秋天至2021年春天，是艾细
叶在通山县实验中学任教的“黄金十
年”。她经常在分享会上说：“在这里，我遇
见了更好的自己。”她先后被咸宁教育局授
予优秀青年教师荣誉称号、通山县教育局
评为模范班主任、通山县骨干教师。期间，
多次辅导学生参加各级英语竞赛获奖。

艾细叶始终倾心教育、倾力教学、倾
情爱生。她在全校的师德演讲会上说：

“教育，让我更加美丽自信。”斯言恳恳、斯
意切切、斯心缕缕，让听者无不真情触动。

为了消除学生对英语的畏难情绪，艾
细叶下载了一些英语动画，让孩子们在游
戏和娱乐中感知英语；一个简陋的英语角
也在学校诞生，孩子们逐渐学会了用“hi”

“hello”互相打招呼。根据学生的认知情

况，艾细叶还会细化每堂课的教学安排。
“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学习，

循序渐进掌握知识并能在生活中运用，很
有获得感。”艾细叶的心血没有白费，一段
时间后，她发现孩子们爱学英语了，读课
文、课堂发言的声音也越来越大。

在日常工作中，艾细叶每每读到一篇
好文章，接触到新信息、理论，她总是迫不
及待地与学生分享、交流，引领他们不断成
长。她所带的班级，教学成绩明显提高，学
生在各类考试比赛中出色出彩。

“不管未来的教育如何变化，不变的都
是我们对于自身的允诺和期许，而任何的
期许都莫过于遇见更好的自己。作为教
师，要真正成为学生的引路人、互动者、对
话者、帮助者和陪伴者。”艾细叶说。

激发学生潜能

“从今天开始，我就成为你们孩子教
育学意义上的母亲。作为孩子的母亲，就
一定要给他最好的教育。”每年秋季开学，
艾细叶会给全体家长的一个承诺。

这样的承诺，艾细叶在成为教师那一
天起，就开始坚守。在她那里，每个孩子
都是宝贵的，她关注的从来都不是少数学

生，而是每一个孩子。
“让每一个学生成为他自己。”这一直

是艾细叶的教育教学理念。
多年来，艾细叶一直在寻找着理想的

答案，也在倒逼她不断寻求新的突破。在
她看来，教书育人是个系统工程，对于中
小学生而言，知识的掌握固然重要，但更
要培育学生的兴趣，激发学生的内在潜
能。理想的教育就是要创新适合学生全
面发展、个性发展、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
需要的教育，不断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志
向和理想信念，为高尚人格的形成奠基，
最终让每一个学生成为他自己。

为了创造适合每一个孩子的教育，艾
细叶因材施教，不断地将英语教学进行调
试，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学生的成长需求。
2015年，她将国家课程与校本课程相结
合，构建形成了“ILE”（inquirylearning
探究性学习、life生活、experience体验
成长）课程体系，为学生提供学习菜单式
多元课程。

在学生眼中，艾细叶是老师，更像妈妈。
2007年，艾细叶来到通山县大路中

学带初三毕业班。孩子们紧张的学习被
她的爱缓解了，一周至少要给学生加餐两
次，炖一次汤；几乎每天叫学生早起晨练，
陪着他们一起跑步。班级里的单亲、留守
孩子多，她总是给这些孩子贴心的爱护，
嘘寒问暖；每到节假日，她却顾不上休息，
在这些孩子的家中来回家访。

在艾细叶的班级里，最好的氛围就是
以爱育爱。

“学生学会了爱别人，自然也就懂得
爱自己、爱生活。”艾细叶说。在她的倡导
下，“英语文化周”应运而生，逐渐又拓展
出“快乐英语人”等主题活动，这也已成为
学校独放异彩的校园文化。

以“爱”为核心的“快乐教育”为孩子
们插上了理想的翅膀。“以爱育爱”的教育
思想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都绽放出艳丽
的幸福之花。艾细叶说：“教师职业的魅
力在于人性的光芒。对于不同学生的热
爱、尊重、理解、期待，这些都是教师在陪
伴守护过程中与学生心灵的碰撞。”

咸宁优秀青年教师艾细叶

让爱像蒲公英的种子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朱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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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插手孩子交友？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市民小英饭后溜娃时，遇到了一件事：一位奶奶
小跑向孙子，一把搂过来，在孙子耳边说：“别跟那个
捡破烂家的孩子玩，你看他脏兮兮的。”孩子心不在焉
地点着头，转过身又追着那孩子玩一块去了。那么，
家长要不要替孩子把把关，以免他交错朋友，跟人学
坏呢？

市心理咨询师张小可说，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
能够和好孩子交朋友，但孩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有选择自己朋友的自由，再明智的父母，也不能替他
决定他该交什么样的朋友。

但家长却可以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孩子择友。对6
岁以内的孩子来说，朋友还只是玩伴，谁跟他接近或
在一起玩，谁就是朋友。这时，孩子交什么样的朋友，
主要取决家长住在一个什么样的小区，孩子上了一个
什么样的幼儿园，他每天活动的地点在哪，家长们关
系亲近，孩子自然就亲近。大一些的孩子，他有了一
定的判断能力，会主动去选择朋友——真正长久意义
上的友谊开始了。此时的孩子不再只会傻乎乎地你
说啥就是啥，他有了自己的主意，家长不能直接插手
他的交友问题，但可以影响孩子的价值观、择友观。

孩子容易跟着人学坏，除了是非辨别能力差之
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界线感，在和别人相
处的时候，常常分不清底线在哪。所以家长一定要及时
给他指导和帮助，让他明确地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朋友，
朋友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帮他建立对待朋友时所必须秉
持的界线。

同时，我们可以想方设法为孩子创设环境，给他机
会去参加更多的社交活动，或者培养其他的兴趣爱好，
增加他的交友面，减少他和品行不良的孩子接触的机
会。

好朋友在孩子心中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存在，
真正的友谊不止能满足孩子情感上的需要，也会给孩
子的人生带来美好的体验，这是父母所无法给予的。

作为父母，我们要充分给孩子交友的权利，不过
分干涉孩子交友。但是并不能放任自流，也应该随
时监督孩子的交友情况，一旦有问题，还是要果断
出手。

心中那份爱
咸宁市实验小学 汤荣霞

有一种生活，你没有经历过，就不明白其中的艰
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体会过，就不明白其中的快
乐；有一种快乐，你没有拥有过，就不明白其中的纯
粹。这种纯粹的快乐，这种快乐的艰辛，就是我的支
教生活，就是永远岿然于心的那份爱。

时光如梭，转眼已经结束了我的一年支教生活。
又是一路风尘仆仆，又是一夜星光灿烂，又是一味苦
乐酸甜，在那里，我学会了许多未曾学到的东西，而这
一切将使我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获益非浅。在那
里，我们苦过、累过，却依旧笑着；我们迷惘过、徘徊
过，可依旧坚持着。

记得第一天走进支教学校，新做的教学楼，雪白
的墙面，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整个教室里外全部要重
新布置。于是不记得多少个日夜加班设计版面，剪、
贴、画……为了赶在孩子们入学前，营造一个温馨、
美好的环境，常常加班到晚上十点多才拖着疲累的身
体回家。别具一格的教室布置，丰富多彩的走廊文
化，让整个校园焕然一新。当看到孩子们走进校园的
第一天，走进教室的那一刻，那种洋溢在脸上的幸福
与快乐，那种天真灿烂的笑容，瞬间让我觉得一切的
辛苦和劳累都是值得的，幸福与快乐溢满全身！

第一天开学，面对这些新入学的孩子们，感到了
肩头沉重的责任。这些孩子们大多来自城乡结合部
的家庭和进城务工的家庭，父母都在外打工，为了生
活奔波忙碌，大都是爷爷奶奶在家带孩子。家庭教育
跟不上，家校合作存在很大问题。家长对孩子的学习
也不太关心，认为上学了就是老师的事情了。有些孩
子甚至都没有上过幼儿园，老人在家带几年再直接上
一年级，不知道上学的基本规矩。为了让孩子们能尽
快地进入状态，只好坚持一遍又一遍地教他们该怎样
坐着上课，该怎样排队……嘴巴说干了，喉咙哑了，生
病了也只有坚守岗位。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切的付出
是值得的，看到孩子们能安安静静地坐着上课，排着
整齐的队伍做操、放学，开心快乐地在学校上学，心中
比蜜还甜。所有的辛劳锻炼了我的意志，提高了我的
潜力！记得有一天早上，我刚走过教室，突然感到一
阵心绞痛，眩晕，无法呼吸，整个人支撑在讲台上，差
点倒下去。孩子们发现了我的异常，纷纷上前来扶住
我，给我倒来杯热水喝下，几分钟后才慢慢好转。看
到孩子们焦急的表情，我的心是热乎的。从那以后，
每天早上总有些孩子给我带些好吃的，如：粽子、糖
果、包子……并认真地对我说：“老师，你要多吃点东
西，再也不要生病了！”看着孩子们天真无邪的眼神、
诚挚认真的语气，我的眼眶湿润了。多么可爱的孩
子，多么感人的场面！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百感
交集！

这里不仅有群可爱的孩子，更有一群互帮互助的
同事，深刻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精神的重要性，收获了
教育经验，提高了教育教学技能。我们一起集体备
课，一起探讨教学中遇到的难题，共同帮助，一起进
步。我们学会了吃苦耐劳，学会了苦中作乐。教学生
活丰富多彩，经典朗诵比赛、红歌赛、运动会、校园开
放日、六一文艺汇演、研学旅行等活动如火如荼地进
行。这些大大提高了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孩
子们各方面的能力。

在这一年里，我工作着、收获着、付出着、感动着，
这就是我人生历程中不平凡的一页，这就是我的支教
生活！而心中那份爱，将激励我用热血和汗水去浇灌
一茬茬幼苗、一簇簇花蕾，用爱心托起明天的太阳！

教育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