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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语文教师？

■ 李镇西

1990 年 9 月，我在刚刚入学的高一新生中

进行过一次关于语文学习的小调查。

第一道题 ：“你对语文学习的兴趣？”（选择

题） 结果：A.浓厚12人（占10%）；B.一般47人 (占

39%)，C. 没有 61 人 ( 占 51%)。还有一个学生特

意注明 ：“我喜欢语文，不喜欢语文课！”

第二道题 ：“你认为语文教师应具备的主要

优点是什么？”（简答题） 结果（按意见集中程

度为序排列）：1. 风趣幽默；2. 有文学才华；3. 能

让学生发表个人见解 ；4. 善于把语文课同社会

生活联系起来 ；5. 备课时，先把自己当作一个

学生来理解课文，然后再看参考书。

第三道题 ：“请向语文老师提点最迫切的希

望。”（简答题）结果 ：“希望老师成为我们的好

朋友”；“希望老师能和我们一起平等地研读课

文”；“希望老师能让每堂语文课都充满笑声”；

“希望老师教会我们自己改作文”；“希望老师能

让我们天天盼望上语文课”；“希望老师能让我

们提问”；“希望老师不要包办一切”；“希望老

师不要用语文作业来惩罚我们”⋯⋯

25 年过去了，该班的学生现在已经四十多

岁，他们的孩子也读小学或中学了。为了写这

篇文章，昨晚我在微信群中抛出了两道调查题 ：

“你们的孩子喜欢语文课吗？”“你和你的孩子

喜欢怎样的语文教师？”

结果 ：“喜欢语文课”的占 15.1%，明确表

示不喜欢的占 66.7%，其余的表示“一般”或“说

不清楚”。而孩子们表示喜欢这样的语文老师 ：

“儒雅，幽默，公平，好玩，不要求背好词好

句。”“温和细腻，让人如沐春风。”“有较深的

好的语文老师是怎样的？

课改十余年来，各种语文新思想、新方法层出不穷；但无论何种新思想、

新方法，都需要通过语文教师来有效实施。可现实是，目前语文教师的整体素

质往往不是在稳步提升，而是徘徊不前。对于学科教学，不少语文教师从价值

理念到实施操作都存在诸多缺陷，已严重制约着课改的发展，应该引起各方的

高度重视，并加大力度予以切实的解决。否则，将严重制约我国语文教育的进

步和发展。那么，好的语文教师应该是怎样的？好的语文教师应该具备怎样的

素质？下面的三篇文章应该给我们一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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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修养，能够把文字的美妙、语言的力量和

文字背后的精神展现给学生。”“博学，特别有

学问。”“课堂上信手拈来，旁征博引，引经据典，

知识丰富，文采斐然。”“能聆听我们天马行空

的想法。”“除了正常授课，还能给我们读许多

课外书。”⋯⋯

有一个学生这样写道 ：“我喜欢这样的语文

老师 ：第一，爱讲故事，并能旁征博引，因为

这样的好处是 ：一是比较容易让学生羡慕和敬

佩，从而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二是学生在听的

过程中可能被某一处吸引，而主动地去读书了

解。从而间接影响学生爱读书。第二，在写作

文时，尽量不要限制过多，就像画画一样，多练，

有什么写什么，不要把主题、形式、思想都做

限制。第三，给学生问问题和发表自己看法的

机会，引起讨论，除了基础知识外能布置没有

标准答案的作业。总之，就是要让学生多读书，

爱读书，有不错的听说读写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时隔 25 年对两代人的调查，让我感慨

万千。语文教学改革搞了这么多年，我们的课

堂依然对学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孩子们对语

文老师依然有那么多的期盼。当然，所谓“吸

引力”并不是评判一堂语文课唯一的标准，孩

子们的期盼也不应该作为对语文老师的评判。

但无论如何，如果孩子们连语文课都不爱听，

这课还有什么意义？孩子们对语文老师提出的

希望当然不一定全面，但我们听听孩子们的意

见，并根据这些意见努力不断提升自己并改进

课堂，这有什么不好呢？总之，我们要研究如

何让课堂富有魅力——“魅力”，通俗地说，就

是对学生的吸引力。

有魅力的语文课，对语文老师的素质提出

了挑战。无论是从孩子们对我们的课堂期待来

看，还是从语文学科本身对我们的专业要求而

论，我认为，一个语文老师应该有学问，有思想，

有情趣，有才气，有胸襟。

第一，有学问

课堂的魅力就是教师的魅力，而教师的魅

力主要就是学识的魅力。教师在讲台上一站，

就要让学生感到你有一种源于知识的人格魅

力。这种魅力，更多的来自阅读。

我有一个不一定严谨的说法 : 只要教师肚子

里真的有学问，那他无论怎么教，甚至哪怕他“满

堂灌”，都叫“素质教育”，都叫“新课改”！

旁征博引，信手拈来，俯视古今，联通中外⋯⋯

这样的课不但吸引了学生，而且震撼了学生的

心灵，打开学生的视野，激发了他们的思考与

创造。比如钱梦龙老师，只有初中文凭，但因

为钱老师善于自学，读了很多书，所以成了学

问大家，他的课自然就有一种超出一般教师的

境界。你们看他八十年代的课堂实录，那不是“素

质教育”是什么，不是“新课改”是什么？虽

然那时候并没有“素质教育”和“新课改”的

说法。如果老师肚子里空荡荡的，只会根据教

参来备课上课，课堂上必然捉襟见肘。

我又想到几年前去世的我的老岳父。他年

轻时学的是法律，后来改行当老师教了一辈子

的语文。虽然不是师范院校中文系出身，但自

小打下的私塾功底，让儒家关于修身养性的思

想，化作他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他的旧学功

底相当深厚，二十四史是读通了的，文史哲融

会贯通，好书法，擅长写古典诗词。因此，他

的课非常受学生欢迎。直到最近，他的一个已

经八十岁的学生还说起他当年讲《鸿门宴》的

情景 ：“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眉飞色舞，精彩

得很！”而老岳父之所以能够这样，自然得益

于他广博的阅读。

作为语文老师应该读什么书呢？教育经典，

专业读物，都是应该读的，我就不多说了。我这

里特别要强调的，是多读人文书籍 ：政治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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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历史的，经济的，人物传记，长篇小说，

等等，都应该在我们的视野之内。我们阅读，不

要有“明确的”功利色彩，不是说为了备课找资

料才去阅读什么书。我们阅读是为了充实我们作

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为了让我们能够站在人

类文明的精神高地俯瞰我们的每一堂课。

第二，有思想

这里的“思想”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指能

够独立思考，并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通俗地说，

语文教学就是教会学生通过语言文字准确把握

领悟其中的思想情感，并能够熟练地运用语言

文字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这就要求教师要有

自己的思想情感，而不是只会复述教参，人云

亦云。学生思考的火焰只有用教师思考的火种

去点燃。

我们常说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那教

师自己就必须是一个独立思考的人。马克思的战

友威廉·李卜克内西曾这样评价马克思 ：“他是

一个彻底正直的人，除了崇拜真理之外他不知道

还要崇拜别的，他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他辛辛苦

苦得到的他所珍爱的理论，只要他确认这些理论

是错误的。”①我认为，教师也应拥有这样一种追

求真理、崇尚科学、独立思考的人文精神。我们

实在无法设想 ：一个迷信教材、迷信教参的教师

会培养出富有创造精神的一代新人。

应该说，现在还有不少语文教师离开了教

参就不知道该怎么上课。而“有思想”的语文

教师最直观的体现，就是能够不依赖教参而对

课文有自己理性的分析，并带着学生一起思考。

与其教给学生以现成的思想，不如以思考的习

惯去带动学生一起思考。我想到了深圳中学已

故的马小平老师。讲授课本时，他总是有着不

同于教参的解读。他的一个学生至今记得他讲

《孔乙己》，他始终关注着在一旁冷冷讲述故事

的、年仅 12 岁的小伙计。按照常规解读，小伙

计贯穿始终，“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以喜

写悲，使悲更悲”。但谈起那个孩子时，马老师

却在讲台上深深叹了口气 ：“他还只是个孩子，

却与成人社会的视角没什么不同。失去了天性

的悲悯，真是悲哀。”

马小平没有任何荣誉和头衔，钱理群却这样评

价他：“马老师以其全球教育眼光，高瞻远瞩，思

想深邃，而让我格外关注。”②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学

讲台，呼唤着更多这样“思想深邃”的“马小平”。 

第三，有情趣

有的语文课，重点突出，条理清楚，知识

准确，但就是枯燥沉闷，学生依然不喜欢。这

样的课让人说不出什么问题，但总觉得哪里不

对劲。细想起来，是因为这样的课少了一点情趣。

多年来，我们研究思考教育教学，往往是

站在成人的角度，或者说站在教师的角度，而

忘记了“儿童立场”—— 即要符合儿童的特点，

站在儿童的角度来设计我们的教学。

我曾经对“什么是好的教育”有过通俗的

解说，就是“既有意义又有意思。”所谓“有

意义”，是站在教育者的角度说的：我们的责任、

使命、理想，我们的教育目的，我们所要传递

给学生的真善美品质，还有要培养的公民意识

与创造精神⋯⋯所谓“有意思”，是站在孩子

们的角度说的 ：有情趣，浪漫，好玩儿，其乐

融融，心花怒放，欢呼雀跃，心灵激荡，泪流

满面⋯⋯

 顺着这个逻辑，我对“什么是好课”也有

过通俗的理解，就是“有效”加“有趣”。有效，

就是教师完成了教学任务， 而学生们有收获 ；有

趣，就是能够吸引学生，让学生在课堂上兴趣

盎然，心情愉悦，如沐春风，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下课后盼着第二天再听这位老师的课。如果只

是有趣而没有效，上课就成了看小沈阳，搞笑

而已；但如果课堂没趣，只追求所谓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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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味地灌输，这样的课学生不爱听，也很难达

到真正的有效。

如何才能达到“有趣”？语言的风趣机智，

让课堂活泼和谐 ；将知识和学生的生活相联系，

让学生觉得学知识其实就是学生活 ；引导课堂

讨论甚至争鸣，让学生的思想碰撞 ；组织学生

参与课堂教学，让学生自主学习⋯⋯这些都能

让学生感到课堂有趣，因而全身心地投入。

课堂的情趣取决于教师的情趣。语文教师

应该是一个特别有情趣的人—— 热爱生活，爱

好广泛，激情澎湃，诙谐幽默，妙趣横生，潇

洒浪漫⋯⋯在他的课堂上，或开怀大笑，或热

泪盈眶，或古典雅致，或新潮时尚，总之让学

生既受益又好玩，不仅喜欢语文而且也喜欢甚

至迷上语文课。

第四，有才气

我经常对我校语文组的老师说 ：“如果放在

过去，你们都是文人，而文人就应该有文人的

才气。现在我们喜欢说某位会写文章的人是‘才

子’，或‘才女’。其实，语文教师人人都是应

该是才子或才女。”

我现在依然坚持这个说法。在我的心目中，

语文教师就应该是才华横溢的人。我说这个话

的时候，想到的是我中学时代的喻仲昆老师。

那时是“文革”，语文书上多是大批判文章，毫

无文采可言，但喻老师依然把这些枯燥的文章

讲得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特别是他的一手好字，

一手好文章，还有一副好口才，让我对他佩服

得五体投地。喻老师去世很多年了，可我至今

还珍藏着他四十多年前给我批改过的作文。

语文老师应该写得一手好文章。我们当然不

一定是诗人，但我们应该具备诗人的气质 ；我们

也不一定是作家，但我们应该拥有作家的情怀。

而这里的“气质”和“情怀”都应该体现在自己

得心应手的文字中。现在，究竟有多少语文教师

能够写好文章？没有语文能力或者语文能力不强

的教师，是很难培养起学生真正的语文能力的。

在这里，“培养”同样首先意味着教师本人语文

能力的示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不是给学生

讲语文，也不是带着学生学语文，而是用自己的

语文气质去感染学生。教师本人应该“语文化”，

并自然而然的去“化”学生。

语文教师还应该有一副好口才。课堂上，

或丝丝入扣，或诙谐幽默，或慷慨激昂，或娓

娓道来，或令人开怀，或催人泪下⋯⋯总之，

语言一定要有感染力。语文教师还应该是讲故

事的高手，无论多么深刻的道理，他都能通过

生动形象的故事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他还能

够根据需要，恰当地将自己的生活经历化作教

学资源甚至课程资源，以故事的方式注入孩子

的精神世界。多年以后，学生也许忘记了一篇

完整的课文，但课堂上老师的几句特别的话语，

或一段有趣的故事，却一直印在记忆中。

语文教师的才气当然还可以体现在其他方

面，但出色的写作水平与高超的演讲或讲述能

力应该是语文教师的“标配”。

第五，有胸襟

这里说的“胸襟”，是一种尊重、平等、宽

容的气度。也就是说，所谓“有胸襟”，指的是

语文教师应有的民主教育的情怀。

毫无疑问，民主教育不能仅仅由“语文”

来承担，而应该是所有学科的共同任务 ；但

语文作为“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叶圣陶语），

在民主教育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也是不言而喻

的，原苏联伟大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给

教育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教育—— 这首先是

人学。”而语文，正是一门解放心灵、唤醒自我、

发展个性的“人学”。因此，“人”—— 人的

思想、人的感情、人的精神提升，人的个性

发展，应该是语文教育的生命。而教师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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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语文教师的三个维度

■ 张玉新

因为教研员的岗位，我经常被青年教师问

及什么样的课是好课，什么样的教师是好教

师。结合近年来在全国几个大规模赛课中听的

课，尤其去年评审“一课一名师”活动中所听

的 57 节高中语文课，试对上述提问做一粗线

条梳理。

好课与好教师是不能割裂来评价的，这

里姑且谈谈我对好教师的看法。仅凭一节课

去评价一位教师是不准确、不公平的，但是，

通过一节课也能看出教师的一些优点与不

足。处在不同的专业发展阶段教师，教学境

界不在一个层次，教学效果自然存在极大的

差异。因此动态评价、差异性评价或许更能

切中肯綮。

真正有民主的胸襟，就是看他能否尊重学生

心灵的自由。 

尊重学生心灵的自由，就要帮助学生破除

迷信。这里所说的“迷信”主要是指学生长

期以来形成的对教师的迷信、对名家的迷信、

对“权威”的迷信和对“多数人”的迷信。

尊重学生心灵的自由，就要让学生在课堂上

畅所欲言。特别是在阅读教学的课堂上，教

师应该为学生提供一个思想自由的论坛 ：面

对课文，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

教师、学生和作者之间应该平等对话 ；在平

等的基础上，交流各自的理解甚至展开思想

碰撞——尤其应该尊重学生发表不同看法的

权利，并且提倡学生与教师开展观点争鸣。

还应该鼓励学生公开指出老师教学中的错误，

老师应该心悦诚服地接受来自学生的批评指

正。尊重学生心灵的自由，就应允许学生写

他们自己的文章。文章应该是思想感情的自

然体现，写文章应该是心灵泉水的自然流淌。

尊重学生心灵的自由，就是尊重学生思想的

自由、感情的自由、创造的自由。自由精神

当然不是语文教育所独有的内核，也不是语

文教育的全部内容，但没有自由精神的语文

教育，便不是真正的语文教育。

 只有尊重能够培养尊重，只有平等能够造

就平等，只有自由能够放飞自由。今天我们怎

么民主地对待学生，明天学生就会怎么民主地

对待他人。未来的公民，正诞生于今天的课堂中。

①［苏联］保尔·拉法格等《回忆马克思

恩格斯》第 32 页，马集译，人民出版社 1973 年。

②马小平编著《叩响命运的门》第 1 页，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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