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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问我：“为什么叫绿色教育？而不是黄色、蓝色或红色？我曾思虑良久，是啊，我们为

什么要叫它绿色教育？教育本无色啊！但我们还是坚持初心不改，因为绿色是自然的色彩，生命

的象征。它是以环境教育为抓手、以呵护生命为根本、以素质教育为指向的理想教育。所以我们

坚持做有温度、有宽度、有深度的绿色教育。 

教师能否获得学生的尊敬，不在于教师权力的大小，而在于教师非权力的影响力。即品格因

素、才能因素、知识因素和情感因素的影响。而品格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它包括教师的思

想、品格、人格、教育态度、领导作风、性格、价值观、职业道德修养等方方面面，我认为优秀

的老师就应该是这样的。 

 ——绿色教育刘萍 

绿绿色色教教育育    真真心心永永远远  

作作者者：：肖肖鹏鹏  

    从鄂尔多斯回到广州，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教育出路在何处。我们的教师应该如

何对学生进行教学，应该用什么样的理念来主导我们的课堂。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对其进行解

读——教育颜色。 

    教育本无色，因为教育所面对的对象是透明、清纯、无瑕的学生。所谓教育有颜色，是因老

师在其教学过程中不断呈现的教学言语和教学过程中其思维形式的蔓延而成的，若教师在其教学

过程中对教学语言的颜色能达到浓淡相宜，明暗交替，沉浮交互，动静转换无痕的炉火纯青地步，

靠的是老师的人格魅力、渊博学识、触类旁通、挥洒自如的气质所致。 

    教育颜色是每位教师的外在与内涵的混合结晶，这能从学生眼神中，平时交谈中分辨出。而

且教师在学生心中所形成的教育色彩也是随着他们年龄增长有所变化或强化。 

    所以，教师在其教学生涯中一定要尽心尽责，不断开阔自己专业视野，同时还要不断提升内

在涵养，也就是学养，真正做到内外兼修相得益彰。一个好老师在课堂上释放出的正能量最好的

形式是令人赏心悦目的绿色，因为绿色给予他人一种生机勃勃气象万新的感觉。即使视觉上的享

受，有时心灵上的一种净化的境界。 

    由于教学与教育一样，本身也无色。只是因每位教师在课堂上所呈现的教学理念不同而展现

出不同的教学颜色。有的教师为哗众取宠而采取一些急功近利的教学思路，虽在短时能取得一些

效果，但长久之后却露出其短板的端倪，而不受众人待见，甚至招人唾弃。有的老师，耐得住寂

寞，潜心教学，练就扎实的专业素养和深邃的学养之内功，颇受众多学子爱戴。 

      有的老师进入课堂没做好教学准备匆匆进入课堂，给人的感觉是凌乱和无序，课堂教学过程

中甚至出现令人恐怖的语言暴力。这种教学现象给人的教学颜色感觉是灰色和黑色，这两种教学

颜色给学生一种焦虑情绪暗示，向学生散发出大量的负面情绪信息，久而久之，对学生的人生旅

程会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从学生角度看，一对教师形象不佳，二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打了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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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教师的专业水准没了信心，四对教师德高为范的精神联想早已荡然无存。 

       倘若老师将自身的神情抑郁教学灰色情绪带入课堂，常常给人一种压抑感，一种不安的暗示，

有种风雨欲来的不祥之兆；老师在课堂上的暴躁、怒气和戾气，这些负面情绪归类为教学黑色，

这种教学颜色给予人的是恐惧、孤寂和无助感，使人有一种窒息感觉。 

     颜色给予人对自然界的无限遐想，而教育和教学颜色给予我们师生一种人生遐想和思考，同

时也有一种哲学理念的呈现。由此理可得，教室是一块画布，教师是一位画师，教学内容是一种

画面的意境，教学语言和教学过程就是画面上各种颜色的交汇，教学互动过程使得课堂情境的颜

色不断交互和交融，并映射出斑斓色彩。所以说，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需要什么颜色，这不得不

引起我们沉思。 

    教师进入课堂前一定要做好充分准备，这种准备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自身精神状态准备：精神要饱满，情绪要阳光，又有自信表情和良好教学状态； 

    二是自身学科素养准备：教学内容了如指掌，教学过程精心设计，对教学内容进行多维度思

考和设计，对课堂教学能化平淡无奇到富有诗意的境界的言语和教学技能的准备； 

    三是对学情的周密准备：学生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知识，需要何种方式交流，如何点拨，如何

设问，如何临场发挥，如何运用不同教学手段，教学层次设计等，都要百密无一疏。 

    能做好这种充分准备的老师，所给予的是一种正能量的教学颜色——绿色。给人一种勃勃生

机的暗示，给人一种享受宁静洗礼的清新感受，同时又能带给学生一种吐露风华的机遇，学生对

这种教学绿色色彩的渴望，从其期待的眼神中就可捕捉到，作为教师，对其所作所为一定要对得

起学生那双双清澈并充满着对未知世界的期盼，要对得起学生那颗颗期待着新奇知识的的接受之

心。 

    绿色给予人心灵上的宁静和平和。从事教育和教学的教师一定要秉承这种极有生态效应的教

育理念进行日常教学。时代发展，知识更新可谓是分秒之间，速度之快早已超出我们想象。因此，

唯有面对现实，勇于接受新生事物和新兴知识，确保自己不掉队。当师生之间没了代沟，绿色就

会在彼此心灵深处蔓延。教育过程在彼此的会心一笑就会释放出令人愉悦勃勃向上的绿色之蕴。 

    因此，教师心中存有浩瀚无垠的绿色之源，教学过程中不断地播撒绿色水珠和绿色种子，滋

润着教育园地，唯有教师的精心照料的教育园地，才能让更多绿色之株茁壮成长。 

    绿色教育就是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和具有特色的教学手段的合成；唯有师生共有这种绿色教

育思考，我们的绿色教学之道就能直达永远。 

滚滚江水向东流，尽管曲折蜿蜒前行，你我矢志如一秉烛前行，做好自己，做最好的自己，

做更好的自己，我们的教育就是广袤无垠的绿色原野。 

（作者系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英语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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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乐学学学乐乐乐教教教乐乐乐在在在棋棋棋中中中，，，善善善思思思善善善辩辩辩上上上善善善若若若水水水   

——北京市大兴区第九小学调研掠影 

12 月 8 日，全国教师绿色教育研究院一行来到北京市大兴区第九小学，北京市大兴区第九

小学是一所始建于 1992 年的区级直属学校，位于大兴新城清源西里小区。学校通过深入、系统

地开展国际象棋校本课程和国际象棋体育活动，挖掘其内涵，扩充其外延，运用其产生的文化影

响并独具特色。          

 

 

 

 

 

 

 

 

 

进班听课调研是我们此行的任务之一，可爱的李冬老师带来《白杨》一课，为中心思想设

计了一个又一个紧扣主题的问题，对学生的点拨恰到好处，把学生的思维层层推进，在理解课文

的过程中，有机渗透教学知识点，引导学生由表露的内容向隐藏的内容分析挖掘，通过白杨树的

外在特点感悟其内在品质。灵动的教学设计，深情的表达诠释，直戳学生内心柔软深处，行云流

水自然生成，情到深处自然心动，有什么比这种感受更让人难忘，不由让人为李冬老师拍手叫好。 

 

 

 

 

 

 

 



6 

 

 

 

一年级的潘老师的写字课，教态和蔼可亲，语言丰富精炼，课堂节奏把控稳健，让孩子自然

习得知识，随手拍下的这张照片，满怀着她对孩子充满爱意的凝望，

孩子对她崇拜的眼神，勾勒出世间最美师生和谐画面。所以说，你

温暖孩子的同时，其实，孩子也在温暖着你......       

 

 

 

 

全神贯注的小棋手们，炫酷劲爆的电声社团，有模有样的小演员，英姿飒爽的武术队，素质
教育成果之花俨然在这里处处开放，精彩纷呈的社团活动开展的有声有色，孩子们在这里健康快

乐成长......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优美的校园环境，良好的教风和学风，都源于一位优

秀的校长——闫学英校长，作为学校的掌门人，校长只有不断拓宽教师获得信息的途径，给老师

搭建成长的平台，校园才能源源不断的注入生命活水，相信在闫学英校长的带领下，九小人会紧

紧的团结在一起，向更高层次迈进！ 

 

  

学学思思善善辩辩，，向向快快乐乐启启航航，，  

英英姿姿飒飒爽爽，，绽绽风风采采别别样样，，  

乐乐在在棋棋中中，，悟悟人人生生道道理理，，  

九九小小腾腾飞飞，，展展美美好好明明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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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有有人人人在在在偷偷偷偷偷偷爱爱爱着着着你你你   

别总抱怨自己命运多舛。

   
  

世界那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 

   

01 
清早忙着出门，竹子没吃早点，在路边摊急急忙忙买了个肉夹馍。 

挤上公交车一口咬下去，红色的酱汁四溅，弄脏了她的白衬衫。 

竹子在心里把卖肉夹馍的阿姨埋怨了个遍，年龄太大了吧？不记得该放多少肉了？这

样做生意还行？ 

竹子不知道，阿姨每天都会看到这个背着沉重的电脑包，一溜小跑赶着去上班的女孩

子，工作辛苦却只舍得买一个肉夹馍充饥。那天她忍不住把一整个卤蛋切碎了加进肉里。

没有多算钱，也没有跟竹子说，只是 

因为馅料意外地多，所以才会溢出汤汁。 

 

02 

上午公司开会，前台小妹端着一托盘咖啡走进来，绕过庄峰直接给别人先分发了咖

啡，最后一杯才放到庄峰面前。 

庄峰悻悻地想，不就是自己最近做的项目成绩比较差吗？连前台都知道看人下菜碟

了。 

庄峰不知道，上次开会，前台小妹听他无意中抱怨了咖啡太烫，胃不好，喝了不舒

服，于是她特意把最后一杯咖啡给他，是希望可以放得更凉一点儿。 

 

03 

中午，林骄走到报刊亭，想买一本期待已久的刊物。 

老板今天的心情似乎不大好，说没有了。 

林骄奇怪地指着摊上说那儿不是还有一本吗？ 

老板恼羞成怒，跳起来连吼带挥手：那是我自留的！说了没有就没有！别烦我！走走走！ 

她气得面红耳赤，扭头离开，想着再也不光顾这破摊位了。 

林骄不知道，一个走到她身侧的小偷，正想要把手伸进她甩在屁股后面的挎包里，由

于老板的叫骂，也只能停下来任她走掉。 

04 

下午，上司叫肖薇进办公室。 

他说：你将被外派到非洲公干一段时间。 

肖薇瞪大眼睛，问为什么，以往被外派到非洲的人员都是公司的落后分子，自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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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做错了什么？ 

上司说没有为什么，必须服从。 

她被噎得说不出话，愤愤地一扭头走掉。 

肖薇不知道，上司为了帮她争取这个名额，付出了不少努力。他想升肖薇的职，但

肖薇太过年轻，董事会决定让这个女孩子去非洲历练两年，回来便提拔到领导层。这是

许多人求之不得的好事。 

 

05 

傍晚，下了一场雨。 

利安独自走在回家的路上，一辆救护车忽然呼啸着从她身边飞驰而过，她被溅了一

头一脸的泥水，瞬间成了一只落汤鸡。 

她想哭哭不出，只觉得倒霉到家。 

利安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刚刚生了急病，这辆救护车就是赶着去抢救他的。担心老人家

撑不住，所以加快了速度。 

06 

小桢出国留学那一天，乘坐的出租车司机是个新手，车速像乌龟，慢得让人抓狂。 

赶到机场时，飞机正从头顶呼啸而过。 

她欲哭无泪，只能悻悻地去改签。 

小桢不知道，几小时以后，在另一班飞机上，会有一个临座的男生，他幽默的谈吐和

阳光的笑容征服了她，成为她的真命天子，呵护她，照顾她，陪她共度余生。 

07 

母亲给阿睿打来电话。 

阿睿正站在刚刚装修好的新房门前，抱怨着单位分的房子多么偏僻，交通多么不方

便，听说是老员工遗留下来的，已经很久没住人，不知道荒芜成什么样。还有即将展开

的工作多么艰难，薪水多么微薄……  

母亲却在电话那端发出中气十足的笑声。 

她说女儿啊，你太有出息了！这么年轻就分到了房子，一定工作很努力吧……妈妈像

你这个年龄时，还要自己存钱买砖头和水泥，亲手盖房子呢。家里人听说了都羡慕死了。

女儿啊，妈妈真的好为你骄傲。 

阿睿一边听着电话里因信号不好断断续续的絮叨，一边渐渐开心了起来。 

下一秒，她顺手推开了大门。 

毫无预兆地，一大片玫红色三角梅蓦然出现在眼前，充斥着整个院子，怒放着，如火

似霞。 

阿睿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这里的确太久无人打理，却给了这些美丽精灵足够的空间肆意生长。 

她慢慢地放下行李箱，对着满院的阳光与花香，忽然幸福地笑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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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不要对那些生命中的错过充满怨怼，更不要为此堕落和蹉跎。 

哪怕颠簸艰辛，风雨难挨的日子，也是无数双手在暗地里轻扶一把的结果，经历过

多少次在万丈崖畔擦肩的幸运。 

不要觉得遇到的是一只等候亲吻的丑陋青蛙。 

尝试在它身上落下一吻吧，王子出现在眼前，一切为之改变。 

哪怕在此之前，只觉得所有人都把自己当成一个小丑在尽情戏耍……  

 

有些书翻到最后一页，悲伤的情节才会柳暗花明。 

有些画绘到最后一笔，才知明暗光影用意何在，呈现出的又是怎样的流金风景。 

有些事在转身后才明白，那些看似无意的举动，流露了多少陌生人的善意与真诚 

总有隐匿于黑暗中的钟楼怪人，徒长了一张狰狞的脸，却有着一颗温柔的心。 

无处不在的田螺姑娘，在不知道的地方，一汤一饭，安然长伴。 

命运并不是高高在上的掌控者，更多的时候，它是默默陪伴并随时出手拯救的守护神。

它给你的礼物晚一点儿，慢一点儿，波折一点儿，只是为了用心扎个漂亮的蝴蝶结。 

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 

所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 

这世界偷偷爱着你，只是你不知道而已。 

何为人生 
                                                                    作者：肖鹏 

    人生是座迷宫，现实是个谜语。你若过于迷醉梦幻，人生将会迷失方向，最终必将

是个落魄者。 

    人生如尖刀，淡然如学问。你若过于放纵自己，将会被人生尖刀所伤。你得学会

如何处理工作和人生难题，若能做得到，你就能与人和睦相处，如鱼得水。 

    人生是条流淌的长河，社会是场可怕的风暴。你若对河

流了如指掌，你的人生将会春风得意，享受人生的旖旎和温馨，

那么你的人生就会悠然自得美妙无比。你若对河流了解甚少，

又无视头顶上的风暴，你就会掉进人生河流的陷阱。人生“陷

阱”令你挫败失意，恼怒狂暴，迷失坐标，最终将你葬身于河

床之底。 

    人生是条迷幻彩虹，现实是座冷酷寒宫。人生常令

你心之神往，结果是美妙愿景不时闪现脑海，内心龌鹾之

念却深藏不露。 

    人生如导师。你我若才智充盈，足以面对任何艰难险阻。

虽然人生有时如彩虹，但你我能须清醒意识彩虹之前有风暴。

人生有起有落，我们须时刻临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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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是条单行旅途，你我唯有前行没有退路。无论何处上车下车，都要学会领略

眼前的人生美景。因为你我都是人生之旅的过路客。 

人生确苦短，且行且珍惜。 

 

 

 A BOUT  LIFE 
 

         Life is a maze and reality is a riddle. If you have more dreams than needed, you will be 

disoriented in life, and even a pure loser. 

       Life is a knife and detachment is a learning. If you free yourself 

too much in life, you will be stabbed by the knife. You hav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difficulties in work and life; in this way, you will be able to live in harmony 

with people around you. 

       Life is a running river and the 

society is a turbulent storm.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e river, you will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enjoying its rippling and 

drizzling, so you can have a calm and leisure life. 

If you know little about the river and ignore 

the storms over your head, you will fall into 

their traps.  The "traps" in life will make 

you frustrated, angry and lose your direction in 

life and finally you will be buried in the 

riverbed.  

       Life is a charming rainbow and 

reality is a horrible harsh. Sometimes life works 

wonders for you. As a result, beautiful images 

flash into your mind and the dark and evil are 

nowhere to find.  

       Life is a good teacher. If we are 

quick learners, we will feel strong enough to face the music. Sometimes life is 

like a beautiful rainbow, but we are fully aware of the storm before the emergence 

of the rainbow.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We should always be ready for 

everything. 

       Life is a one-way journey, we should carry on without stopping. 

Wherever you get on or get off the train, you will learn to enjoy the beautiful 

scenes flashing into your sight. Because all of us are mere passengers of this 

life journey. 

    Learn how to cherish our life because life is too short. 

                                                    

by Paul Shaw  

（作者系广州大学附属中学英语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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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绿色色之之行行，，十十年年践践行行  
从鄂尔多斯回来已有近 2 个月的时间，但参加全国优质课大赛的日子依旧清晰可见，历历在

目。早就有拿起笔来记录那段日子的想法和冲动，但每每提笔就又放下。或是因为自身的懒惰，

或是因为太过艰辛不忍回忆，或是因为自己早已没有了当时的激情。但今天，我终又拿起笔决定

重新走进那段时光，只因我知道无论怎样的掩饰终敌不过它带给我的美好时光。 

   

依稀记得接到参赛通知时的茫然，恐慌和逃避。依据要求，参赛教

师要在 1 个月的时间里准备三种不同的课型：听说，读写，阅读。然

后在比赛的前一天进行统一的抽签排序。我茫然，因为我此前从未做

过听说和读写课的尝试。我恐慌，因为任务的艰巨和准备时间的紧张。

我逃避，因为恰巧当时母亲刚做完一个大型的手术需要照料。但所有

的不安最终化变成了坚定，所有的犹豫也不再动摇。因为我可以听到
钟表的指针在滴滴答答的流淌，我内心的渴望占据了身体的整个战

场。 

 

 我开始了一遍遍的写稿，一遍遍的试讲。半夜会莫名的惊醒，然后开始备课一直到天亮。

直到所有的课型都初现模样，我才开始慢慢恢复睡整觉。感恩于组内老师的出手相助，同时也享
受着彼此的教学相长。组内的老师为我初登战场，探索方向。我的薄涛组长和王欣睿老师听了我

9 遍的试讲。一个月下来，各种粉刺和痤疮已经肆无忌惮的爬上脸庞，体重也是一度飚降。但是，

我依旧每天充满阳光，因为我知道自己终将绽放。 

 

 大赛的日子最终来临，而我也将披挂上场。抽签前，我一直问自己最想抽到哪种课型，思

量许久却终没有选项。因为，在我心里从未有过任何的倾向。只有把这三个课型都尽力做到最好，

我才能有勇气和把握站在决赛的台上。 

 

  比赛当天，我第一个到达参赛现场。调试课件，练习走

向。想象着学生们就在下面的模样。猜想着评委老师出题的

方向。然后默默的走向空教室，享受一个人的漫长时光。上

课前，莫名的没有了所有紧张。我仅是想认真的去上一堂课，

在课上尽情的传递自己的思想。当铃声响落，我淡淡的微笑。

一个月的时间总算结束，但不知为何有些不舍，有些惆怅。 

  过程总是比结果更重要。当我拿到高中英语组唯一的特

等奖，我终于感知到了这句话的真谛和美好。那段准备比赛

的日子仿佛把我带入了十年前，让我想起了自己初为人师的

模样。那时的我总是不安于现状，不断的进取，不停的思考。 

 

  如果十年是一个教学轮回，我不知道自己下一个十年会是什么模样。我希望自己依旧有勇
气参加这样的比赛，并且笑着对自己说，真好。 

 

作者系第三届全国教师“绿色课堂杯”青年教师优质课展示活动 

参赛教师：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第六中学    王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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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教师绿色教育研究院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幸福；长大后，幸福是一

个目标，达到就幸福，成熟后，发现幸福原来是一种心态，领悟

就幸福。恰如，对生活的感悟，对工作的执着，对人生的理解……

欢迎各位绿色教育的关注者，拿起你手中的笔，记录春天的花，

夏天的雨，秋天的风和冬天的雪，细数工作的点滴，人生的哲理，

嬉笑怒骂我们照单全收，欢迎来稿，你说，我们听…… 

      

          

mailto:863212690@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