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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学道———做中习道———省
中悟道” 是湖州师院附属十二中的一
大亮点。 这 “三道” 如同铺就的一条
课改铁轨 ， 承载着师生的智慧和努
力， 循环往复， 把课堂教学改革一步
步推向纵深。

向课堂要效率和质量
新课程改革强调 “建设轻负高效

课堂，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其实质
就是利用有效的教学时间， 最大限度
发挥课堂教学的功能和作用， 提高课
堂教学单位时间内的效率， 达到育人
目标。

十二中的领导明白， 课堂是教育
改革的核心。 课堂高效， 教学才会高
效； 课堂优质， 学生才会卓越； 课堂
革新， 学生才会创新； 课堂进步， 师
生才会相长。

推行新课改， 必然要突破传统教
学模式的框架和习惯， 这是任何学校
都必须跨越的门槛。

与高效课堂相悖的是 “高耗低
效” 课堂， 教师越教越苦， 学生越学
越累。 其主要表现是： 一、 课堂教学
不优化， 抓不住重点， 弄不清目标，
面面俱到， 主次不分； 二、 沿承旧教
学方式， 教学方法刻板单一， 课堂缺
乏活力； 三、 教师对新课改认识上出
现偏差， 盲目淡化 “教者的主导性”，
把学生的 “自主学习” 变成了 “放任
自流”。 四、 为改革而改变， 盲目追
求 “信息化”， 注重课件的 “装饰”，
片面追求 “热闹” 与 “花哨” 的课堂
形式。 这样的课堂教学严重阻碍学生

身心素质和谐地、 自由地发展， 阻碍
了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因此， 他们提出建立全新的质量
观、 学生观和教学观， 不仅要向教学
要分数， 更要向教学要能力的主张，
改变课堂模式， 改变教学方式和学习
方式。

扎扎实实推进“三道”
课堂教学模式

他们推行的 “三道” 课堂教学模
式， 致力打造生本课堂， 引导学生学

会求知的方法， 让学生优化与人共处
的品质和技能。

“三道” 课堂是 “书中学道———
做中习道———省中悟道” 的学习模式
和 “为生开道———与生论道———携生
悟道” 的课堂教学模式。

“三道” 学习模式是指学生 “自
主积累， 书中学道； 合作探究， 做中
习 道 ； 反 思 提 炼 ， 省 中 悟 道 ” 。
“自主积累， 书中学道” 是通过航标
引领， 学生自主积累， 看看、 读读、
背背、 记记、 练练等方式学到基础知
识。 “合作探究， 做中习道” 是师生
和生生之间通过动态的、 参与式的、
体验式的、 实践式的、 合作探究式等
方式习得方法、 规范和技巧等。 “反
思提炼， 省中悟道” 是学生对所习的
知识与能力进行反思， 感悟和总结，
并把它们内化成跟随生命的智慧和素
养， 从而实现从知识中心到情感道德
价值观的转化。

“三道” 教学模式是指教师围绕
“航标引领 ， 自主学道 ； 实践探究 ，
合作习道； 导图提炼， 反思悟道” 这
三个环节进行授课的一种模式。 “航
标引领， 自主学道” 是教师通过制定
符合学生自学要求的主动学习航标
单， 为学生自学新课的文本知识提供

一种渠道和方向， 让学生在完成航标
单的过程中明确下一节课的学习任务
并发现自己的疑惑点。 “实践探究，
合作习道 ” 是教师组织学生思维碰
撞、 焦点访谈， 适时进行点拨， 突破
学生疑难点、 疑惑点、 易错点。 “导
图提炼， 反思悟道” 是教师引导学生
通过画思维导图和拓展练习对所学知
识进行小结， 并在学生总结反思的基
础上， 带领学生进行深层次的升华和
提炼。

为了培养学生良好的课前自主学
习习惯， 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提升课堂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他们
设计了与之相匹配的 “航标单”。

课前， 学生通过 “主动学习航标
单” 引领的自主预习， 充分了解本堂
课的学习目标， 清楚各自在学习目标
达成中的疑惑点、 疑难点， 以便师生
在课堂上聚焦疑难点， 做到关键处发
力， 也与高效教学价值观、 质量观相
吻合。

课后， 致力于学生作业的改革，
提升作业的实效性， 全面实施 “三段
式作业法”， 即 “思维导图” 回顾反
思 ， “三色笔考试作业法 ” 巩固拓
展， “航标单” 自主预习。

改革带来了哪些变化？
促进了教师观念的改变。 在教学实

践中注重培养和发挥学生的自主性、 能
性动、 独立性和创造性， 切实提高学生
的自主意识和主体能力， 从单纯的知识
传播者， 变成课堂的组织者、 释疑者、
评价者及学习方法的指导者。

促进了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 教师
的行为表现为指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
习惯、 掌握学习策略； 创设丰富的教学
环境，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培养学生
的学习兴趣， 建立一个接纳的、 宽容的
课堂气氛。

“三道” 课堂教学模式使学生越来
越阳光， 每个学生、 特别学困生都有发
言的机会； 使学生越来越自信， 学生自
习掌握简单易懂的内容， 课堂上学习起
来轻松了； 使学生越来越乐学， 从要我
学转变成了我要学， 学习的主动性增强
了， 乐趣也更多了。

在2014年湖州中学、 湖州二中自主
招生及中考中， 该校学生再创佳绩。 后
30%控制到8.4%， 引起全市同行的关
注。 学校被评为浙江省 “轻负高质” 示
范性初中， 全国 “创建适合学生发展的
学校” 实验学校， 全国课堂教学先进单
位。 学校的发展， 吸引了省内外两千多
位教育同仁来校参观学习， 省初中骨干
校长班百名校长6次来校参观交流， 学
校课改的引领辐射作用不断扩大。

教师智慧地教学， 学生有品质地学
习。 让每一个孩子都具有较强的自学能
力、 合作能力、 动手能力、 倾听能力、
交流能力、 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和收集
信息的能力 ， 让智慧飞扬 ， 让心灵奔
放， 让少年闪光。

浙江省湖州师院附属初级中学十二中， 创建于1901年， 源自美国基
督教会所设华英学堂和湖郡女塾。 1915年隶属东吴大学 （现苏州大学前
身） 附属中学。 1958年改称湖州第二中学， 1977年被确定为浙江省重点
中学， 1997年批准为省一级重点中学， 1998年高中部易地新建， 初中部
在原址更名为湖州市第十二中学。 2013年10月与湖州师院签约合作， 成
为了湖州师院的附属初级中学。

百余年来， 以东吴大学由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
完人” 为校训， 在“正气” 与“完人” 精神的激励下， 数万学子出其怀
抱， 奔赴祖国各地与海内外， 奉献才华。 其中有： 中共“一大” 仅有的

工作人员、 党的创始人之一李达的夫人王会梧； 上世纪30年代世界首位徒
步和骑自行车完成环球旅行的潘德明； 著名遗传学家、 中科院院士谈家桢；
著名微生物学家、 病毒学家、 中科院院士高尚荫； 著名小麦育种与栽培学
家、 农业与科技发展专家、 工程院院士卢良恕； 著名昆虫生理学家、 中科
院院士钦俊德， 著名固体力学、 地球动力学家、 中科院院士王仁等。

学校现有36个班， 1279名学生。 现有教职工125名， 其中专任教师
115人， 高级职称24人， 中级职称50人。 学校教学硬件设施齐全， 为省I类
标准化学校。 学校地处国家保护文物飞英塔下， 校内绿树成荫， 幽古雅致，
环境宜人。

百年十二中，传承文化的同时，一场润物
细无声的变革正在进行。 构建 “HAPPY”模
式，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通
过改变教师的行走方式，有智慧地教学，改变
学生的生存状态，有品质地学习，努力使孩子
成为阳光和谐、主动发展、积极向善的人，为
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

确立以“雅正”为核心的学校文化。 传承
“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的百年校训，确
立“心雅正 品自芳”的育人理念。校风：尚雅
正身。 教风：正德修业。 学风：正心笃学。 教师
精神： 正言 正行 正德 大气 底气 雅
气。学生精神：自信 自律 自强 向上 向
阳 向善。校徽：“外雅内正”图案。校旗：红色
底，含校徽和育人理念。 校服：英伦风格。 校
歌：华英之歌。校树：香樟树。校花：玉兰花。同
时形成了学校遵循的12条文化价值理念 。
2013年市、区文化建设特色示范学校。

实施 “思维导图式项目化工作管理机
制”。 2013年开始，学校以“合格+特色”为目
标，实施了年级组和教研组“思维导图式项目
化工作管理机制”。应用思维导图描绘出层层
管理体系和项目框架， 直观地深刻感受整个
管理体系。 从校长室一级分支到中层各处室
二级分支到年级组三级分支，层层贯彻，步步
执行。 各年级组及时召开年级会议，制定“年
级工作常规项目和特色项目考核内容”，并细
化年级工作目标，建立项目小组，责任到人，
并将项目工作推进情况公示上墙。 以此将学
校的建设发展与每位教师联系起来， 让每位
教师都自主参与到项目工作管理当中， 充分
挖掘了每位老师的管理智慧和管理力量，激
发了全体教师的活力，形成了“人人有事做，
事事有人管，事事时时有落实”的良好局面。

“三道”教学：自主探究，学会学习。 从学
生的心理品质着手，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从
学习策略着手，让学生学会学习，返璞归真，务
本培源。 推行“三道”教学模式，实现从知识中
心到智慧中心的转化。 实施“三段式作业法”，
实现作业控量提质。 学校被评为浙江省“轻负
高质”示范性初中、全国“创建适合学生发展的
学校”实验学校、全国课堂教学先进单位。

弘正心理：积极心理，学会幸福。 从原来
的“心理帮扶制”转向“积极心理学”。 建立全
方位、全过程、全员参与、全面渗透的立体型
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为师生打上积极心
理的精神底色，实现扶正祛邪，扬优挖潜，唤
醒内驱力，激扬生命活力。 一是正言：积极语
言，温暖你我；二是正行：励志浸润 ，铿锵步
伐；三是正心：幸福课堂，芬芳心态。学校荣获
浙江省一级优秀心理辅导站， 成为全国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首届“十佳”学校。

“善道”德育：自主向善，学会做人。 改变
以往“解决问题式”德育方式，构建小组合作
式“善道”德育模式。以闪光卡机制为抓手，实
现学生“向善、修善、扬善”。 向善：家风孝德，
唤醒“善”之内驱；修善：自主管理，践行“善”
之内涵；扬善：闪光激励，激扬“善”之活力。学
校获得省心灵港湾工作坊示范点、 省健康促
进学校银奖、市德育先进集体、市艺术特色学
校、市示范家长学校等。

“三格”师训：格致提升，正德修业。 创新
校本培训模式，开展“菜单式校本培训”，对教
师实行分层要求、分类培训，“入格”、“升格”、
“风格”三格层次，培养高素养教师。 一是“入
格”：常规“模”课———励练教学基本功；二是
“升格”：活动“磨”课———锤炼教学策略；三是
“风格”：科研“悟”课———提炼教学思想。培养
具有训练有素的思想、 训练有素的行为的教
师。 在连续三次被评为浙江省的教科研先进
集体后，又被评为省教科研百强校，2013年评
为“长三角地区”教科研优秀团队。

十二中的办学理念、管理机制不断创新，
成效显著。从2011起，连年获得吴兴区学校发
展性评价一等奖，2014更是荣获了区教育系
统仅有的一个“吴兴区模范集体”。课堂改革，
芬芳四溢，引来了全国同行的高度关注，全国
各地60多所中学校长老师们前来参观学习。

各级各类新闻媒体也纷纷报道学校的教
育教学经验， 学校逐渐成为湖城老百姓心目
中素质教育的先驱者。 学校成为一个吹佛着
自由之风、涌动着创新之情、洋溢着快乐之感
的诗意栖居的一方池塘； 成为安生立命的家
园、幸福和谐的乐园、精神成长的书园。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教育的目的
当然是育人、 改善人！ 所谓人才， 就
是 “德 ” 与 “能 ” 的统一 ， 缺一不
可。 古今中外， 一切贤达有识之士无
一不把 “立德 ” 作为树人的首要准
则 。 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 “成器 ”。
但是， 我们必须知道， 成 “小器” 靠
的是知识， 成 “中器” 靠的是能力，
成 “大器” 靠的是品德。 然而， 无数
的家长经常告诉孩子的一句话就是：
“你只要把学习成绩搞上去， 别的什
么都不用管。” 于是， 我们的道德教
育越来越弱化、 虚化， 从小学到大学
只为考试分数斤斤计较， 这种小家子
气的教育观念与我们国家所倡导和期
盼的 “会合作、 愿分享， 胸怀广阔、
志向高远” 的人才标准格格不入。

面对被异化为分数的教学， 我们
也和其他学校一样有过长吁短叹、 有
过望洋兴叹、 有过面对改革风险缺乏
胆略和勇气， 但真正的改革是从强烈
的担当， 是从内心长出来的。 我们十
二中依然坚守 “立德树人” 的理念，
以 “雅正文化” 正魂、 “积极心理”
正心、 “善道德育” 正德， “三道教
学” 正能， 从四个层面进行系统化的
培育。 我们坚信， 只有这闭环中的每
一环都环环相扣， 才能实现叠加效应，
实现立德和树人并重的完整教育。

正魂： 学校对学生影响最久远、
最深刻的不是知识， 不是分数， 而是
文化， 是一种在校园生活中逐渐形成
的人生态度、 价值取向、 思想品质和
行为习惯 。 我们秉承 “养天地正气
法古今完人 ” 的百年校训 ， 以 “雅
正” 文化， 坚守教育之本， 正魂。 作
为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 “雅校”，
我们不断营造校园 “雅境 ”， 传承 、
创新内涵底蕴 、 外显优雅的 “雅文
化 ”， 提升 “雅誉 ”， 培育 “雅人 ”，

笃行 “正道 ” ， 为发展教育理念而
“正理”， 锐意教学改革而 “正新 ”，
创建心理健康教育而 “正心”， 求取
学生素质全面发展而 “正本”， 加强
师德建设而 “正德”。 “心雅正， 品
自芳” 是育人理念的创新演绎， 也是
对我百年校训的传承与发扬。 这个核
心文化就像一轮太阳， 照射到学校生
活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这个统一的学
校文化之魂， 再丰富多彩的学校生活
也都是一种华丽、 零乱的碎片。

正心 ： “君子务本 ， 本立而道
生”， 好的教育， 应该是关注受教育
者心灵需要的教育。 教育一定要按照
人自身成长的规律去开展， 第一个维
度是要关照心灵， 第二个维度才是心
灵作用下的行为 。 为什么有学生厌
学？ 除了学习技术上的因素， 很大程
度上是学习动力源， 即内在需要没有
被充分激发， 缺乏正向激励， 心灵的
力量没有得到拓展。 为此， 学校建立
全方位、 全过程、 全员参与、 全面渗
透的立体型积极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践行 “正言、 正行、 正心”， 务本培
源， 扶正祛邪， 扬优挖潜， 以个体辅
导 、 沙盘游戏 、 幸福课堂 、 励志演
讲、 专家报告、 社会实践、 文体艺等
多种活动形式输送正能量， 在实践体
验中， 丰富阅历， 感悟人生， 浸润学
生心理， 潜移默化地激扬生命活力。

正德： “善道德育”， 真正的德
育方式应该在 “自然活动” 中进行。
我们构建了小组合作式 “善道” 德育
模式。 以闪光卡机制为抓手， 实现学
生 “向善、 修善、 扬善”。

以走廊文化、 班级文化、 校园文
化等大环境熏陶 ， 诵读 《弟子规 》，
谨记圣训、 经典悦读等系列活动， 促
进学生积极向善， 让学生在生活中唤
醒 “善” 之内驱； 以自我认识、 自我

约束、 自我调节、 自我发展、 自我完
善等 “五自” 作为个体发展理念， 培
养学生自主管理能力； 以 “孝德” 作
业、 家风建设等活动， 激励每个孩子
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践行 “善” 之内
涵； 以创建 “闪光卡激励机制”， 实
行 “闪光之星” 奖励机制， 白金卡小
组奖励活动等激发学生优势和潜能，
激扬 “善” 之活力， 让孩子在活动中
体验和感悟道德的境界。 通过这些心
灵上的氤氲化生的过程， 使孩子的人
生价值观和道德意识逐渐形成。

正能：我们积极倡导并建立“既要
分数又要素质， 实现当下升学与长远
发展的统一”的质量观，“尊重学生、相
信学生、激发学生、解放学生、发展学
生”的学生观和以学生的“学”为中心，
“教”要服从“学”，先学后教，以学定教
的教学观，提出“教学正能”，走一条以
发展学生素养来提高学习质量的道
路 ， 让学生泡在有生命的学科素养
里， 而不是浸在赤裸裸的没生命的试
题里。 不仅要向教学要分数， 更要向
教学要能力的主张。

我们推行 “三道教学” 课堂教学
改革， 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 实现教
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转变。

任何学习最终都要经过学、 习、
悟三个阶段， 只有悟得才能升华为注
入自己生命的素养， 才算是一轮学习
的 终 结 。 “ 学 ” 为 此 道 之 起 步 ，
“习” 为此道之续步， “悟” 为此道
之化步， 步步向前， 道可成全。 “三
道教学 ” 课堂3环节 、 24字教学法 ，
提升学生自主学习、 合作学习、 探究
学习的能力。

真正要实现高分与高能的统一，
必须更深层次地探究： “决定课堂生
命力的到底是什么？” 要实现高分与
高能的匹配 ， 同样也是一个系统工

程。 在这个学习的闭环中， 它包含知
识的获得 、 方法的掌握 、 思维的激
活、 能力的锻炼及学习情感的发动。
当下， 我们老师缺学科知识吗？ 当然
不缺 ， 缺的是让学生高效接受 、 加
工、 运用知识的技能和方法。 缺的是
对脑科学的研究， 即记忆方法、 思维
方法、 心理技术。 作为老师， 在教知
识的同时要关注记忆方法的研究， 引
入思维导图 、 学科模型 、 解题流程
图， 让 “思维路径” 清晰呈现， 提高
学习效率的同时， 锻炼思维能力。 三
道教学最终要实现三个阶梯的发展：
第一个层面实现 “爱教爱学”， 即以
赏识激励、 激活右脑、 成功自信等激
发学生学习动机 ； 第二个层面实现
“会教会学”， 即在 “书中学道” 提升
自主学习能力， 在 “做中学道” 中提
升合作探究能力 、 表达能力等 ， 在
“省中悟道” 提炼反思归纳能力； 第
三个层面： “教会学会”， 即实现学
以致用 、 举一反三的高能和学考一
体、 超常发挥的高分。

三年来，我们推进“三道教学”，逐
渐把学习的时间还给学生， 把学习的
主动权交给学生， 把质疑问题的权力
还给学生， 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人。 课堂上学生精彩连连的展示， 没
有了死气沉沉的课堂， 有的则是 “知
之者不如好知者 ， 好知者不如乐知
者” 的审美快感， 学生的变化给人带
来一个又一个的惊喜， 学生的潜力一
旦被挖掘， 束缚的翅膀一旦被打开，
立即会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种以
思维碰撞为前提的教学， 让孩子有了
神游天外、 心骛八极的思维放飞。 教
学模式是介于教学理论与教学经验中
间层面的东西， 它是教学理论的具体
化， 是教学经验的升华， 是在一定的
教学思想和教学原则指导下相对稳定

的教学结构和基本框架。 普通教师学习
优秀教师的经验要经过这三个过程： 入
模即做中学， 临模即做中思， 出模即做
中创。 “入模” 为更快 “出模” 提供了
学习平台， 是为了在一定的规范上显示
个人的教学风格。 我们的课改有待于在
“三道模式” 的基础上继续探究符合各
学科的教学模式并发展一科多模， 有待
于更多有风格的老师涌现， 寻找更能体
现学科特点和学科思维的学习和教学方
式。

课改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千
倍 ， 从表面上看来只是教育方式的改
变 。 但冰山之下 ， 却是观念 、 教学行
为、 评价机制、 文化、 管理等庞大体系
的变革。 要向改革要实绩， 必须要重组
学校结构， 打通教育的各个环节， 即打
通管理团层面、 教师层面和学生层面，
只要这个闭环环环相扣， 层层传递， 畅
通执行 ， 任何改革都会反馈丰厚的红
利。 我们创新管理机制， 引入 “思维导
图式项目化管理机制”， 这是一种管理
的思维模式， 也是一种管理的执行模式，
“值日校长”、 “年级项目工作负责人”，
让教师们拥有多重的身份， 打破了单一
的教师职能， 让教师回到教育的原点，
激发每位教育工作者的智慧， 实现 “事
事有人做， 时时处处有人管”。 通过 “三
格师训”， 即 “入格、 升格、 风格”， 层
层要求、 层层提升， 来唤醒教师的教学
自觉。 只有自觉才有自信， 只有自觉才
有创新， 只有有了自觉， 才拥有了一种
可持续的、 强有力的内在力量。

我们十二中的学生不只要有分数的
成长， 更重要的是要有心灵的成长、 精
神的成长， 为孩子未来的生存发展打扎
实的基础， 让师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
育生活， 这， 就是我们的使命。

（李明 湖州师院附属初级中学十
二中校长俞月琳）

聚百年灵气 立雅正人格 享诗化人生
———浙江省湖州师院附属初级中学十二中改革纪实

6个创新点

1创新

2创新

3创新

4创新

5创新

6创新

高效课堂的道中之道

改变， 是为了坚守最初的信仰

教师幸福沙龙 激发教师正能量

幸福课堂 信任背摔

经典诵读

白金卡小组活动

T型小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