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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年， 我们永威学校依法执教， 不断深化课改、 实践创新、 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 使得小学、 初中、 高中教学质量保持焦作领先， 学生全
面发展， 各级领导、 学生家长都很满意。 在实践中， 我们不断领悟， 越
来越觉得课改也要讲规矩。

不讲规矩， 课改则败

有的专家主张课堂上让学生放
松 、 愉快 ， 讲什么 “师生是兄弟姐
妹， 平起平坐……课堂上要给学生自
由， 不必要求学生坐端正， 要允许学
生打手机、 喝水……”

对此， 我们有不同看法。 我在洋
思中学、 永威学校带领老师搞了 30
多年的课改。 实践使我们认识到： 不
讲规矩， 课改则败。 课堂上学生随意
喝水 、 打手机 、 做小动作 、 东张西
望， 怎么能安心、 专心学习？ 怎么能
培养良好的习惯、 态度 ？ 2006 年我
加盟沁阳永威学校， 推进课改， 不仅
在宏观上守纪律、 讲规矩， 坚决执行
法令、 法规， 开全开足课程， 加强体
育锻炼， 确保学生睡眠、 休息时间，
而且注重引导师生在课堂上守纪律、
讲规矩， 确保教学秩序良好。

制定制度， 立下规矩。 一到永威
学校， 我就根据国家教育法令、 法规
制定 《教书育人责任制》 《永威学校
师生课堂规则》 等制度， 给师生立下
规矩， 保障课改顺利进行。 《永威学
校师生课堂规则》 第 5 条规定： “教
师必须以身作则， 一举一动给学生良
好影响： 教态自然、 大方、 微笑、 亲
切、 富有感情， 说话声音洪亮， 抑扬
顿挫； 板书工整， 无一字潦草； 不穿
背心、 拖鞋 （不坐着上课）； 不带茶
杯、 手机进教室， 不抽烟， 不随便离
开教室， 不讽刺、 歧视学生。” 《永
威学校师生课堂规则》 第 6 条规定：
“学生必须坐姿端正 ， 胸与桌一拳 ，
眼与书本一尺， 握笔姿势正确； 要尊

敬老师， 听从教导， 不顶撞老师； 要
发言先举手， 不穿背心、 拖鞋， 不带
手机进教室 ， 课上不喝水 ， 不吃零
食， 不做小动作， 不随便说话……”

执行制度、 检查考核。 学校办公
室按照制度， 每天每节课都检查各学
部课堂纪律。 例如， 打了小预备铃，
检查上课教师是否迅速站到教室门口
关注督促并确保学生做好课前准备工
作， 室内安静； 上课铃响后， 是否准
时上课， 师生礼貌问好； 课堂上师生
是否违纪； 下课铃响后， 教师是否拖
堂……检查结果列入当天学部纪律评
比； 学部政教处每天检查各班课堂纪
律， 记载公布， 列入当月对班主任、
任课老师的考核。

发现问题 、 解决问题 。 通过检
查， 发现高中部有的老师板书潦草，
随便进出教室； 课上讲话随随便便，
散布消极的、 落后的思想言论……针
对问题， 学校严肃、 耐心地进行思想
教育， 同时， 坚决严格按制度扣发当
月师德津贴和班主任费， 整顿纪律，
效果明显。

常年赛课、 坚持规矩。 好教师上
的好课， 有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课堂
纪律特别好， 学生讲规范； 差教师上
的差课 ， 鲜明的标志就是课堂纪律
差， 学生习惯差。 因此， 我校常年赛
课、 评课时， 坚持一方面注重学生紧

张、 高效地学习， 另一方面注重学生
是否守纪律、 讲规矩。 比如， 怎样握
笔、 怎样坐、 怎样读书等， 旗帜鲜明
地教育师生懂得守纪律、 讲规矩的重
要性， 能够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 严
格训练， 磨炼意志， 养成好习惯、 好
态度， 提高综合素质。 这样， 既提高
质量， 又实施了素质教育。

培训教师， 确保规矩。 个别刚毕
业的女教师， 亲和力过了分， 和学生
嘻嘻哈哈、 吹吹捧捧， 使得学生反而
瞧不起她， 在她的课上自由散漫……
老师不像老师， 学生不像学生， 教学
质量明显下滑， 她急得无法可想。 对
此， 我们开展有关培训。 我作过几次
《怎样抓好课堂纪律》 的讲座， 要求
女教师们自尊、 自爱、 稳重、 端庄，
要营造尊师爱生的良好氛围……针对
有的教师形象不佳， 我们组织教师举
办了教师礼仪培训班， 让教师反复学
习教师礼仪规则 ， 进行礼仪单项训
练。 这样通过培训， 教师素质高了，
组织能力强了， 课堂纪律好了， 课改
就顺利地深化了。

要中用， 不图中看

注重效果， 不图形式。 1982 年，
我在洋思中学开始搞课改就注重实

效， 不图形式。 我带领教师大胆改变
教学方式， 砍去新授前七八分钟的检
查复习， 确保当堂完成作业， 免得学
生课外作业抄袭 。 这一改革效果明
显。 后来， 发现课堂时间太紧， 密度
太大， 就又改变方式， 让学生星期天
预习下周的新课， 晚上预习明天的新
课 ， 这种改变有用 ， 但搞一段时间
后 ， 觉得费时多 、 难坚持 、 效果不
佳， 就立即停止。 接着， 把 “学生看
书、 练习” 后的 “教师讲” 改为 “后
教”， 即 “兵教兵 （学生教学生）、 教
师补充 、 更正 ”， 以后把 “兵教兵 ”
改为 “先学生更正， 后学生讨论、 最
后教师点拨” ……就这样， 从实效出
发 ， 不断改变形式 ， 即使在同一环
节， 也在不停地改变低效的细节， 课
改不停， 改变形式不停， 由低效向高
效前进的步伐不停。

形成模式， 灵活运用。 经过多年
的探索， 我们形成了 “先学后教， 当
堂训练” 的一般操作方法， 包括三个
辅助环节 （板书课题、 出示目标、 自
学指导） 和三个主要环节 （先学、 后
教、 当堂训练）。 运用这个教学模式，
教师能引导学生紧张自学， 帮助解决
疑难。 随着课改的不断深化， 由于学
情不同、 科目不同、 课型不同， “先
学后教， 当堂训练” 的操作方法也应
该相应地有所不同。 例如， 数学课搞

一次 “先学后教” 的一般操作方法， 但
课型不同， 也不完全一样， 小学数学先
让学生根据老师的 “自学指导”， “看
一看” 课本， 以后检测或叫 “做一做”，
但小学一年级学生有字不认识， 看课本
有困难时， 可以在老师的引导下， 看一
点， 理解一点， 不过， 只要一年级学生
能看得懂课本， 就应该让他自己看， 以
后检测。

反对形式主义， 提高教学质量。 在
熟练运用 “先学后教， 当堂训练”， 基
本形成自己习惯了的教学结构， 就会不
知不觉死搬硬套， 出现新的形式主义。
例如， 教小学四年级语文 《桂林山水》，
共两课时， 第一课时应该达到逐段理解
词义、 句意、 归纳段意， 第二课时背诵
综合练习， 而任课老师上第一课时， 让
学生听录音， 自己练习读， 指名读， 讨
论生字的音、 形、 义、 组词， 写生字、
默生字……一节课结束了 ， 学生的阅
读、 写作训练却落空了。 小学数学课上
本应该一次 “做一做， 议一议”， 却改
为反复五次 “做一做， 议一议”， 这样，
程序多了，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走过场， 学不实。 我听课后， 指出学生
自学的环节过多， 拖场子， 费时间， 要
求简化程序 ， 合并或去掉不必要的环
节， 教师不讲空话、 废话， 要重点训练
学生读、 写、 思维、 计算能力。 任课教
师说： “听课的来宾都说好啊！ 我们上
课要给来宾看 ， 让来宾了解 ‘先学后
教’ 的程序。” 我说： “错了， 不能让
来宾觉得我们的课好看而不中用……”

深化课改， 不断打假。 评课的标准
是效果， 效果好就是好课。 学生会的不
要讲， 学生不会的一定要讲好； 用什么
形式好就用什么形式， 用什么形式影响
质量就不用。 一定要把握好一个 “度”，

不能由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 搞极端
化， 就是在搞形式主义、 花架子， 就是
在搞假课改， 尽管搞得热闹， 说得漂亮，
但效果不会理想。 我校深化课改， 坚持
中用， 不图中看， 例如： 没有在教室的
四周都安上黑板， 免得影响教室的光线
和学生视线、 精力的集中； 我们不搞学
生课上围坐在一起， 免得学生浮躁， 不
能静心、 安心、 专心学习； 我们没有让
教师退居二线， 闲在一旁， 让学生上讲
台当主持人， 因为这不利于他们紧张思
维、 高效学习。

要实干， 不尚空谈

在当下课程改革的热潮中， 学校应
当怎么深化课改呢？ 是空谈、 重复理论，
还是坚持实践创新、 老老实实地在应用
上下真功夫呢？ 应该实干， 坚持实践创
新， 在应用专家的研究成果上下功夫 。
学校课改的课题是什么？ 就是学校课改
中的问题， 也就是提高质量、 实施素质
教育的突出问题。 怎么研究呢？ 就是要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即应用专家理论研
究的成果， 长期实践， 老老实实地解决
本校课改中的许许多多具体问题。 永威
学校守纪律、 讲规矩， 深化课改就是坚
持实干， 连续 9 年常年赛课、 评课， 每
天发现问题、 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 每
天都有收获。

我们坚信 ： 只要继续坚持依法治
校， 守纪律、 讲规矩， 不断打假， 反对
形式主义， 课改就一定成功， 为民族复
兴而办好学校、 育好人才的梦想就一定
实现。

（河南省沁阳市永威学校校长 蔡
林森）

课改有规矩 不能太“任性”

河南省永威学校
教改记记

2013年4月11日，江西省高安市职业教育中心成功获批第三批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建设示范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是
三个重点建设专业之一。

在这奋力前行的两年建设期间，江西省高安市职业教育中心依
托当前高安汽运产业发展的强劲形势和用工数量急剧增加的现状，
在1996年开设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投入资金363
万元，全力把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打造成为全省品牌专业、骨干专
业、精品专业，有效服务和支撑了高安市汽运产业的持续发展。

推进校企深度合作 实现政企双方共赢

2013年11月， 学校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与宜春206汽修
厂、 江西华悦公司等6家企业开展深度合作 ， 即校企实施
“五共合作”： 共同遴选生源， 共同制定培养方案， 共同制定
课程体系， 共同实施教学过程， 共同评价学生。 校企双方通
过签订合作 “订单”， 加强了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联系，
实现生产、 教学有机融合。 一方面从根本上解决了学生在校
学习的职业针对性问题、 技术应用性问题以及就业问题。 另
一方面， 为企业弥补了用工缺口， 缩短了学生就业后的岗位
适应期， 直接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

作为学校示范校建设的三个重点建设专业之一， 汽车运
用与维修专业通过对示范校项目建设， 在课程目标、 课程内
容、 课程结构、 教学评价等方面都已初见成效， 每年为社
会、 企业培训500多名汽修技能型人才和上千名汽车驾驶人
员。 对学校其他专业的辐射影响也逐步得到体现， 如机电、
计算机应用等专业的教学改革， 都借鉴了汽车运用与维修专
业改革的经验， 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刘佳 洪彬）

打造汽修专业品牌 服务高安汽运产业
———江西省高安市职业教育中心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国家示范校建设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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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重构专业课程体系

学校以对企业行业的深入调研为依据， 以企业
行业专家参与的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改革研讨为突
破， 结合高安当地经济结构和企业发展实际以及学
校自身汽车运用与维修专业的特点 ， 创新形成了
“以职业岗位核心能力为主线， 校企结合” 的人才培
养模式， 着重突出职业教育的能力本位与综合职业
素质的人才培养。

本专业还依据 “夯实基础教育课程， 优化专业
基础教育课程” 的原则， 突出专业核心课程和实训
课程的开设， 构建了 “核心技能+核心课程+教学项
目” 的新课程体系， 大力推行 “做中学 ， 学中做 ”
的教学方法改革。 按照课程对接职业标准的要求 ，
改革了课程体系结构， 建设了汽车专业数字化教学
资源库， 完善了汽车实训室的建设， 全面构建了数
字化车间教室， 在此基础上实行了理实一体化、 数
字化、 项目化等教学模式的探索和实践。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提升专业教学水平

为了促进新教师专业成长， 发挥学校省、 地、 市
名师、 骨干教师、 专业带头人的模范带头作用， 增进
教师间的业务交流， 加强教师间的相互学习， 提高学
校师资的技能水平和教学质量， 学校实施了 “青蓝工
程”， 对工作未满三年的青年教师与学校名师、 骨干
教师、 专业带头人进行 “师徒制” 协助； 通过转岗培
训、 顶岗培训、 脱产进修、 在职培训、 才艺大赛、 专
业考试、 课题研究和综合考核等多种举措， 加快了师
资队伍建设步伐，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专业教师的实践
能力， 现在重点培养了2名专业带头人、 3名骨干教
师， 有6名行业企业专家到校指导或任教， 建立了新
进教师、 年青教师、 兼职教师、 骨干教师、 专业带头
人的梯度式结构的专业师资队伍， 让企业全方位参与
专业建设， 逐步实现了企业岗位能力需求与教学、 实
训内容的零距离结合， 确保了项目建设的顺利实施，
为专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 2 3

百年虬枝不言老，千秋黉舍聚光华———
引领： 全面构建和雅文化体系， 努力

办有灵魂的教育
安丘一中校长马金建常说： “文化是学校的灵

魂， 一所没有文化的学校， 是一所没有根基、 没有
未来的学校。”

安丘一中始建于1911年， 至今已有百余年历
史， 学校在深入挖掘丰厚的文化积蕴的基础上， 提
出了 “以和立德， 以雅治学” 的文化理念， 树立了
“坚信每个学生都能和雅成长” 的教育信仰， 凝练
形成了以 “和雅” 为核心的学校文化， 构建了和雅
文化理念体系、 和雅文化价值体系、 和雅文化育人
体系以及和雅文化内涵体系等四大学校文化体系。
“令人眼前一亮， 为之一振。” 山东省教育学会常务
理事曹红旗先生， 在详细研究了安丘一中和雅文化
后如是评价。

马金建校长说： “建设学校文化的目的是为了
文化立校， 归根到底还是为了以文化人。” 具体来

说， 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 “形象优雅、 谈吐文雅、
举止典雅、 志趣高雅、 学识博雅、 气质儒雅” 的
“六雅学子”。

寻芳陌上花如锦， 折得东风第一枝———
实践： 深入实施“四层段” 和雅教育

实验与研究， 努力办有内涵的教育
2014年12月， 国家教育部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

发展中心， 推介了安丘一中实施 “四层段” 和雅育
人实践与探索的情况， 引起了广泛关注。

“四层段” 和雅教育的实践路径是 “和雅认
知→和雅体验→和雅评价→和雅成果展示”。 在和
雅认知阶段 ， 学校积极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 ，
全面启动阅读能力提升工程； 在和雅体验过程中，
学校坚持以主题课程为重点 ， 视频课程为辅助 ，
班会课程为引导， 活动课程为支撑， 让学生在活
动体验中提升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 在和雅评价
阶段， 学校实施星级评价， 广泛开展“摘星行动”；
在和雅成果展示过程中，学校定期组织评选“六雅

学子”、“和雅淑女”、“和雅使者”，激励学生自我完善，
和雅发展。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创新：改进育人模式，努力办有特色的

教育
在2014年秋季开学典礼上， 高一新生手拿新生手

册 《和雅之路》， 在通过 “认亲” 活动中结识的学长
陪同下， 共同进入理想之门、 奋斗之门、 文明之门、
和雅之门， 然后在典礼主现场放飞和雅梦想、 签订和
雅之约、 宣读和雅宣言、 同唱和雅之歌、 齐诵和雅篇
章、 聆听和雅之训……这只是安丘一中创新德育模式
的一个侧影。

说起学校的德育创新， 分管德育工作的高国东副
校长如数家珍： “我们率先在全国建立了学生自主发
展促进会， 率先在全国成立了女子教育研究学院和学
生干部培训学院； 成立了和雅教育研究中心和学生发
展指导中心， 广泛开展社团活动、 节日活动、 主题教
育活动……”

青山霁后云犹在，画出东南四五峰———
驱动：转变教学方式和教研方式，努力办

有水平的教育
当前， 安丘一中的教师谈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活动。 学校深入开展研、
赛、观、评一体化活动，积极改进教研方式、评价方式、教
学方式。

课程是安丘一中的核心竞争力。学校坚持国家课程
校本化、师本化、生本化原则，积极研发出一百多门多元
化、个性化的校本课程，构建了由核心素养课程、特需素
养课程和全人素养课程等三大课程群组成的和雅教育
课程体系。看似简单的课堂，却充满教育艺术。学校精心
打造出“流程有序、环节有效、学教有法、节节有测”的
“四有”高效课堂，而且《普通高中“四有”优质高效课堂
的实践与研究》还荣获了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祝愿安丘一中在“四层段”
和雅教育实验与研究的道路上，开拓进取，奋发有为，努
力办好老百姓真正向往的和雅学校。 （刘 赫 李 滨）

让学生的人生闪耀和雅教育的光芒
———山东省安丘市第一中学和雅教育纪实

近几年来， 山东省安
丘市第一中学紧紧围绕立
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 坚
持文化立校方针， 深入实
施“四层段” 和雅教育实
验与研究， 积极创造适
合、 满足学生个性需求的
优质教育， 努力让学生的
人生始终闪耀着和雅教育
的光芒， 取得了优异成
绩。 学校曾被评为全国名
优学校、 全国素质教育先
进示范校、 山东省文明单
位、 山东省规范化学校
等， 而且连续三年被清华
大学遴选为“新百年领军
计划” 优质生源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