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10－82296896�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1147820920

AD

教育展台
2015 年 5 月 20 日 星期三 10

立足校情 创新教学模式
宋基中学是由河南省宋庆龄基金会

兴办的一所学校， 和其他民办学校一样
设备简陋， 教师队伍不稳， 生源质量每
况愈下， 学校发展举步维艰。 传统的教
学模式让他们陷入高耗时、 低效率的怪
圈， 不仅高考成绩难以提高， 而且还导
致大量学生厌学， 甚至辍学。 现实带来
的危机感让校领导如履薄冰、 坐卧不安。

穷则思变 ， 2007年秋 ， 学校通过
“走出去 、 请进来 、 找差距 、 换脑筋 ”
等方式的开展， 最终确立以课堂教学改
革为突破口 ， 从而推动学校发展的思
路， 由此拉开了课堂教学改革的序幕。
学校首先在高一、 高二年级进行尝试，
提出只要符合 “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
导” 的教育思想， 只要达到 “课堂活起
来 ” 的目标就行 ， 鼓励创新 ， 允许失
败， 倡导教学方式百花齐放。 经过一年
的摸索， 学校又借鉴洋思中学、 杜郎口
中学、 昌乐二中等名校的做法， 2008年
秋， 在全校整体推进 “三定两查” 课堂
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所谓 “三定两查”， 就是一定预习
什么、 怎么预习， 二定教师点拨什么、
怎样点拨， 三定练习与展示什么、 怎样
练习与展示； 一查预习效果， 二查本节
课整体目标的完成情况。 这样就把课堂
分为五个环节： 预习、 检测预习效果、
教师点拨、 学生练习与展示、 师生总结
与反馈。

推进 “三定两查” 课堂教学改革，
学校主要抓好以下六个环节的落实。

编制规范学案。 学案的编写要符合
知识问题化、 问题层次化的要求， 要体
现目标明确 ， 标高得当 ， 格式要符合
“三定两查” 教学流程。 它既是教师的
教案， 也是学生学习的 “蓝本”。 每个
学科每周都有固定半天集备时间， 提前
一星期备课， 集备时要先定框框， 再由
主备教师定具体内容， 最后再筹备一次

进行优化方可印刷。 每次集备年级分管
领导要参加， 学校分管部门及领导也要
督查。

组建学习小组。 学习小组以每组6
人为宜， 兼顾总成绩、 学科成绩、 男女
比例、 学生个性等方面， 便于在合作学
习中取长补短， 起到兵教兵、 兵强兵、
兵练兵的作用。 同时， 制定 “学生小组
考核办法”， 对小组成员的学习、 纪律、
作业、 考试等情况统一量化考核， 评出
先进小组、 先进个人， 充分调动小组成
员的积极性， 培养他们的团队意识和竞
争意识。

落实预习检测 。 预习是 “三定两
查” 教学模式中尤为重要的一环， 它是
学生自学的过程 ， 也是发现问题的过
程。 预习内容以基础知识为主， 预习目
标要明确 ， 检测预习效果的措施要得
力。 学校要求学案必须提前下发， 便于
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完成预习， 保证预习
效果。 预习过程中， 教师全程监控， 学
生先自主学习， 再合作讨论， 把讨论后
仍无法解决的问题反馈给教师。

适当点拨疑难。 教师就预习检查中
的共性问题进行点拨， 针对重难点， 引

导学生在合作讨论中突破。 讨论目标要
明确， 时间要充分， 内容要深入。 教师
就讨论中出现的问题适时点拨， 点拨的
语言要精练， 主要讲规律方法以及知识
的内在联系。 这一环节使本节内容在预
习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和提高， 培养了学
生合作学习、 探究学习的能力。

练习与展示。 练习与展示的内容，
一定要突出本节知识点， 既要具有典型
性、 针对性， 又要具有开放性， 以培养
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 练习与展
示时， 教师要充分利用好前后黑板， 通
过抽签的形式 ， 保证每个学生都有机
会， 让每个学生都动起来。 在展示过程
中， 教师要规范学生答题步骤， 强调书
写整洁等细节， 争取让学生互相评讲，
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真实、 牢固地掌握，
而非一知半解。

归纳与总结。 对本节的基本概念、
基本规律、 方法技巧等方面， 学生要在
学案上进行系统归纳， 并总结本节课的
得失。

这种课堂打破了 “填鸭式” 传统教
学模式， 真正体现了 “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 的教学思想， 做到了讲练

结合 ， 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 、 合作学
习、 探究学习的好习惯， 在课堂教学改
革上树立一面新的旗帜。 学校多次主办
全市高中课堂教学改革现场会、 经验交
流会、 总结表彰会。

让课堂变成学生的舞台
在高中新课程改革的实践中， 教师

们在过去课堂教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探
索， 不断积累经验， 逐步充实完善， 将
学校的 “三定两查” 课堂教学改革又向
高层次推进了一大步。

预习是 “三定两查” 模式中尤为重
要的环节。 数学组教师通常先让学生阅
读教材， 并给予充足的预习时间。 学生
在通读教材的基础上， 独立完成学案上
的 “预习自测” 部分， 再合作学习， 小
组内进行讨论， 完成学案上的 “讨论完
成” 部分。 通过小组内讨论， 小组长把
讨论后仍无法解决的问题汇总给老师，
由教师适时点拨。 在 “练习与展示” 环
节， 教师结合本节教学目标及点拨的学
法、 技巧， 进行强化训练， 让学生学会
举一反三、 触类旁通， 培养学生的知识
迁移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针对本环节

习题， 教师提出具体目标， 要求学生解
决问题或习题后， 组内展开讨论， 交流
解题思路 、 解题方法 ， 并找出最佳解
法， 借此培养学生的合作与探究能力，
同时活跃课堂气氛 ， 让学生充分动起
来， 彰显活力， 迸发热情。

在一节高二地理课上， 教师上课之
初就在黑板上列出了九大问题， 涵盖陆
地、 海洋、 板块、 洲面积等众多知识点
与能力训练， 拓展思维， 要求学生仔细
阅读学案后回答问题。 五分钟后， 教师
要求每小组的二号学生回答问题 。 霎
时， 众多 “二号” 从容地走上讲台， 写
下了答案。 之后， 教师和学生一起充当
“评委”， 对他们的答案进行评比， 并积
极补充， 及时纠正、 丰富学生的认知图
式。 当提到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时，
教师幽默地解读了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
的历史， 展示了其知识的渊博、 授课的
幽默。 授课过程中， 教师秉承 “三定两
查” 课堂教学改革的理念， 积极运用小
组合作方法， 针对问题困惑研读教材并
讨论解决， 以抽签、 抢答等方式提问学
生， 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北京师范大学楚江亭教授一行3人

来到宋基中学， 就学校开展 “三定两查”
课堂教学模式进行专题调研。 楚江亭教
授一行认真听取了多位教师的授课， 并
与教师、 学生进行了充分交流， 对 “三
定两查” 课堂教学模式给予了高度认可
和评价。

楚江亭教授表示， 宋基中学在推行
“三定两查” 课堂教学改革中， 创新了教
学模式， 激活了课堂气氛， 提高了教学
质量， 值得推广和交流。 从教学方式看，
符合 “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 训练
为主线” 的教育思想， 实现了从教的课
堂到学的课堂的转变， 大大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能力。 从教师角度来看， 教师成
为学生学习的伙伴和引领者， 结合生活
实际， 采取讨论 、 辩论 、 表演 、 评价 、
质疑等多种形式， 为学生营造了民主人
文的学习氛围 。 从学生学习表现来看 ，
学生的主体性 、 合作性得到充分发挥 ，
参与热情高涨， 精力集中， 思维活跃。

“‘三定两查’ 课堂教学改革， 打破
了沉闷的课堂教学模式， 对提高学生综
合素质和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进一步推进中， 教师们发现学生的潜
力是无穷的， 越放手， 课堂生成的惊喜
越多。 学生从自主、 合作、 探究中找回
了自信， 找到了乐趣， 过去枯燥无味的
课堂现在变成了学生学习的乐园。” 校长
刘宗胜表示， 今后， 学校将继续推进改
革、 支持改革， 为教学改革创造更加良
好的环境， 坚持以学生为中心， 培养学
生应用和创新意识， 促进课堂教学更加
务实、 有效。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宋基中学的
“三定两查” 课堂教学改革得到了上级部
门的大力赞扬， 受到了专家的肯定和指
导。 教育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办学品位
不断提升， 各兄弟学校纷纷前来参观学
习。 学校先后被评定为河南省示范性普
通高中、 河南省优秀民办学校、 河南省
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实验学校。

（元 成 祖玛伟）

凭课改打造名校 靠创新挺立豫南
———河南宋基信阳实验中学课堂教学改革纪实

在风光秀丽的南湾湖风景区， 年轻的宋基信阳实验中
学每年都会带给人们意外的惊喜： 办学十余年， 年年创新
高。 人们不禁疑惑： 在学校设备简陋、 教师队伍不稳、 生
源质量不高的背景下， 这所学校为何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
成绩？

“良好成绩的取得， 得益于近年来我校实施的‘三定
两查’ 课堂教学改革， ‘三定两查’ 激发了全校师生的课
改热情， 提高了课堂效率， 提升了教学质量。” 校长刘宗
胜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河南省夏邑县高级中学

博学厚德 崛起豫东
拓宽德育渠道 重视心理健康
夏邑高中始终把“立德树人”放在学校建设的

第一位。学校把开学第一个月定为学风教育月，进
行常规教育、规范教育、养成教育，培育学生高尚
的道德情操。学校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与
时俱进，不断丰富德育内容：（1）利用“班主任节”、
“父亲节”、“母亲节”，进行感恩教育；（2）围绕“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这一宗旨， 利用
“清明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南京大屠杀
纪念日”等重大节日或纪念日，开展德育主题系列
教育活动；（3）推行“德育导师制”，实施“全员德
育”，实现“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目
标；（4）创设“励志班”，激发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
道德素养；（5）发挥彭雪枫将军纪念馆等校外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的德育网络；（6） 创办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室，
开展心理健康讲座和咨询活动， 有针对性地解决

学生在学习、生活等方面存在的心理问题，使学
生身心都能得到健康发展。

夏邑高中诸措并举， 既丰富了校园文化，
陶冶了学生情操， 又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 自律意识和团结合作的精神， 从而促进了
良好学风校风的形成。

强化师资建设 提升教学质量
教学质量提高的根本在教师。 夏邑高中重视

师德师风建设， 严格教师队伍管理， 认真执行教
师量化考核细则， 落实责任考评机制。 同时， 学
校以 “青蓝工程”、 “名师工程” 等系列活动为
载体， 搭建教师快速成长的平台。 学校继续开展

评选四个 “十佳” （“十佳” 师德标兵、 “十佳”
教学标兵、 “十佳” 班主任、 十名优秀共产党
员） 活动， 强化师德师风， 增强责任意识， 提高
业务能力， 争创一流业绩。

在2014年全国统一高考中 ， 两名学生考入
清华大学， 一名学生考入北京大学， 一名学生
考入香港中文大学。 学校各批次上线率均居全

市同类学校前列。

完善自主管理 提升办学品位
2014-2015学年度， 夏邑高中继续深化年级

部管理责任制， 管理重心下移 ， 各年级成立了
自管会， 年级主任是第一责任人。 年级部将学
校的各项管理制度细化为年级自身的管理措施，
将各个时间段的管理情况和各项活动纳入考核
评比， 定期公示。 自主管理措施的实行， 促使
学校综合管理水平又上新台阶， 办学品位进一步
提升。

夏邑是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 政治家孔子
的祖籍， 文化底蕴丰厚， 源远流长。 夏邑高中更
是有着浓郁的人文气息、 馨悠的书香情怀。 团结
奋进、 聪颖智慧的夏邑高中人， 在千帆竞发、 百
舸争流的21世纪里大浪淘沙、 激流勇进， 用一个
又一个华美的乐章谱写着她的教育梦！

（蒋文记 黄大泉）

河南省夏邑县高级中学（简称夏邑高中） 创建于1960年， 由著名社会活
动家、 文学家、 历史学家郭沫若题写校名， 1980年被商丘地区教育部门评定
为地区级重点高中， 2000年被商丘市教育部门评定为市级示范性高中， 2005
年被河南省教育部门评定为河南省首批示范性高中。

“学生是兴校之源、 教师是立校之本、 制度是治校之基”， 夏邑高中遵
循现代教育的基本规律， 以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载体， 在政府部门
的正确领导下， 在李伟校长的带领下， 一路探索一路收获， 取得了办学史上
的极佳成绩， 缔造了豫东大地上的“教育神话”。 李李伟伟校校长长

德育为魂 夯实根基
“育人为本，德育为先”这八个字，

在集灵小学校长翟晓新的心中有着千
斤的重量。 “德为立校之根，师为立校
之本，生为立校之沃土。如果德育工作
没有抓好，育人也就无从谈起，教育也
就没有了根基。‘立德树人，树魂立根，
文化强校，追求卓越’。”这是集灵小学
领导班子和全体教职工的共识。 正因
为如此， 集灵小学不断创新， 勇于探
索，在德育针对性、实效性方面取得了
公认的显著成绩，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德育品牌。

集灵小学采取的做法是常规教育
和重点教育相结合。 学校努力加强德

育处、少先队、年级组、班级间的工作
协调和配合；密切联系班主任，发挥一
切德育职能人员的作用， 把课堂作为
德育工作的主阵地， 注意发挥各学科
教学的德育作用， 发挥学生干部的作
用。 深化德育的主题化、日常化、系列
化、规范化。

学校从小事抓起， 教育学生遵纪
守法，养成文明行为习惯，做到尊师爱
校，知法、懂法、守法，创造良好和谐的
校园文化环境。 加强学生行为习惯养
成教育，注重学生诚信品德培养。加强
落实养成教育、诚信教育举措。加强教
师职业道德建设，树立师德典范。树立
全员育人意识， 强化教师思想政治教
育和师德师风建设， 制定落实相关实

施方案、措施、制度。
集灵小学组织开展了丰富的德育实

践活动，如深入开展“七星少年”评比活
动，逐步培养学生自主教育、自主管理的
意识和能力；以“学会感恩、培养美德”等
教育为主要内容 ， 开展有关的读书征
文、观影征文、故事演讲、主题队会等系
列德育实践活动 ； 在社会还在讨论地
“老人跌倒该不该扶”的时候，学校大张
旗鼓地表彰扶起被出租车撞伤老人的
美德少年等等。 诸如此类活动的开展，
不断加强了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 营
造了良好的德育氛围。

校本研修 提升素养
如果把校本教研比作提高学校教育

教学水平的发动机， 那么， 教师的需要
就是教师主动进行校本教研的引擎。 因
此， 集灵小学积极从教师需要出发， 在
需要中进行研究， 在研究中满足教师的
需要 ， 不断为校本教研提供无穷的动
力。 “要让教师参与校本教研的积极性
保持下去， 最好的办法是有目的地发展
教师需要”。 校长翟晓新说。

近几年来 ， 集灵小学以 “立足校
本， 经营课堂、 发展教师、 提高能力”
为出发点， 多方位多角度开展了校本研
修工作。 一是成立了由校长担任组长的
校本研修领导小组， 下设校本教研室和
名师工作室两个研修机构。 同时制定了
《集灵小学校本研修实施方案》 《学时
学分管理制度》 《校本研修检查考核制

度》 等， 从制度层面确保了校本研修工
作的有效开展。 二是专家听课， 指导提
高。 为了帮助青年教师快速成长， 该校
采取了外引内联的方式， 邀请市县专家
到校听课， 实施面对面的指导。 三是岗
位练兵， 实干提高。 组织开展了全员年
赛教， 完全按省市赛教的规程开展， 重
在选拔和培优培养， 促进了全体教师教
学水平的提高。 四是课题引领， 研究提
高。 集灵小学现有2个国家课题， 5个省
级课题， 4个市级课题。 这些课题研究的
开展， 提高了教师们的校本研修水平。

以校本教研为支撑， 以德育工作为
重点， 集灵小学走过的是一条问题持续
解决、 注重成果积累、 不断生成提升的
持续生长之路。 （代 果）

以德润身 以研促教
———陕西汉中市城固县集灵小学特色办学掠影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集灵小学 （以
下简称“集灵小学”）， 是一所坐落于
“丝绸之路开拓者，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
张骞故里的完全小学。 1928年， 它在与
军阀横征暴敛的抗争中诞生了。

八十余载春秋， 这所由道观改办的
学校， 秉承创办者“集天地之灵气， 造
四方之福祉” 的意愿， 开拓进取， 培育
了一代又一代可造之才。 光阴八十余
载， 何其悠久！ 成功教育因何与之结
缘？ 它成功的奥秘究竟是什么？ 假如你
循着学校总结提出的“为学生一生健康
发展奠基” 的办学理念， 走进学校， 了
解一下学校师生， 或许你就不难找到这
些问题的答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