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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角

书里书外

课堂折射教育的痒与痛
■徐日君
在一线教师中，吴非是少有的对教育
始终保持独立思考的一个。面对种种教育
乱象与怪相， 他从自己的切身经验出发，
不吝发出响亮的声音，为教育鼓与呼。 正
是出于对教育常识的坚守与教育本源的
吁求，他的文字总能直抵心灵深处。
这一次，吴非将目光拉回课堂，他的
新书 《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中国人
民大学出版社），依然以不跪着教书的风
骨、以叩问前方的姿态，检视时下流行的
教学现象， 剖开了课堂上的教育生态与
教师的精神世界， 让人明白何为理想的
课堂，何为合格的教师，以及教育到底该
在学生心里留下什么。

教育的根基在课堂
对于课堂， 时下似乎有两种极端的
看法，一种是忽视课堂教学，认为教学不
过是小儿科。很多教育专家、校长乃至教
育媒体记者，多秉持一种“大教育观”。课
堂，在他们看来，是细枝末节，不必投入
太多的精力与气力。 另一种是重视课堂
的教与学，执著于教什么、怎么教，看重
的只是形而下的技法， 而很少考虑为何
而教，忽略了课堂的育人功能，使得各种
教学法、教学改革口号满天飞。
课堂，作为教育最重要、最日常的场，
是教育的根基。 课堂教学的方向对了，才
能真正实现教书育人。 从教30多年，吴非
一直坚守讲台，将课堂当作自己的一份责
任田。“我大概上了一万多节课，很少有自
己满意的；完美的课，我一节也没上过。这
并非是对自己的要求高，而是不可能”。他
以过来人的语气，告诫年轻教师，要警惕
课堂上的种种反教育行为。
好的课堂是心与心的交流， 是灵魂
之间的感染。把课堂当作思想的圣殿，教
育才变得更有意义。而这个美丽的圣殿，
是师生共同创造的。 对于外行校长或所
谓教育专家的点评，在吴非看来，大可不
必在意，课堂教学不是列队训练，根本不
可能走“整齐”。教学是一门学问，目前更
需要的是师生一起快乐地追寻新知，而
不是被课堂外的各种力量牵着走。
坚守课堂，观察课堂，在吴非看来，

07

读懂课堂——
—

“潘多拉之盒”的正确打开方式
■刘徽

所有的教育正途，正是如此。

课堂上的事情都不是小事
而今，在一些中小学，不按照课表上
课，课堂随意被某些活动占用，并不是新
鲜事。 这些问题看似学校管理者对课堂
重视不够，背后则是违背了教学规律。
“我们常以为，课堂45分钟，不必太
当真。 殊不知，课堂上的事都不是小事。
美好的、理想的、常态的教育，都是在课
堂上发生的。 ”吴非指出，好的课堂不只
是教学生知识， 还会潜移默化地传递一
种积极的价值观。 真正让学生铭记在心
的，其实是他个人的学习体验。 对此，教
师需要做的，首先是自尊自重，给学生做
榜样，而不是信口开河，更不是眼中只有
成绩而没有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这些看
似小事，实则关乎学生的未来。
在书中，吴非列举了一些课堂误区，
直言不讳。 例如，过多的听课、交流未必
有好处， 教师需要有独立阅读和思考的
时间；有的老师以“学生在我的课上一分
钟也不敢松懈”为荣；有的老师不重视培
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与动手能力； 有的老
师总提一些无用的问题， 浪费了宝贵的
时间； 有的老师喜欢用超过学生能力的
试卷“煞一煞学生的威风”，用“残酷的现
实”打击学生的学习热情。
这些观念和做法都是不对、 不可取
的。美好的课堂是适当简化课堂仪式，是
教会学生自主安排时间， 是让思想自由
飞翔。好的老师鼓励学生大胆抒发己见，
允许学生打个盹，让学生看看课外书，或
者偶尔离开教材，和学生讲讲人生。这些
看似与教材无关， 也许恰恰触碰了学生
内心深处的柔软， 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
爱与关怀、教育的温暖与价值，无形中影
响到学生对教师、教育的看法，塑造着他
们的精神世界。

期待更多教师坚守常识
“我常对同事说，我最怕的，是学生
在未来某个时候质问： 你们当时明明知
道那些是没有价值的、 落后的甚至是反
人道的内容，为什么还要拿来教我们，让
我们用宝贵的生命去学习错误的东西？”

“互联网+”

资料图片
书中的这句诘问不只是吴非问自己的，
所有老师都该自问。
诘问的背后是对教育价值的追问。
其实，与其说《课堂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是吴非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聚焦课堂，反
省当前课堂上发生的种种伪教育行为，
不如说是再一次重申： 教师要正确看待
教育职业，维护教育的纯洁与神圣。当教
师的心中有“不同的人”，其教育才可能
是正向的。如果教师价值观扭曲，“酸雨”
同样润物细无声。
吴非在书中反复强调教师要有积极
的教育观， 用得最多的是“价值” 二
字。“教师的眼界决定学生的境界。 学生
的文学和历史知识一片空白， 这又是谁
的责任呢？ ”“发生意外情况时， 特别是
在面对灾难、 苦难时， 教师如果仍然若
无其事地上课， 他的学生会不会认为他
是一台机器？” 吴非的这些质问， 直指
当前一些教师价值观的偏颇。

某种程度上， 教育就是一种价值引
领。 学生记住的， 常常是教师的言行。
课堂上， 鼓励学生独立思考， 课堂外，
引领学生学会做人， 也许这才是吴非心
中教师应有的样子。 好的老师就像一盏
灯， 照亮学生的精神世界。 而成为好教
师的途径， 就是坚守常识， 认真上好每
节课， “试着把自己变成学生， 用学生
的眼光揣摩自己的教学——
—不是一天，
是每天， 每天如此”。
没有轰轰烈烈的豪言， 如同课堂上
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以说， 《课堂
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点到了教育的痒处
与痛处， 阅读之后很有一种解气的感觉。
但是， 解气之余， 不由得令人产生深深
的忧思； 忧思过后， 开始检视自己的行
为， 从而再次重拾勇气， 去追寻教育的
理想。 也许， 这才是吴非寄望于这本书
的使命所在。
（作者系渤海大学教授）

哈佛大学的埃尔莫尔教授曾把
课程改革比作一块又大又厚 的 橡
皮， 橡皮可以随着我们的拉扯不断
变形， 但是如果没有突破一个临界
点就松手， 它就会在那一瞬间恢复
原样，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而课
堂就是那个临界点。 埃尔莫尔教授
的橡皮隐喻或许有些危言耸听， 因
为事实上， 一点一滴的改革都会留
下它的痕迹， 没有前期的积累， 课
堂变革也很难凭空实现。 但是橡皮
隐喻的确给我们以警示， 那就是，
课堂是一个关键点， 如果不改变课
堂， 就很难真正改变整个教育的面
貌。 而当前的中国课程改革的主题
词就落在了“课堂” 两字上， 如钟
启泉教授在 《读懂课堂》 引言中所
说： “如果说， 我 国 十 余 年 来 的
‘新课程改革’ 主要侧重于‘自上
而下’ 的顶层设计与思想发动， 那
么， 新的十年的‘新课程改革’ 将
会侧重于‘自下而上’ 的基层学校
的课堂创造。” 因此， 在今天， 读
懂课堂对每一个教育者来说都至关
重要。
应 试 教 育 文 化 下 是 “不 读 课
堂” 的， 课堂研究也是定型化的。
课堂被简化， 成为教师灌输既定知
识，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 因
此课堂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窄化
为课堂管理的问题， 教师只需要带
着书本和教鞭进课堂， 按部就班地
把知识压进学生的头脑就可以了。
“不读课堂” 把丰富多元的课堂脉
络给生生抽离了， 只剩下单维的认
知维度， 而且主要集中在记忆力的
培养上。
十几年的中国课程改革为我们
带来了理论的冲击和实践的探索，
这都为今天的读懂课堂创造 了 条
件。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 一些改
革盲目求新求异， 结果 是 徒 有 形
式， 没有领悟课堂的内涵。 在 《读
懂课堂》 一书中， 钟启泉教授不否
认技术有助于个性化教学、 扩大学
习语脉、 转变教师角色， 但是他尖
锐地指出， 如果它们成长在应试教
育的土壤中， 忽视儿童、 教材和教

学互动过程的研究， 结出的果实也
是酸涩的。 因此， “读懂课堂” 迫
在眉睫。
那么， 如何“读懂课堂”？ 教育
的对象是儿童， 要“读懂课堂” 首
先要“读懂儿童”， 这在逻辑上是显
而易见的。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们的课堂研究乃至教育研究， 儿
童研究是缺位的。 如果说“读懂儿
童” 是“读懂课堂” 的起点， 那么
在课堂上我们要把儿童引向哪里，
可以归结为“读懂学力” 的问题 。
“学力” 区别于学绩， 钟启泉教授形
象地构建了一棵“学力之树”， 如果
说知识和技能像树叶的话， 那么过
程与方法就是树干， 而情感、 态度
与价值观就是树根， 三者是一个统
一体， 就像飘落的树叶一定会枯黄，
与另外两维相剥离的知识与技能也
一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人们常常有
一种朴素的叠加式思考， 认为整体
是由一个个部分简单累积而成的，
殊不知部分之间不是“加” 的关系，
而是“乘” 或者更为复杂的关系 。
如果读懂了“儿童”， 读懂 了 “学
力”， 我们就明白“课堂” 是有着复
杂的生境的， 至少交织着佐藤学教
授说的三种活动， 即同对象世界的
对话实践、 师生之间的人际社会实
践和学习者同自身的对话实践，因此
课堂的核心是“对话”，在“他者性”和
“差异性” 碰撞出的漩涡中不断地探
索更新自我。 我们也要读懂“对话”，
当前课堂中的许多对话是“虚假的”、
“无效的”，看似热闹的课堂一问一答
中，实际都是教师在忠实地执行着预
定教案， 学生在揣摩教师的意图，齐
心协力地直奔主题。如果我们的课堂
不能为学生搭建出从已知到未知的
一个连续的思维探究过程，那么知识
点就是零碎的，无法吸收统合到学力
结构之中。
佐藤学把课堂比喻为“潘多拉之
盒”，打开它就有无尽的纷繁、迷茫、
矛盾涌出，但是最后还剩下希望。 改
变课堂， 首要的就是要读懂儿童、读
懂学力、读懂对话、读懂课堂，共同迎
接课堂转型的挑战。
《读懂课堂》 钟启泉 著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加出职业教育新模式

—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探索
——
“互联网+”背景下的教学改革

“
互联网+” 专业建设
2015年11月11日，江苏信息职业技
术学院商学院师生与校企合作企业海澜
之家联合组建苏信海澜天猫电商团队，
实现1.1亿元的销售奇迹。学院与海澜
之家以电商物流、服装设计等专业为试
点，校企联合申报了教育部门现代学徒
制试点项目，双方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校企合作团队以
“海澜双11活动”为项目抓手，通过校
企合作共建校内电商运营实训中心、校
企合作开发培训教材、校企联合开展专
业技能教学活动，探索实践创新“岗位
主导、校企共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谋
求专业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学
院围绕“互联网+”产业发展要求改造
传统专业，突出信息特色。学院始终坚
持校企互动发展，与企业共同实施“专
业改造提升计划”以及探索实施招生即
招工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让企业深
度参与专业建设。学院根据江苏省特别
是无锡市地方特色和产业优势，抢抓
“一带一路”机遇，对接微电子产业集
群、传感网产业集群、新能源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集群等区域重点产业发展集
群，以专业群为单位统筹专业的基本建
设和内涵建设。
“十二五”期间，学院制定了 《专
业 （群） 建设负责人管理办法》 《专业
建设实施方案》 等文件，构建专业围绕
产业动态调整机制，用信息化改造传统
专业，建设交叉融合专业，试点新专
业。围绕信息化发展，开设工业机器人
技术、计算机网络与安全管理、移动互
联技术等新专业6个，围绕智能化生产
与服务，改造模具设计与制造、汽车检
测与维修、物流管理、电子商务等传统
专业7个。顺利完成了微电子技术专业
群、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群、电气自动
化技术专业群、物联网技术专业群4个

信息化是世界发展的潮流， 对职业教
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 信息化建设在改
革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职业教育
教学改革、 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等方面
发挥重要作用。 2015年11月12日、 13日，
由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承办的中国教育
技术协会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委员会2015年
年会在学院隆重举行。 本次会议以“创新、
应用、 共享、 安全” 为主题， 倡导教育技
术工作者开拓思路、 改革创新， 积极推动
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 加强优质教学
资源开发与应用， 以信息化推动教学改革，
积极打造出高水平的“
网络新教育”。

省级重点专业群建设；微电子技术专
业、物联网技术专业获得江苏省品牌专
业一期建设工程立项，获得立项资助
1200万元。
“
互联网+”课程建设

日前，学院举行服装设计专业婚纱
秀。婚纱展示的是2013级服装设计班55
位同学自己设计制作的婚纱作品。这是
该专业积极进行课程改革的探索，部分
学生展示的作品还进行了网上售卖，在
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学生
的动手能力，不断推动专业的课程改革
和专业建设。
在“互联网+”背景下，逐步实施
底层共享、中层分立、高层互选的课程
体系。加强行业企业调研，校企共同构
建项目化课程体系和实施体系，以岗位
需求为依据，以职业能力为目标，以企
业大型项目为主线，将职业素质、职业
道德、职业规范贯穿始终，参照职业资

“
互联网+”师资队伍建设

学院学生获中国机器人大赛暨
学院与华润微电子有限公司
共建集成电路设计实验室

RoboCup 公开赛四个一等奖

格标准，校企共同研究开发大型教学项 字化资源工作室，深度合作丰富数字
目。以学生为主体，充分考虑学生的个 化资源内容，实现校企深度合作下数
性发展和未来职业规划，优化教学团 字化课程资源双向建构。
队、教学组织、教学场所、教学评价，
打破传统课程体系。
在“智慧校园”总构架下，探索新 “互联网+”实验实训体系构建
路子，规划并实施建设教学信息化平台
2015年7月2日，保时捷 （中国） 品
及教学资源库。各专业方向通过建设
新形态一体化教材和微课建设逐步累 质实习生项目2015阶段总结会在该院召
积碎片化资源。引入网络通识课程平 开。今年全国共8所院校获得了承办基
台，开展公共课程、部分选修课程的 地集训的资格，江苏省仅该院一所。学
网络化教学改革试点，并以此为参照 院自2015年初与保时捷 （中国） 汽车销
建设校内通识课资源。继续推进专业 售有限公司正式签订了品质实习生项目
课情景式、仿真式、项目式、探究式、 合作协议以来，在教师遴选和认证、学
生产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改革，建 生选拔和特训考核、基地建设等方面均
设具有企业元素的专业核心课程。学 取得了出色的成绩。随着项目的不断推
院完善学生自主学习平台，推进分层 进，高端服务理念的渗透，该院汽车专
教学分类培养。系统设计集教学资源、 业在师资培养、内涵建设、品牌打造等
教学展示、教学交互、教学管理于一 方面获得了更大的提升。
学院紧跟“互联网+”时代发展的
体的信息化平台。与企业、行业协会
紧密合作，校企共建数字化课程资源 步伐，以校企共建为基本原则，结合
开发项目团队，共同制定数字化课程 智慧校园建设，统一数据标准，在专
资源的项目建设标准，共建与共用数 业综合实验实训教学资源完备的基础

上加速各专业综合实验实训室的互通
与融合，为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搭建
良好平台。按照“互联网+”背景下的
综合实验实训体系构建要求，优化资
源配置，加大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建设
力度，充分发挥职教集团和合作办学
理事会作用，加大投入，引企入校，
创新机制，谋划经营管理，切实加强
实训基地建设。
2015年，学院立项建设校内实验实
训室建设论证项目 29 项。着眼长远，
统一规划，先后引入南通科技、尤孚
泵业、南京能瑞、海鸿精工、无锡微
研、无锡无线龙等行业知名企业共建
学院实验实训室。并规划建设模具设
计与装调实验中心 （无锡市模具行业
协会、无锡微研模具有限公司）、汽车
维修综合实训中心 （保时捷、沃尔沃、
南京能瑞）、智能制造实训中心 （江苏
欧克、尤孚泵业、威孚高科）、德国数
控凯勒软件实验室 （IHK认证）、以设
备维护及维修为特色的微电子技术综
合实训基地。

2013年3月，
学院引进来自华润矽科微
电子有限公司的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居水
荣作为微电子技术专业集成电路设计专业
带头人，居水荣以企业项目为载体，组织成
立集成电路设计工作室。工作室是“集成电
路版图设计创新实验班”，集聚校企双方的
优质资源，请来企业专家参与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结合市场需求调整课程内容，并用
企业真实的项目进行教学。
在“互联网 + ”背景下，学院实施
了名师培育计划、教授副教授培育计划、
技能大师培育计划、中青年教师能力提
升工程。以教科研创新团队建设为基石，
以国家教学名师、全国优秀教师、省教
学名师、学院教学名师为表率，以微课、
慕课、精品课程资源、在线课堂为载体，
以信息化教学改革为手段，将“互联
网＋”融入了课堂信息化教学及课程建
设中。通过专题讲座、典型报告、教学
观摩、竞赛评比等形式加强培训，提高
广大教师的信息化教学能力。同时，优
化考核激励制度，将考核结果与年终目
标绩效奖励、职称晋升、岗位聘任、评
奖评优等直接挂钩，提高教师信息化能
力提升与信息化教学改革的积极性。
2014 年，学院教师徐振邦、刘锡
锋、孙萍团队创作的教学设计作品 《氧
化工艺流程与设备操作》，在全国职业
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高职组信息化教学
设计比赛中荣获全国一等奖。
在“互联网 + ”背景下，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给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带来了
革命性的变革。江苏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抢抓机遇，合理
地设计人才培养的模式与路径，开发和
应用适用的教学内容与资源，构建教学
运行的良好技术环境，评价教学的绩效
及认证学习的成果，积极推进学院内涵
（王丽英）
建设更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