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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展台

寻觅教师成长的引航力量

“各工作室要珍惜高新教育当前改革

发展的良好态势，抓住机遇，乘势发

展。”2012年11月，冬日的暖阳洒落蓉
城，成都高新区名师工作室应运而生，

高新区社会事业部门相关领导在名师工

作室成立大会上，对名师工作室导师和

成员寄予厚望。

经自主申报、区上考核，高新区建

立了首批18个名师工作室，教育处与工
作室、导师与成员签订协议，明确目标

与任务、机制与规范、路径与载体、考

评与奖励。

近年来，新课程改革的纵深推进和

深水突围，对中小学教师提出了新的挑

战。然而现实的教师发展模式，很难适

应多元化、高诉求的教师发展需求，教

师专业发展在力量生成、路径开拓和空

间拓展上，存在阻遏前行的磕磕碰碰。

“近年来，全区每年引进几百名青

年教师，名优教师分布不均，全面深化

课程改革，尤其需要发挥名优教师的引

领、示范、辐射作用；全区30多个名优
教师，也亟待突破发展的瓶颈。”高新

区教研室副主任李建萍说。

哪里寻找能够催化教学引领、难点

攻关的引航力量？当时一种教师发展的

创新形式———名师工作室已在国内教育

发达地区悄然而生。高新区紧跟前沿，

在成都率先启动名师工作室，以充分发

挥名优教师的示范、引领、辐射作用，

培养具有共同理想和发展诉求的优秀教

师群体。

基于清晰的现状把握和走向研判，

高新区如是认定名师工作室的功能：名

师展示的舞台、骨干培养的基地、教学

示范的窗口、科研兴教的引擎、教育改

革的论坛。并据此确立了工作室目标与

任务：建立优秀教师脱颖而出的培养机

制，营造讲学重研、合作交流、奋发向

上的学术氛围，培育骨干教师聚集地和

名师名家孵化地，形成名特优教师美誉

度高、青年骨干教师发展快、全体教师

业务提升明显的良好态势。

高新区相应规定了导师职责与任

务，包括培训培养优秀教师、开展教育

教学研究、推广教育教学成果等；要求

成员制定个人发展规划，躬行教育教学

实践研究，努力成为学科教学示范者。

并从政策、经费、环境等方面，精心培

育护航名师工作室探索前行的支撑力

量。

刷新集群创生的专业风景

共探课改热点、破解难点与困惑，

开启教学示范之旅。2014年10月下旬，
高新区派出沈燕、唐云杰、魏达勇等五

个名师工作室，与宜宾市南溪一中教师

展开同课异构研讨活动。四川省教科所

高中室主任董洪丹亲临指导，高新区名

师工作室负责人、省特级教师罗晓华作

培育学生语文素养的专题讲座，欧阳晶

晶、饶玺等老师承担示范课，受到专家

高度评价：无论教师素质，还是教学设

计、教学实施、教学手段、课堂组织

等，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014年11月5日，满布蓉城的大雾，
并未阻止老师们读书交流的热情。上午

不到8点，高新区名师工作室成员齐聚
成都师范银都小学，参加“共读一本

书———《爱弥儿》”汇报交流活动。范永

杰工作室的谭秀峰老师感悟尤深：《爱

弥儿》 提出的教育意义、目的之一是

培育人，让学生学会做人，做一个大

写的人；另一个意义是让学生成为一

个幸福的人，这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启

发：注重青少年道德情操陶冶，积极

引导学生深入自然去体验……此前区

上发文要求每个成员都读 《爱弥儿》，

各工作室展开读书沙龙，再组队参加

全区交流：阐述《爱弥儿》 主要观点、

交流感悟，回答专家提问，工作室成

员互动交流， 108名成员尽展才情。
“作为实实在在的研究性学习，读书交

流活动让我们对原著的理解更深了，

对全区教师阅读发挥了引领作用。”参

加活动的陈燕老师说。

2014年6月4日，大雨滂沱，陈曦工
作室“三主”创新型课堂研讨会，在高

新区西芯小学隆重举行：陈倩文、黄玉

军老师首先呈现精彩课例，诠释“学为

主体、疑为主线、动为主轴”的“三

主”创新型课堂内涵。黄玉军执教的小

学二年级课例《看瓜》，从探究质疑到

自主识字，从整体感知到疑思导学，从

想象拓展到升华情感，学生在愉悦动感

的学习氛围中激发了学习的热情和潜

能。陈敏、陈瑶、薛德红相继做“阵痛

中磨炼，突破中成长”“实践中思考，

感悟中成长”“创新历练芬芳来”的专

题交流，展现了成长足迹和心路历程，

全体教师享受了一次精神洗礼。

围绕教育教学和教师成长的真实问

题，各工作室或立项研究，或联动教

研，或送教交流，或高端研讨，留下了

集群研修、创生智慧、共享成长的生动

足迹。

聚焦教学改革的核心主题

集群攻关教学改革热难点，成为

高新区名师工作室探索的一个重要特

点。

骨干教师专业成长的主要途径和

方法，在于个性化成长。左强工作室

根据兼具不同学校背景和优势潜能的

骨干教师个性需求，展开基于问题的

思想、情感、技术的集成研修，通过

“异质集成，发展目标取向个性化”

“深耕课堂，探索教研培一体化发展路

径”“实施基于团队研修的个性化发

展策略”，形成活力充沛、内蕴丰盈的

高品质研修场。伴随持续生成的教研

成果及其实践浸润，左强工作室引动

了教师个性化成长，产生了区域辐射

效应。

推进不同学段和个性特长的骨干教

师融合创生，陈冠夫工作室按教师价值

追求、发展障碍和奋斗方向，结合美术

学科特点打造学科特色，提质教师专业

素养：分层培训，让不同水平教师都能

找到专业提升的空间和高度；每年展开

写生、研讨、展示、成果合成的实践活

动；针对大部分教师“会教不会研究”

的状况，展开《分享理念下的教学策略

研究》 《美术课题学校特色、教师特

长、学生艺术素质的互动式培养》等课

题研究，老师们在实践研究中凝练思

想、探索教改新路，放飞了教学创美

力。

针对小学语文忽视儿童文学素养培

养、制约教学活力的症结，顺应儿童的

学习天性，丰厚学生语文生命成长的土

壤和营养，谢治国工作室聚焦小学语文

儿童文学教学改革，“因师扬长，多路

并进”“课题引领，系统推进”“拓展

路径，体验悦读”“交流共振，高位创

生”多路推进，为语文教学插上了创造

力生长的翅膀，走在了全国小学儿童文

学教学改革前沿。

放大集群行走的支撑力量

2015年12月3日，高新区名师工作
室成果交流会如期举行：各工作室以微

视频汇报发展思想、行走路径和探索成

果，专家团队学术点评；高新区教研室

主任唐方剑激情难抑：“三年来，各工

作室以先进理念引领，在教学引领、名

师培养、自我超越中，形成了价值导向

和学术追求、思想集成和行为破题，树

起了一面旗帜，赢得了全区教师的支持

与尊重……”

在西部教育研究院的大力支持下，

集学术研讨、成果交流、专业考评于一

体，名师工作室成果交流会生发了激情

共振、智慧交流、成果传播的教师成长

效应。

加强规范管理，激发创生力量。高

新区制定了 《名师工作室管理办法》，

提出了工作室性质与宗旨、目标与职

责、组织管理与考评要求。区教研室研

制了 《名师工作室建设和管理实施细

则》 《名师工作室导师、成员考核标

准》，每年对工作室过程性考评，评选

优秀工作室和优秀成员，三年届满进行

终结性考评。区上加大政策支持和经费

保障力度，为工作室提供了强劲的支持

力量和宽松的发展环境。

开启教师成长的核心密码

廖娟老师感喟有加：教书十几年，

无尽的职业倦怠像瘟疫一样裹着我，让

我丧失了激情和理想，好在我有幸加入

陈曦工作室，告别了行将枯萎的人生。

2013年6月执教展示课例，三轮磨课，我
挫败重重。“上一次公开课，就像一次

凤凰涅槃，我相信你一定能行。”陈曦校

长的话犹如一剂强心针，让我失落的心

不再犹豫害怕。工作室的历练让我明白

了：只有唤起生命的自我觉醒和内生动

力，才能真正走向发展。

普遍培养与重点催化相结合，自我

觉醒与外在呼唤相结合，高端引领与自

主创新相结合，以每学期读一部专业著

作、执教一次公开课、做一次专题交流、

参加一次培训活动、参与一项课题研究

等规定动作，奠定工作室成员专业素养

的基石；以培训拓展、潜力开发、个性

激扬等举措，催生教师个性化成长。犹

如找到了一种“神”的力量，从顶层设

计、路径寻求到各种创新性活动，名师

工作室唤起了教师成长的自我觉醒与行

为自觉，锻造了教师集群成长的引航力

量。

三年来，高新区名师工作室涌现出

区级以上学科带头人30人，市级学科带
头人和省市级特级教师4人，走上副校长
以上领导岗位6人。

“我们期望通过名师工作室的运行

破译名师成长密码，推动更多名师更快

成长。三年来名师工作室成绩斐然……

应进一步创新发展机制，让每位成员始

终保持高度的自立性、自为性、自主性、

能动性，成为有文化、有思想和发展自

觉的引路人，带动、提升整个教师队伍

的自我发展力。”相关负责人说。

（张泽科）

催化集群创生的引航力量
———成都高新区名师工作室个性素描

“树立一位名师， 带动一个学科， 带出一个团队， 产生一批成果。” 三年前，
当这一沉甸甸的名师工作室数字愿景， 首次投放成都高新区热度不减的创新土
壤时， 不乏怀疑的眼睛。 三年来， 名师工作室的天然优势与高新教育特质融合
创生， 区域教师集群成长的动人景象， 正在变成鲜活的现实。

发掘景象背后的精神图腾、 行动路线、 创新启迪， 对于区域教师自我变
革、 优质精进的活力释放， 不啻具有方向和策略性意义。

语文， 作为中华母语文化的承载者， 她是中
国人的生命之根和发展之源。 自古及今， 对于个
人， 良好的母语教育可以健全其人性、 成熟其心
智、 使其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 对
于国家， 优秀的母语教育可以文明其国风、 和谐
其家风， 使民众向善求美、 国家蓬勃发展。

现在诸多有责任且具有前瞻性的老师已经在
进行着语文教学改革。 近年来， 陈琴、 韩兴娥、
罗义蘋、 郝少林、 蔡兴蓉等一批国内语文名师联
手合作， “经典海读” 整体母语教育改革品牌于
焉诞生。 这一以 “语文学习力+海量素读经典+
真情作文” 为主构架， 以整体语文素养的培育提
升为目标的全息语文课程， 借助线上平台———深
圳智乐园和线下机构———“成都海读圈” 的强大
辐射力， 将彻底为旧有的语文教育换血。

“经典海读” 是有识之士共同的
追求

读书贵在读古今中外之经典；读经典贵在

素读；海量素读而后能悟；悟而后能化；化识

成智；智达德建，此乃经典海读之本也。

“经典海读”的整套课程操作体系，集中

了当今教育界极具教育情怀和智慧的名家大

士，他们用毕生的心血上下求索，毫无保留地

贡献给同仁。全国各地几万名教师在一线的教

学实践证明，“经典海读”不仅有效地解决了

国家教材的学习，而且在不增加课时量和师生

负担的基础上，让学生海量素读经典，在13岁
以前的黄金记忆时期里聚沙成塔，集腋成裘，

然后在生活中不断“反刍”，通过“举百反一”

的方式，“润物细无声”地对学生进行“全人

格”的教育，学生身上“才思敏捷、性格阳

光、温良敦厚、孝亲爱国”的特质十分明显。

多种教学方法使学习事半功倍
“经典海读”课程项目是综合运用心理

学、生理学、教育学、语言学和脑科学等学科

的有关原理，借鉴国内传统的识字教学法、优

秀读书法和国外流行的快速记忆、快速阅读

法，结合我国学生的语文学习实际设计的一套

全新的语文素养提升体系。

“经典海读”是新语文学习的法宝。它整

合了语文界“海量阅读”和“经典素读”两大

教育品牌的精华，使学生们海量吸收中华母语

的精粹，以诵、忆、悟、行四项标准相结合的

完整教学方法，把上百万有生命的经典文本纳

入自己的知识宝库。有了高效的学习力和海量

的精良母语储备，再辅之以习作表达及古诗词

创作训练，使学生们可以出口成章、下笔成

文，练就良好的表达沟通力，形成优秀的语文

素养。

目前，“经典海读”课程已在广州、湖

南、成都等地成功开办多次研讨会，还不定期

组织“名师课堂探秘”活动，开放陈琴、韩兴

娥等名师的课堂，跟课研修，落地实践。更有

1300多所学校将“经典海读”项目整体引入，
教学成效显著。深圳智乐园家校互联平台上的

系列精品课程，保证了师生们足不出户的学

习，大家热切期盼的陈琴等一大批名师的精品

在线课程，将于2016年1月正式上线。

强大的教育专家团队提供研修支持
夏、冬二季假期，“经典海读”组委会还

将举办种子教师和学生的训练营，采用跟岗研

修的方式，使师生双获短训丰收。2016年1月
27日起，为期8天的成长营暨经典海读年会，将
在“世界长寿之乡”海南万宁市举办。与会者不

仅可以系统地学习“经典海读”的系列课程模

式，还可深入陈琴、韩兴娥、罗义■、郝少林、陈

静等多位名师的课堂展示，更有机会聆听全国

教育专家陶继新、杨东教授、课程专家罗良建、

贺慧、冯力等名家的指引，更新理念，取法乎上。

“经典海读”之光已照亮语文课堂，正深

刻影响并改变着语文教育的现有生态，“经典

海读”，是一场语文的变革，更是语文教学撬

动教育革命的新途径。我们深信，千帆过尽，

烈火炼真，在您无数次为母语教学低头寻觅、

举头唏嘘之后，您与“经典海读”的相遇一定

会展颜欢庆。

打造“经典海读”
———深圳智乐园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结合的母语整体课程

喜欢旅游，且喜欢游而记之。

于是，便有了这本 《行旅有道》。

每到一地，有见有感，便当日写成

文字。没有雕琢，任思绪飘转，随

即形成烙印着“陶氏”风格的游记

散文。无意将其出版，只是不写不

足以安抚那份荡漾在心中的感悟而

已。只到前一段一时间，一位朋友

对我说：“你出了这么多教育方面

的书，可我最喜欢看的还是你的游

记散文，为什么不出版呢？”我开

始一愣，旋即对他表示了由衷的感

谢。

开始整理十多年来的游记，

有些读来依如眼前，而有些感悟

性的文字，似乎还很有味道。也

许只有那一时刻那一地点的物象，

才触动了我的灵魂，让我留下了

这么多的情思交融的文字。即使

全然写景的游记，也多有我的快

乐之情在其间游弋，真的是“一

切景语皆情语”也。即使今天再

次故地重游，也未必能写出先前

的物象与意境。看来，这本游记，

已经成了我生命之中的一份永远

的铭记，甚至有可能给读者送去

一份欣喜。

我的网站上，有一个“行旅

有道”栏目，发表了我的部分游

记，今天打开一看，篇篇点击率

竟有数千之多。这增强了我出版

的自信指数，也相信出版之后会

让更多的读者喜欢。

不过，这些游记，除了2012年
的日韩之行所记之外，更多是前些

年特别是十多年前的作品。喜欢舞

文弄墨的我，但凡出游，便在宾馆

里、飞机上、火车上、轮船上等可以

动笔写作的地方，记下了这一篇又

一篇的游记散文。写作的时候，有时

也会有喧嚣声，可是，当刚刚旅游的

物象与感想进入我的脑海里时，就

有了属于我的那份特有的宁静，作

品也就快速且轻松地“出生”了。

尽管自然“出生”，可却是经

由我的手，特别是我的心才有了这

一个又一个的“婴儿”，所以，它

们身上，也就流淌着我的情感，承

载着我的思想，也就有了文化的符

号。所以，才有了“行旅有道”这

个书名。

正是因为自然，所以，有些地

方也就不可避免地多了一些粗砺。

但是，我没有进行精雕细刻，那

样也许文字会美一些，可是，那会

破坏整本书的风格。同时，我特别

喜欢老子的“道法自然”，有粗砺，

也是陶继新的，就让读者在我的作

品中，感受某些缺憾，多看看我的

缺失吧。特别是作为中国青少年代

表团中的一员访问朝鲜时所写下的

三篇作品，只是文字记录而已，有

点滥竽充数之嫌。可是，那段经历

却是挥之不去的，留作生命的记忆，

也就收入书中了。

这些年很少再写游记，不是不喜

欢，而是没有了时间。一般人退休之

后会有更多休闲的时间，可我恰恰相

反。从2008年退休之后，反而愈发忙
碌起来，每个月至少出差半个多月，

采访、讲课、开会等，而且邀请的越

来越多，以至到了回绝也越发多了起

来。回到济南，则是永远写不完的文

章，而且永远都是文债高筑。没有闲

暇时间去旅游，即使到了一个从未去

过的旅游胜地，也很难抽出时间去一

览它的美景。尽管设想以后再外出

的时候，忙里偷闲地旅游一番，我

想，这只是一个设想而已，因为以

后的工作非但不会减少，反而会越

来越多。

看来，这有可能是我一生唯一的

一本游记散文。正是因为如此，我才

更珍惜它。因为在我近40本著作之
中，它成了一个“另类”，也成了我

的一个“宠儿”。

所以，此书的出版，对于我而

言，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欣慰感；同

时，也特别希望能够得到有缘的读者

的喜欢。

《行旅有道》序

（陶继新
著 ， 《 行 旅 有
道》， 语文出版
社，2015年10月
第1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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