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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战校长是教育部首批国家级
名校长领航工程华南师范大学基地的
学员。令人钦佩的是，他是首批名校
长领航工程64名学员中唯一一位来
自乡镇农村学校的校长。他在湖南省
永州冷水滩马坪学校默默做了10年
的课堂教学改革。十年如一日的坚
持，他不仅让学校在课改中受益良
多，也推动了当地基础教育的发展。

一直以来，周大战校长都在以行
动践行“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他

为人朴实低调，虽课改取得了非常突
出的成效，却从未大肆宣传。桃李不
言，下自成蹊。近年来，马坪学校的
课改成果吸引了不少前来参观学习的
同行。颇为可贵的是，马坪学校地处
农村，学校发展虽需要资金，但却绝
不向同行收取“门票钱”，而是本着

“共享教育思想财富”的理念与同行
交流。课改后，周边城区里的孩子也
都被吸引到了马坪学校读书。究其原
因，这与周大战校长的课改核心理念

有关。他的改革，让孩子们的思维得到
了解放，打破了中国学生最典型的“学
习障碍”——没有问题、不善反思、不善
质疑。于是，他将马坪学校的课改核心
定位为“提问式教学”——所有教学的起
点都是“学生提问”。周大战认为，唯有
教学生提问题才是以学生为本，若教的
都是老师为学生准备的问题，给学生再
多的时间也是以师为本。这是我所见过
的对“以生为本”最精彩的阐释。

对于一所农村学校的校长而言，能

让自身学校焕发蓬勃生机已实属不易，
但周大战校长却不忘将自己总结出的办
学实践经验与教育同行共享。有人说，
周大战校长的教学智慧是在农村土地上
闪耀的红宝石，熠熠生辉。华南师范大
学基地与之共同探讨智慧教育的“核心
基础、思维课堂”，则是致力于为基础教
育引入一汪活水，汲取更多来自乡村学
校的办学智慧！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画龙点睛：在行动中诠释生本教育智慧
王红

10 年的时间，对于一名农村学校
校长来说，可以干不少事情：改善学
校基础设施、兴建学生活动场地、配
置教室教学设备等。但在湖南省长沙
市高新区东方红小学校长周大战看
来，他在冷水滩区马坪学校的 10 年，
就只干了一件事——推动学校课堂教
学改革。周大战认为，唯有把课改这
件事情落到实处，才能改变农村学校
教育低质的现状，而这也将会成为农
村基础教育发力的支点。

改变课堂：
在试错中找到改革路径

马坪学校地处城郊，除了两栋简
陋的教学楼之外，还有不完备的教学
设施、专业不对口的教师、无心学习
的留守儿童、“填鸭式”的课堂教学
⋯⋯好学生留不住，好教师想进城，
当地老百姓曾戏称马坪学校为“马跑”
学校。面对留下来的厌学学生，周大战
陷入沉思：每一个孩子都有求知的欲
望、好学的天性，而我们的传统教育却
把人的这种天性逐渐磨灭了。能不能
找到一种方法让学生上课不睡觉？能
不能找到一种方法让学生在课内和课
外一样生龙活虎？能不能找到一种方
法让学生像喜欢网络游戏一样的喜欢
上课⋯⋯追本溯源，学生厌学的原因是

“满堂灌”的教学方法，它让学生好学的
热情变冷变淡。学校教育应该为孩子
们做点什么呢？改变课堂！只有一节
节课改变了，教育才会改变，孩子们才
能得到改变。

周大战的课改尝试是从失败开始
的。2006 年下学期，学校选择小学一
年级进行改革试点。周大战认为传统
课堂班额较大，一个教师管理不过
来，他主张两个教师同时进课堂。在
第一节课改研究课上，本想形成学生
行为自然、思想自由的课堂氛围，却
导致课堂上出现了学生们又喊又叫的
状况。结果，第一堂课的教学任务、
教学目标均没有达到。评课时，教师
不约而同地保持沉默，静静等待校长
的态度。周大战毫不犹豫地说：“课如
何上，可以讨论，但课改是要进行
的，这个不需要讨论。”不足两个月，
两个教师进课堂的方式遭遇严峻挑战
——若不约束学生行为，课堂就乱
了；若约束学生行为，则学生端坐整
齐，不出声、不提问，又回归到传统
课堂。另外，两个老师同时上一堂
课，思想不一致，在教师总数一定的
情况下，工作量成倍增加了。

由于受传统教学惯性影响，很多老
师和家长对新的课堂教学方式不理
解。教师心生疑惑道：“我们这么苦口
婆心地讲，学生还学不好呢！何况现在
还允许学生在课堂走动，闹哄哄的。”一
些家长更不理解：“咱们送孩子来上学，
你们老师现在想办法自己不教了，倒让
孩子自己学？”

另一方面的阻力，来自课堂教学改
革本身。尽管课改在实验班取得了一
定的成功，但是由于时间不长，学生的
学习效果还不是很明显。此外，小组
合作的方法还比较单调，教学环节还
不清晰，教师感觉很难把握。同时，
参与改革的一些教师也有怨言：以前
备一节课只需要1小时，现在却要3小
时，太累太辛苦！曾有一位领导到马
坪学校视察，走了一圈之后对周大战
说：“照你们这样，上课时间学校没有
一个班是安静的，都在吵吵闹闹，你这
校长是怎么当的呀？”

面对领导的疑惑、教师的微词和家
长的不解，周大战并未动摇课改的决
心。他对失败进行了反思，他认为试点
也有成功之处：一是堂课中有两个教
师，对学生的引导明显提高；二是学生
行为自然、思想自由时，学生的提问、答
问无拘无束，气氛活跃，思维敏捷。

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调整

课改策略，从做通教师的思想工作开
始，改革激励评价机制，加强校本教研
培训，反复阐述课改理念和具体做法，
对每个教师的教案进行精心指导，教师
则在不断摸索中获得了专业成长。为了
把一堂课中有两名教师这一优点保留下
来，周大战想到了遴选学生做“小老
师”的办法。一个班分几个小组，每个
小组选“小老师”。这些“小老师”，成
了教师的得力助手。课堂教学由起初的
两名教师管理演变为“一名教师和六个
小老师”的共同管理。

周大战制订出学校教学改革的实验
方案，确立学校教学改革的目标、内
容、步骤、途径和方法。他深入到教师
和学生中去，从多个视角去发现差异，
寻找课改中的问题。教师对待课改的态
度也发生了变化：从怀疑、排斥到将信
将疑、被动接受，到深信不疑、主动参
与。在这个过程中，还发生了不少小插
曲。有一次，初中英语教师冯淑英午餐
时间拿着碗筷走进食堂，转了一圈就出
来了，同事们问她为什么不吃饭，她说
已经吃过了，原来她满脑子都在想课
改，却将吃饭的事忘记了。

深入探索：
课堂因学生提问而沸腾

2008 年 3 月的一天，周大战在小学
五年级听钟华林老师的数学课。在教师
点评时，一名学生叫嚷着说自己会出题，
钟老师便让他到小黑板上板书，一大批学
生兴趣盎然，自发地围了过去。这一小插
曲激发了周大战的灵感：既然学生对自己
的编的题感兴趣，那么上课就让学生编
题，教师通过讲授学生编的题来完成教学
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理科的编题教学探
索出的操作方式是：学生先编造自己的数
学题，小老师在组内组织讨论，然后在小
黑板上公示；教师整合小黑板上的问题，
通过解决学生编造的数学题来完成教学
目标。这一改变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主动
性，课堂效果显著提高。

课改在探索中发展。教室里，讲台
不见了，黑板由一块变为几块，学生自
由组成学习小组，在自由活动中快乐学
习；在课堂上，教师只做课堂的引导者
和启发者。翻开教师集体讨论确定的教
案，上面没有具体哪一个问题的解说，
只有每堂课的明晰教学目标和具体导学
的流程。每一堂课都会经过这样准备过
程：教师预先由学科教研组集体备课，
准备如何应对和解答学生提问的问题，
准备如何引导学生激起探究提问的火
花，准备如何既要生动活泼又要完成教
学目标。在这样精心准备的课堂上，学
生以提问为乐，以提出不同的见解而自

豪，合作探究、交流互动，兴趣高涨。
课堂也因学生提问题和编题而精彩纷
呈。教师上课再不是传统课堂上的“独
唱”，教室里也看不到学生昏昏欲睡的场
景。所看到和听到的是教师引导、激
励、肯定的话语和学生们在小组中积极
活跃的身影。

“教学模式的改变不仅给学生更多的
话语权和交流、合作的机会，更培养了
学生的个性和人格。”周大战如是说。这
种乐学、高效、沸腾的课堂，充满个性化学
习的气息，焕发勃勃生机，学生在学习生
活中享受快乐，享受成长。许多城区学校
学生宁愿搭乘公交车到马坪学校来上学，
甚至连离该校约半小时车程的东安县芦
洪市镇一些学生也纷纷来校就读。

周大战说，马坪学校教育出来的学生
自主学习的积极性高，他们遇到问题会主
动查资料，相互交流与探讨，创新意识很
强。“传统教育重视解决问题，而我们的教
育强调提出问题，这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问题是学生提出的，他就会有兴趣去主动
想问题。”推行课改以来，马坪学校学生的
学业成绩不降反升，2013 年小学部六年
级毕业测试成绩位列全市公办学校第三
名，仅次于梅湾小学和滨江小学这两所拥
有优质生源的城区学校。由于课改的成
功，学校学生人数从 300 人增加到了 700
多人，班级数也增加了一倍，不少学生都
是从城区“倒流”而来，“马跑”学校成了

“宝马”学校。

新一轮“拓荒”：
在行动中帮扶农村校

在课改成功后，周大战时常反思课
改中的问题，总结经验，他认为自己课
改成功的经验在于发挥出了教师队伍学
习、教研、成长共同体的力量。他介绍
说，马坪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是以教研
组为团队的，在此基础上进行校本教研
活动。教研组通过集体备课“以思维碰
撞思维”“以智慧点燃智慧”“以情感沟
通情感”，采取“提出案例、集体研讨、
借鉴补充”的备课策略。教研组长安排
每位教师认真完成重点备课内容，提前
写好预案。集体研究时，主备教师说
课，其他教师提出改进意见，形成共
识。此外，组内成员可以推门听课。而
这样的方式也为教师搭建了学习与交流
的平台，教师的观点一起碰撞、交锋、
交流、融会，学校课堂教学改革得以深
入发展。有教师笑道：“我不在自己的课
堂，便在别人的课堂。”除了备课和听课
外，教研组还会及时组织大家反思评
课，反思学生的自主性是否得到了充分
体现、小组合作互动是否得到了充分体
现、学生的展示是否得到了充分发挥；

再是反思教师教学导航的设计是否准确，
教学环节的承接是否自然，教学效果的凸
现是否明显。随着校本教研活动的不断深
入开展，教研组的每位成员在长时间的工
作中不断磨合，不仅使教研组成了学校的

“小教务处”，而且还成为了教师们的“小
家庭”，教师们不管是教学上的问题，还
是生活碰到的小矛盾，教研组全体人员都
会齐心协力帮助解决。

马坪学校的成功课改让周大战意识
到，课改能帮助学校实现质的飞跃。这一
点虽然不少学校都清楚，但却苦于找不到
合适的方法。如何有效地与同行分享自己
的课改经验，成为了萦绕在周大战心中的
问题。

2015年9月，周大战又开始了新一轮
的拓荒——赴任长沙高新区东方红小学校
长。面对这所全新的学校，周大战发挥了
自己的长处，他以“办智慧的教育”为办
学思想，以构建“思维课堂”为目标，以

“自由、自然、自律、自育”为原则，以
“提问—编题—实践”教学体系为教学方
式，改变学校行政管理模式，推动学校管
理“去行政化”，做出了新的改革尝试。

今年4月15日，中小学校长国家级培
训计划卓越校长领航工程名校长领航班周
大战工作室在长沙高新区正式挂牌成立。
这无疑为周大战提供了一个与同行分享自
己教改实践经验的新平台。但对周大战来
说，这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工作室的成立后，便承担了湖南省骨
干校长培训、送教下乡、教育教学改革推
进等任务。周大战在处理完自己学校的行
政事务之余，还会为国培计划农村助力校
长工程授课，以自己多年积累的课改经
验，促进农村教育改革。周大战的工作室
还依托华南师范大学“核心基础思维课
堂”课题成果，结合学校“办智慧教育”
的主题，发挥学校改革试验多年积累的成
果优势，凝聚工作室校长共识、开展教育
教学改革、推进学校管理行动研究，引导
农村学校进一步改革，推进教育均衡。此
外，他成立了一个领航校长工作室的网
站，建立教育教学及学校管理资源库，成
为领航名校长工作室远程示范引领的示范
平台，为进入工作坊的校长成长和学校发
展提供资源共享与实践指导。他希望能通
过工作室这一平台，帮助更多的农村学校
走出一条特色办学办校的道路。

不少人评价周大战时，会说他人如其
名——与教育问题死磕，从不怯场。周大
战则认为，要有与教育问题大战几百回合
的勇气，就需要勇于创新、奋斗不止的精气
神。当谈到他的教育梦想时，他的回答很
简单——“当一名好校长，办一所好学校，
带一批好老师，育一群好学生”，足矣。

（本文由校长国培计划——中小学名
校长领航班华南师范大学培养基地提供）

周大战：学生的问题才是教学的起点

中国好校长·领航者系列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中国教育报 合办

剪影
乡村校长系列·江苏淮安篇②

城南乡中心小学是京杭大运
河以南江苏省淮安市清浦区一所
乡镇学校。2014年5月，江苏省
特级教师黄艳梅来到这里当校
长。刚上任，她就意识到家庭背
景不同、生源差异以及第二课堂
的匮乏，使得这里农村学生的素
质发展严重滞后。于是，她决定
从师资、课程、学生等方面入手，
强化管理，促进学校迅速发展。

培养“领头雁”型教师群

教师是学校发展的基础。针
对农村学校教师人员老化、教育
观念落后等状况，黄艳梅借鉴大
雁迁徙中的“雁阵效应”，提出
了提高教师素质的“雁阵工
程”，目的是培养一批骨干教师
作为“领头雁”，带动并帮助全
体教师快速成长。

在确立了一批“领头雁”
后，黄艳梅给他们指路子、压担
子、搭台子。她对教师发展提出
具体明确要求，将全校教师队伍
进行了梯队方阵的编排，建立个
人成长档案。根据不同类型教师
进行素质提高，制订个人成长三
年发展目标规划，让每个教师寻
找到适合自我专业成长的坐标。
黄艳梅与华东师范大学、淮阴师
院等科研机构联系，引进优质培
训资源。学校通过教师论坛、网
络研讨等方式，形成了教师教、
学、研一体化的专业研修体系。

学校的中层干部都是教学、
科研一肩挑，每年要完成专题讲
座、示范课、教科研论文和课题
若干，还要承担相应的校园管理
任务，但是城南小学新成立的行
政队伍由于年轻教师较多，缺乏
经验。于是，黄艳梅每周行政会
都会单独开辟一个管理微讲环
节，从最基本的管理常识开始培
训。小到“管理接待”，大到专
业的“4R管理理论”，她通过微
讲座帮助年轻中层干部很快适应
了新的工作岗位，校内形成了积
极的教学氛围。

黄艳梅还安排校内教师与城
区名校教师定期交流，进行围坐
式的研讨，要求全校教师上百节
初建、重建课程，让教师打磨课
程，将教学研究做真、做细、做
实。她还发挥学校年度考核、岗
位聘任等机制的作用，引导教师
认真总结、回顾，不断在反思自
我中找到前进的动力。学校有两
名教师，一直就职于清浦区其他
农村学校，工作十几年，鲜有机
会上公开课。来到城南小学一
年，组内研究课、青年教师亮相
课、课堂教学大比武、区内集体
教研⋯⋯大大小小的公开课上了
十多节，她们笑称：“把工作十
几年缺下的公开课统统补起来
了！”

“雁阵效应”引领学校一批
教师成长，教师教科研活动变得
充实起来。一年来，学校承办了
市、区教学研讨活动，60多节课
参与市、区赛课或展示交流，涌
现出一批市、区学科带头人。

建设“百塑”课程文化体系

黄艳梅认为，课程是一个学
校内涵发展的核心，其价值在于
促进人的发展。于是，她从地方
课程、校本课程入手，根据农村
学校特色提出了多种途径塑造学

生成长的“百塑课程体系”，尽
可能满足每一个孩子成长的需
求。

在黄艳梅的指导下，城南乡
中心小学每周三下午都开展“走
班选课”活动，有科技、体育、
艺术等20多种50多个班次的课
程超市菜单，供学生选择。学校
依托现有场地、教室和设施，组
织教师进行课程的开发，从课程
系统的构建，到具体内容和课时
的明确实施，进行细密部署。教
师边研边教，编撰出了一套校本
教程丛书，有 《小小装扮师》
《创意手工》等。为确保丰富的
课程菜单内容，学校采取了选
聘、外请、转岗等多种方式保证
师资到位。

每到周三下午，城南小学的
校园里总是别样热闹。孩子们从
下午一进校，就会直接进入自己
喜欢的班级，开始兴趣课程之
旅。学校结合孩子爱玩泥巴的天
性，开发了“泥塑”特色文化项
目，找优质学校帮扶，开辟泥塑
馆，建立泥塑教室。学校泥塑文
化特色项目顺利通过江苏省小学
文化特色项目，开辟教育戏剧课
程研究，“小学戏剧课程实际探
索”项目获批江苏省基础教育改
革前瞻性项目。

促进农村孩子自主成长

学生是教育的中心。黄艳梅
认为，农村学校要根据学生成长
特点设计各种教育活动，从整体
上构思学生校园生活，促使农村
孩子活泼成长。

为培育动手能力，在班级
里，黄艳梅让学生亲手设计班
徽、班歌，民主形成班级公约，
布置班级展示墙，创造良好的班
级文化。

为挖掘孩子艺术天性，黄艳
梅采用齐步走和率先行的策略。
学校的孩子来自农村，没有艺术
教育的基础，学校教师就从最基
本的识谱开始教起。学校在面向
所有学生教授艺术课的基础上，
重点选择有特长爱好的学生成立
学校“民乐团”，学习古筝、琵琶、
二胡、竹笛、陶笛、打击乐器等。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民乐团排练
了《茉莉花》《彩云追月》等曲目，
其中《茉莉花》在区春晚舞台上隆
重上演。这是学校民乐团演出生
涯的第一次，他们以阳光般的自
信展示着自我风采。

为培养学生良好习惯，学校
以“教会学生学会生活”为主
旨，开设生活指导课。如要求
农村孩子冬天每周洗澡两次，
夏天每天要洗澡换衣，让孩子
每天以干净清爽的姿态迎接校
园生活。由于农村孩子卫生意
识较弱，书包、衣物经常脏兮
兮的，于是学校开展一月一次

“洗书包”活动。每月，班级、
年级让学生展示自己书包，比
比谁的书包最干净。同时，学
校为每个学生洗手间供纸，教
会学生正确使用洗手间。现在讲
文明、爱卫生在学校里每个孩子
的生活中已经形成习惯。

随着学校教育质量的提升，
不少外流的孩子又回来上学了。
就这样，城南乡中心小学从一所
薄弱农村校，逐渐成长为一所融
合了优良办学传统和现代教育理
念的生长型学校。

黄艳梅：守望乡村优质教育
本报通讯员 华跃 杨思平

人物小传

周大战，1993年在湖南省永州市冷水滩
区易家桥中学参加教育工作。先后任教于湖南
省高溪市镇中学、永州市冷水滩区马坪学校。
2015年至今，任湖南省长沙市高新区东方红
小学校长，为湖南省“百校联盟”常务理事。

成长之最

对自己影响最深的教育著作:《给教师的
建议》(苏霍姆林斯基著)

办学管理中最有成就感的事:所在农村学
校向城区学校输送了几十名课改骨干教师。

办学管理中最棘手的事:想留的老师留不
住，想要的老师要不到。

教育教学中最有成就的改革创新:创建了
阳光生态课堂。

学校改革最亟待解决的问题:从根本上改
变教师的教法和学生的学法。

黄艳梅在与学生谈心。 本文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