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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三九“教学模式

【陶继新】 我对“三部九步”教
学模式很感兴趣，请详细介绍一下好
吗？

【张 伟】“三部九步”教学模式
是我们和平小学本土生长出的教学方
法，从 2011 年开始至今已有六年的
时间，是全体和平人共同努力的结
果。

【陶继新】“土生土长”说的好！
正因为有了“土”味，才接地气，才
有根，才枝繁叶茂。

【张 伟】“三部九步”，我们简
称为“三九”模式，提到它的名称来
由还有一个小小的“撞衫”故事。

“三九”模式开始于课题研究，在申
请十二五课题时，我们申报的课题是

“目标导学四步法”，正巧与同区域一
所学校课题目标导学法“撞衫”了，
人家还是先申报的。是挫折，是挑
战，更是机遇。大家坐下来，静静地
思想着、细心梳理着，渐渐地思路打
开了，把眼光扩展到课前课中课后，
扩展到整个教学全过程，“三九”模
式形成了。

【陶继新】 课 题 受 命 于 危 难 之
中，“撞衫”看起来是坏事，却变成
了“火力侦察”的好事。由此让你们
从本校教学实际出发，挽回主动权，
研究出具有生命张力的模式。你们立
足教育教学全局，着力教学的全过程
研究与实践，这有别于目前课堂教学
改革只重视课上而忽视课下的片段式
的改革，我很赞赏。

“三九”教学模式的内涵

【张 伟】“三九”模式的名称有
了，只是一个意义上的开始，三个部
分为：课前、课中、课后。那九个步
骤呢？我们把原有的教研活动“备讲
评研教研行为”改造为“自主备课、
合作研展、个性完善”课前三步；将

“目标导学四步法”改造成“引导学
习、指导展示、辅导检测”课中三
步；把一直强调的教学反思和提高导
学案的有效性明确为“教学反思、学
情反馈、学案修定”课后三步，这
样，“三九”模式才有了模样。其基
本要求是，课前三步要做到同课同
构、分合有法，课中三步要做到和而
不同、学教有度，课后三步要做到化
茧成蝶、提升有尺。三部其实是三个
自主、合作、探究过程，这也是我们
把每一部分设计成三个步骤的理念基
础。

【陶继新】 自主、合作、探究概
括得好！

一、课前：“同课同构”
与“同课异构”

【张 伟】 从学习的角度考量发
现，课前三步是一个老师自主、合
作、提升的学习过程，我们的教学实
践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对于“同课同
构”，我们有这样认识，目前较为流
行的教研活动是同课异构，因为是同
课异构，那么就难以实现合作，不需
要或是不能达成共识，也就自然而然
地各行其事、各唱各的调了。我们提
出的同课同构是在同一课标、同年龄
学生、同样教材、学识水平和生活能

力相近的情况下，同级同科多名教师
合作研究出基本的教学方法、课堂流
程，通过教师之间合作交流先求同，
达成共识，有助于提高青年教师和非
骨干教师有效阅读文本、领会课标要
领、确定重点、解决难点的能力，在
合作、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同课异构
才会有意义，才能实现同课异构的

“初心”。同课同构强调的是合作，同
课异构突出的是个性。

【陶继新】 同课同构凝聚的是群
体教师的智慧，是在取长补短中形成
的相对优质的教学方法与课堂流程。
这对于比较优秀的老师来说，上成优
质课则不成什么问题。而对于青年教
师或非骨干老师来说，则有了扶手，
不至于走弯与走错教学之路，还有可
能上成超越自己的比较好的课。一节
课如此、课课如此，就会让所有的老
师持续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打开智慧的源泉。而一个学校的发
展，需要名师的支撑，可名师毕竟太
少了；只有群体老师都能上好课，学
生成长才能共同驶进快车道，人们孜
孜以求的课堂教学优质均衡，也就在
期待中成为现实。

【张 伟】 说到分合有法，是指
备课团队的组织功能。分合的时间、
人员安排，分合的程度 （进度） 都要
做到适度、实效，成果共享及成果共
享上的个性张扬。完成了教师团队自
主合作探究的完整过程，为指导学生
小组合作学习练就了本领，提供了很
好的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教学财富
和一项难得的教学技能，实践中生成
的课程。在此指导下，学生的自主、
合作学习才有了保证，学生有了真正
意义上的“师傅”，一招一式皆有榜
样。

【陶 继 新】 当 老 师 具 有 了 自
主、合作、探究学习的经验后，再
去指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的时
候，就能心中有数、张驰有道、合
分有法。

二、课中：教会学习与
学会学习

【张 伟】 在课中部分，“引导学
习、指导展示、辅导检测”三步中都
有一个“导”字，这个导字就规定教
师在课堂上的地位和角色，是引导、
指导和辅导，其对象学生则是学习、
展示、检测的主体，是学习的主人，
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和主动角色也就
突显出来了，地位决定角色，如此实
施下来，教师与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
角色发生了变化，教师的教学方式和
学生的学习方式逐渐转化过来了，久
而久之，角色固化，学生逐渐明白
了，学习本来就是学生自己的事情，
明白了道理，学习也主动起来了。

【陶继新】 只有老师必要时的退
位、让位，才能让“导”产生其生命
的能量，学生才能成为学习、展示、
检测的主体。

【张 伟】 在课中三步中，我们
要求做到和而不同，学教有度，就是
试图解决课堂上学和教和谐统一。

“和”是指在课堂学习的过程中，老
师和学生是一个和谐的共同体，“不
同”是指在这个共同体中老师和学生
所处的地位不同，担当的角色也不
同。教师的“导”，就是教会，教会
学习、教会展示、教会检测，这里的

“教”主要是教方法，教会学生如何
学习、如何讨论、如何培训的方法，
这些方法会很具体、很实用。学教有
度 中 的 “ 教 ” 主 要 是 指 教 师 的

“讲”，对一些难度较大、大部分学生
或是全体学生均不会的情况下，老师
要讲，做到雪中送炭或是画龙点睛。
学教尺度如何把握就要看老师的功夫
了，把握好效果显著，把握不好效果
受到影响，这种功夫需要长期不断的
历练和磨合，绝非一日之功，这也成
了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一个有效的办
法。

【陶继新】“和”是课堂教学成功
的必备元素。“导”远远超越了传统
意义上“教”的价值。而“度”需要
长久的修炼，才能具备这种功夫，成
为“特别优秀”。

三、课后：导学案及其
不断升级版

【张 伟】 课后的教学反思、学
情反馈、学案修定三步中“修定学
案”是目的，教学反思和学情反馈
都是为实现这个目的的行动基础。
课后，几位教师坐下来，将各自的
反思结果与大家交流、讨论，形成
共识反思，然后对原来的导学案修
正、完善，形成定案，经主管主任
审定签字后存档，成为下一学年的
初始导学案，如此一来，一个学年
下来全校就有了一个学年全部学科
的导学案资源库，每年的资源库存
都会翻新一回。对此，老师们高兴
了，写教案，量小了，也不用到处
去找导学案集来抄了，更不用担心
领导检查这一关了。

【陶继新】“修定学案”如同梅开
二度，又产生了“更上一层楼”的惊
喜。

四、论证“双主体”“教
学”“模式”

（一） 理解“双主体”
【张 伟】 六 年 来 ， 在 ” 三 九

“模式的实践中，我们对”双主体”
“教学”“模式”有了自己的理解，也

赋予了不同的意义，对“数学”给予
了不一样的角色。

“双主体”教学理念是一个具有
和平化的提法，即以教学 （主要是课
前、课后） 过程为载体的教学行为，
以教师为主体，以课堂 （课中） 学习
过程为载体的学习行为要以学生为主
体，其要义是在充分调动教师学生主
动性的前提下，引导学生自主、合
作、探究学习，在师生成为学习共同
体的意义上讲，教师的课前备课、课
中学教、课后反思就是三个“自主、
合作、探究”的过程。显而易见，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两个主体在不同时
段、不同场景中通过自学、互学，协
调互动共同成长。我们禁忌一言堂，
也不能大撒把，教与学的任何极端都
是不可取的，教师主体、学生主体的
任何极端更是不可取。

【陶继新】 在教学中，教师与学
生都很重要，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段，
其重要性有所不同而已。那种认为只
要学生学习有积极性，甚至表面学起
来热闹了，老师教好教不好，甚至教
与不教都一样的言论，不但是无知
的，也是可怕的。近些年，我在对全
国很多课堂教学改革学校进行走访中
发现，改革越是走到深水区，越是教
学“杨花”的“季节”，对老师的要
求就越高；因为学生在改革中思维大
大扩张，课堂上会出现让老师意想不
到的无数个思维向度，所以，它就更
需要老师渊博的知识，高水平的指
点。此之谓“教学相长”也。所以，
不能单主体，而应当如您所说的“双

主体”。厚此薄彼的结果，不但会挫
伤一方的积极性，还会有不良的连带
效应。

（二）“认识”教学
【张 伟】 说到“教学”，我们认

为，“三九”研究的是教学全过程而
不仅仅是课堂教学过程，这是有别于
其他课堂教学模式的。备课、上课、
反思是不能分割的整体，只强化课堂
上的研究，那么备课和反思就会不规
范，教师专业成长就不能成为体系、
形成机制，更不能形成新常态。只有
放眼教学全过程，才能形成以围绕学
生主动学习这个中心，开展有针对性
的教学研究，拉动教师专业发展，引
领学生主动成长。

【陶继新】 备课、上课、反思是
一个系统工程，不是课堂教学一个单
一的环节，而是您所说的“教学全过
程”。正是在这个全过程中，老师才
有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
探索与收获。

（三） 也说“模式”
【张 伟】 说到“模式”这个热

词，我们首先想到了“教学有法，教
无定法”这句话，常听，但是有时并
没有听到它的积极意义。我们结合实
践认为它的积极意义应当是这样的，
有法是前提，无法是有法基础上的提
高和发展，无法是有法的最高境界。
但常常成不思进取不想学习者当成了
任性随意的挡箭牌。从另一个角度来
看，如果把模式固化不变，当成法宝
一样死守不放就成了教条，同样也是
要不得的，因此，我们的“三九”模
式是发展变化的，更需要不断完善
的，于是，“三九”实践有了“建模
定型、固模完善、去模蜕变”三个阶
梯式的发展阶段。

【陶继新】 形成属于自己且有成
效的教学模式，是因为其中内蕴着一
个看不见的教学规律。它的积极意义
是毋庸讳言的。不过，任何的模式都
不应当一成不变，如果过度模式化，
就有可能走向僵化。所以，在模式
中，需要打开禁锢，超越自我。尽管
这需要一个过程，甚至是比较长的过
程，但最终一定要如您所说“去模蜕
变”。这时候的“去模”，并不是说不
遵 循 教 学 规 律 了 ， 而 是 将 其 规 律

“化”成了无痕，有了智慧与升华，
进入到如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
逾矩”的境界。

（四） 选定一个切口
【张 伟】 数 学 ， 是 指 数 学 学

科，这是我们研究的一个切口，做一
件事总要有一个开头，我们就把数学
学科确定为“头”，这是改变原地打
转转、突出重围的突击点，在取得一
定效果后再逐步延展到其他学科和其
他方面，现在看来，效果超出我们想
象，它带动了学校全面改革发展，成
了改造学校的一个切口和起点。所谓
从学校发展的大处着眼，从数学学科
改革小处着手，这成了和平小学五年
发展规划的一项行之有效的策略。

【陶继新】 要想干成一件大的事
情，是不能只凭一己之勇的，还需要从
小事做起。数学这一学科突破口虽小，
可激烈的碰撞却为全面推进课堂教学改
革积累了经验。再说，即使失败了，也
可以提供借鉴。所以，搞课堂改革，不
光需要勇气和干劲，更需要智慧。

（五） 课题研究是一个好办法
【张 伟】 由“双主体、数学、

三部九步、模式”构成了具有和平化
的课题 《构建双主体下的小学数学

“三部九步”教学模式的实践研究》。

经过北安、黑河教育规划部门的推
荐，经过省教育规划部门专家组“盲
评”，被批准为黑龙江省“十二五”
教育规划重点课题。全校上下紧紧围
绕这个课题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和研
究，坚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好行动
路线图、设置路标、建设组织架构、
初定行动流程、做阶段总结等，有标
有向、有序有度、有量有质、有动有
静、正思反思地行动了。

【陶继新】 进行课堂教学改革，
是不能不假思索一轰而上的，即使
某一学科的改革，也有其内在的规
律 ， 都 是 一 个 系 统 工 程 。 你 们 的

“和平化的课题”之所以能够通过省
教育规划部门专家组“盲评”而被
批准为黑龙江省“十二五”教育规
划 重 点 课 题 ， 其 中 一 个 重 要 的 元
素，就是你们从开始在数学学科改
革构建的时候，就具备科学性与系
统性。所以，再围绕课题全面推进
改革与构建各个学科的改革系统的
时候，就有了成功的保障。

【张 伟】 课题研究取得了初步
成果，我们很高兴，结题后获得省优
秀档次，并获得了省基础教育优秀成
果奖。课题虽结束，但我们的工作依
然继续。

在“三九”教学实践中，我们做
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教学研究。我们懂
得，任何改变都是基于现实的问题来
寻找解决的办法，“三九”也不可能
例外，穷则思变，教学中的种种困扰
百思不得其解，绕也绕不过去。

【陶继新】《周易》 有言：“穷则
变，变则通，通则久。”不过，由

“穷”而“变”，不但是逼出来的，还
要有一种动力，还需要责任与使命。
不进则退。作为校长，无所事事地混
下去并不难，可“以其昏昏使人昭
昭”的结果，不但不会让学校发展，
更影响了老师的发展与孩子们的成
长。只有“以其昭昭使人昭昭”，才
能更好地让老师“动”起来，学生

“活”起来。孟子称这种人为“贤
者”。而当校长成为“贤者”的时
候，老师们也会“见贤思齐焉”，从
而更好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五、正确解决实际问题

（一） 应对“应检教案”和“无
案教学”

【张 伟】 针对“应检教案”和
“无案教学”的现象。我们就在抓好

课前三步上下功夫，把自主备课分解
为任务分解、阅读文本、完成个案，
任务分解的操作是这样的，学校共有
六个年级，每个年级有六位数学老
师，我们把一学期的备课任务分解给
六位老师，分解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
按数量均分，一种是按师能分，每人负
责一份备课任务，就是主备人提前二周
备好个案，提前一周提交备课组合作研
展；在合作研展时先由主备人陈述个案
及问题解决建议，通过集体研讨达成共
识后由主备人完成同课同构导学案；组
内老师在同课同构导学案的基础上，根
据本班学情、本人师能进行适当增减、
有度修改，个性风格完善，形成同课异
构导学案，然后上课。

【陶继新】《中庸》 有言：“凡事
豫则立，不豫则废。”要想让老师上
好课，就要让他们在课前作好准备。
你们的“豫”很有特点，也很有效
益。它使得每个老师都能感受到对方
的热量，并尽其所能，将课备好；不
然，就会在合作研展与完成同课同构
导学案中露出“马脚”，从而失去信

任与威信。久而久之，即使原来备课
不太认真的老师，也就习惯了这种课
前研究，水平也会越来越高。而那些
本来就有能力与水平的老师，更会竭
其全力将课备好，不然，就有可能被
后来居上者赶上乃至超越。这就自然
而然地形成你追我赶、和谐共进，在
力量中成长的教学研究风气，整体教
学水平持续提升也就有了可能。

【张 伟】 这个过程是备课组一
个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过程。由
此生产的教案即使不检查也没有关
系，有效地避免了应检教案和无案教
学现象的发生。同时，针对教师年年
写教案又不存教案的现象，我们通过
课后教学反思、学情反馈、学案修
定、验检归档等措施，将导学案高质
量地保存起来，作为明年下一教学组
的初始教案，如此一来，形成的导学
案实用、有效、节时、减负，整个过
程没做一点无用功，有效地避免了教
师年年写教案不存教案的现象，更大
的收获是积累了具有和平特色的导学
案集，而且是年年完善、岁岁提高，
成了学校一笔享用不完的宝贵财富，
电子导学案资源也很自然地建立起来
了。老师很欢迎。

【陶继新】 导 学 案 的 归 档 与 保
存，成了和平小学的一道精神盛宴。
不但会为本校老师提供了一份可资借
鉴的极佳备课资料，还有可能为其他
学校老师学习提供有效文本，甚至还
可以结集出版，为更多老师提供参
照。

（二） 大班额条件下的行动
【张 伟】 针对大班额条件下，

学生与老师在教室里空间距离不等，
老师关注学生有盲区，家长要求换座
位又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做了两件
事，一是器物改造，二是小组组建。
器物改造就是撤去讲台，改变课桌摆
放形式，将学生课桌对起来，按学习
小组的要求成组。这样做的好处是一
方面方便小组合作学习，一方面方便
老师关注学生学习状态，老师课堂上
活动的位置由固定一点变为移动多
点，可以无障碍地走到教室的任何一
点，走到每一个学生身边，拉近师生
空间距离，增强师生亲近感，让每一
位学生感受到老师就在身边，安全亲
切，同时老师可以更方便多关注学困
生，给予更多的关爱，座位前后不影
响学生与老师的远近，家长要求给学
生换座的现象从根本上解决了，同时
学生的座位按一定时间和一定的方式
轮换，从此，家长再也没有提给学生
换座的要求了。

【陶继新】 虽然大班额问题会随
着教育均衡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最
终会得到解决，但目前在一定范围还
有相当数量的存在，你们的做法有借
鉴的价值。

六、“三九”促进学校大
发展

【张 伟】“三九”教学模式研
究与实践推动了学校课堂教学深度
改 革 ， 促 进 了 学 校 的 全 面 优 质 发
展。一是实现了教与学方式的根本
改变，二是形成了和平化的“3·
X”课程体系，三是促进了学校管理
方式的改变，四是促进了学校民主
化进程。

【陶继新】 正是因为有了大胆而
积极的探索和“情”到真处的行动，
才有了如此丰硕的成果和光的亮度。
相信你们还会继续努力，取得更大的
成果。

改变学校 我们从“三九”开始
——黑龙江省北安市和平小学课改探索与深化纪实

张伟，黑龙江省北安市和平小学校长，和谐中国、全国首届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百佳优秀校长，省师德先进个人，
省普法先进个人，黑河市十佳校长，黑河市“十二五”知名校长，黑河市教育先进工作者，国家课题研究先进个人，省
教育科研先进工作者，省教育科研专家库专家，红色教育的创建者和实践者。设计、领导实施“和谐和美和平”品牌、

“三部九步”课堂教学模式、“蓝天白鸽”主题学校文化等学校特色建设工作。

当人们还在说课改难改、不被理解的时候，在巍巍雪国中，有一颗极为普通的兴安松籽在大自然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和平小学就像这
颗松籽一样，他们从“备讲评研教研行为”到“目标导学四步法”，再到“三部九步”教学模式，进入课堂改革的腹地，让课堂“丰满”，让学校“丰
收”。六年的时间，他们胸怀理想、坚持不懈、跬步千里般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土”的做法，好的经验，值得那些处在课改的学校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