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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维度感知名师的思想与情怀
本报记者 杜悦

吴正宪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
特级教师，现为北京教育科
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
中心小学数学室主任。
吴正宪 《在数学教育中
培养健全人格》 刊发于 《中
国教育报》 2017 年 3 月 1 日 9
版

名师名言
数学教育应符合儿童心理特征和能力水平，提供
促进儿童终身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基本数学思想与数学活动经验。同时以符合儿童
特点的教学手段和方式，实现“好吃”又有“营养”
的双重价值追求。

李峻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党委
副书记，特级教师，上海市
教师团队发展计划历史学科
领衔人。
李峻《以“支援模式”帮学
生解决问题》刊发于《中国教
育报》2017 年 4 月 5 日 11 版

名师名言
教育的本质不是把篮子装满，而是把灯点亮。学
科教学贵在持续点燃学生学习兴趣，把学生基于学科
领域的好奇心、笃行力、思维力、合作力、创造力激
发出来，并基于学生身心成长的规律进行持续引导和
培养，而这全部过程首先基于“真实问题”的产生。

褚树荣
浙江省首批特级教师工
作室负责人，宁波市教育局
语文教研员。
褚树荣 《课程建设：教
师拾级而上的台阶》 刊发于
《中国教育报》 2017 年 4 月 19
日 11 版

名师名言
一门课程的建设，单有教学研究和建设课程的热情
是不够的，单有个体的经验和感性的认识也是不够的，
还得要有一定的课程理论，讲一点学理依据。现实的情
形是我们的语文教学和课程建设太需要“由外到内”的
理论观照了。

程翔
北京市一零一中学副校
长，特级教师，教育部教师
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
员。
程 翔 《深 究 学 理 讲 语
文》 刊 发 于 《中 国 教 育 报》
2017 年 5 月 10 日 9 版

名师名言
教育要培养学生三个不迷信：不迷信教师，不迷
信课本，不迷信名人和权威。教育要培养学生三个不
可怕：考分落后不可怕，但要努力学习；家庭贫寒不
可怕，但要有志气；长相丑陋不可怕，但要有一技之
长。

余自强
浙江省特级教师，温州
市教育局教学顾问，教育部
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
委员会委员。
余自强《为学生的全面发
展插上双翼》刊发于《中国教
育报》2017 年 5 月 17 日 10 版

名师名言
我们在提倡探究、努力使我国的传统人文精神科学
化的同时，还需要实现科学精神的人文化。中国是一个
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这里发生的每一个重大社
会变革，都不能不面对悠久的传统。正是基于这种认
识，我提出了科学课程本土化的问题。

“名师反思录”是 《中国教育报》 课 “模仿”的真人。换言之，我们期待这些生
程周刊的重点品牌栏目，今年共刊发了
动鲜活的名师“心里话”打动读者的心，
10 篇。我们开设这个栏目的初衷是通过
从而为一线教师的教育反思、人格养成与
邀请国家级名师，以自撰稿件的形式， 专业成长助力。
反思自己的教育思想、教学主张萌发、
由于版面有限，我们难以将各类名师
提炼与打磨的过程，梳理自己的教学经
尽收其中。在约稿过程中，我们力争兼顾
验与“独门绝技”，并针对目前自己所在
建树颇丰的老一辈名师和在教学领域有自
学科领域的新问题、新现象阐述自己的
己独立思考与探索的新生代名师，重在突
看法。我们期待褪去名师头上的光环， 出名师的教育思想，而不是罗列其从教经
让一线教师真切地感到名师不仅是可敬
历或成就。稿件以名师自撰文章的形式亲
的，也是可亲的；不仅只是供人“仰
切自然地呈现，以期达到与读者心灵交流
望”的高人，同时某种程度上也是可
和思想对话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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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懈追求教育理想

我们发现，不惧艰辛、锲
而不舍地追求高远的教育理
想，是许多名师的与众不同之
处。其中有人从哲学角度追问
教育的终极关怀，有人从学科
角度探求教育文化目标的达
成，最终殊途同归，都指向理
想的育人目标。
著名特级教师、国家督
学、全国人大代表吴正宪，一
直试图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儿童
与儿童数学教育。她说：“作为
教师，我喜欢儿童,喜欢研究儿
童,喜欢研究儿童生长规律，我
享受和儿童一起成长的感觉；
作为一名数学教师，我喜欢数
学，喜欢研究数学，喜欢研究
数 学 教 育 规 律 ……” 在 她 看
来，数学的最高境界是哲学 。
数学与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
系。哲学以数学等具体科学为
基础，同时又能为数学等具体
科学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指导 。
在教学中教师如果善于沟通二
者的联系,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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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精神或科学态度与价值观 。
这些方面应该成为新一代综合
科学课程的目标。这实质上也
就是对科学文化素养内涵的理
解。新一代综合科学课程在内
容上具有两个主要特点：首先，
它的设计要关注自然科学各分
支学科的统一性，引导学生逐步
领悟自然界的事物是相互联系
的，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整体。
其次，综合科学课程还承载着以
综合科学课程提升国民科学文
化素质的重任。
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实验初级中学教师、全国优
秀教师刘同军，以一种诗意的
语言描述自己对于数学教育的
理解：“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
最 美 丽 的 时 刻 …… 当 你 走 近 ，
请你细听，那颤抖的叶，是我
等待的热情。”他指出，数学教
学就是要让学生感受数学的美
丽和热情，发现数学的价值，
并积极投入到问题解决之中，
锻炼思维，发展智慧。

上海建平中学原校长，
现任中国教育学会学校文化
研究分会副理事长。
冯恩洪 《回到原点问道
方 圆》 刊 发 于 《中 国 教 育
报》 2017 年 9 月 6 日 9 版

名师名言
想通大道理才能做好小事情：一节好课由三个维度
（教材、学情、教育的时代特点）决定，只有明晰了三个维
度的坐标，才能上好一节具体的课。从实践出发，我认
为：一节好课是问题引领的课，是合作探究的课，是控制
合适、走出
“教书”
、走进
“用书教”
的课。

于斌
上海市特级教师，现任
教于上海市吴淞中学，曾获
全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于斌 《从课堂细节中寻
求教学智慧》 刊发于 《中国
教育报》 2017 年 5 月 31 日 10
版

名师名言
我赞成那句名言：“一个人不是一个器具，等待
教师去填满；而是一块可以燃烧的煤，有待于教师去
点燃。”这个点亮的过程就需要教师发挥“教学智
慧”，而这种“教学智慧”是值得教师终生追求的专
业境界。

林乐珍

探寻教师成长规律

名师成长需要土壤，更需
要内驱力。很多名师善于反
思，注重总结教师成长的特殊
规律。从中我们不难看到，名
师成长的过程某种程度上也是
自我提升的过程：他们拾级而
上，不断学习，不断超越，才
造就了今天的自己。
浙江省首批特级教师工作
室负责人褚树荣在回顾我国教
师培训发展的历程时指出，上
个世纪我国还没有实行教师资
格证制度，现在虽然有教师资
格证考试了，但专业难度低于
其他行业的准入考试。所以，
专业性先天不足、职业生涯和
专业发展同时起步，应当是教
师行业的特殊性。他认为，教
师专业发展既有渐进性，又有
阶段性。所谓渐进性，就好比
一棵树的生长，有成活期、成
长期、成熟期，有扎根、长
干、开花的过程。教师的爱心
和责任是根系，课程素养是主
干，教学技能是枝叶，教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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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思维,对学生认识世界也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把哲学原
理应用到数学教学中，有利于
抓住数学的本质，建构良好结
构的数学知识群，自然形成有
效的问题链，帮助儿童解开数
学学习中难解的结。
吴正宪认为，数学教学应
实现知识、智慧、人格三位一
体的教育目标：在教学实践中
促进儿童对数学知识和技能的
掌握，促进学生以思维能力为
核心的综合智慧的发展，完善
人格。
浙江省特级教师余自强，曾
担任国家科学（七至九年级） 课
程标准 （实验稿） 研制组副组
长，也是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
研制组核心成员。从课标研讨
开始，他对科学教育本质功能
的理解，从技术层面上升到了
文化层面。他指出，从课程角度
看待科学文化，至少有 4 个基本
层面：科学知识与技能、科学过
程与方法、科学的实用意义、科

冯恩洪

绩是花果。这里不但有知识、
技术，还要有阅历、情怀。一
个名师的成长，就像一棵树的
生长，应当自然成长，无法跨
越发展。教师专业成长因其阶
段性，教师的专业发展好像爬
台阶，从低到高，拾级而上，
只有坚持不懈，才能“登峰造
极”。以目前健在的语文名师为
例，如钱理群、王尚文、王栋生
等，他们大都在教法创新、教材
建设、课程建设、文化关怀这几
级台阶上拾级而登。对一个有
专业追求的教师而言，课程建设
大概就是最重要的一级台阶
了。专业发展的蜕变、升华主要
是在这级台阶上发生的：一个教
师如果能够从课程高度上鸟瞰
教学，就能把经验升华为理
论，把教学艺术融合于科学。
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
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一零
一中学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程翔也指出，如果想成为一名
优秀的语文教师，必须坚持终

身学习。某些名师自以为读书
很多的自满、自负心理要不
得，那种被所读之书遮蔽了视
野的“井底之蛙”更是要不
得。语文教师不仅要教课文，
还要超越课文，超越教材，在
育人这个更高的层面上去引导
学生，去启蒙学生。要想达到
这个高度，就必须不断学习 。
教学无止境，教师的专业成长
也永远在路上。
上海建平中学原校长、华
东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冯恩洪认
为，一个师范生由自然人转变为
职业人的过程，不是跳过“教有
常法”直接进入“教无定法”的过
程，而是先要走进“教有常法”，
然后淡出“常法”，才能进入“教
无定法”的境界。教学“常法”和
教师个人的特质结合起来，这样
的老师就具备教育家的基础和
潜质了。对课堂“常法”进行彻
底的本质探寻，才能避免在一节
课怎么上的问题上陷入苦恼的
深渊。

探索创新教学方法

很多名师声名远扬的最初
题，随机应变。课堂上教师不
堂教学，以书本为中心的味道
原因在于其教学方法的创新， 应总是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
很浓。教师的教学设计常常是
因为无论秉持什么样的教育理
而应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求
教师钻研教材的结果，来源于
想，最终的落脚点都是课堂与
知欲，最大限度地留给学生思
教师的主观预期。他认为，课
课程。这些名师既遵循“常
考论辩的时间。
堂应以学生发展为本，将问题
法”，又“教无定法”，从自己
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学语
作为教学的起点。教学设计不
专业旨趣、学科特点与学生情
文特级教师林乐珍认为，教师
应源自教师的主观，而应依据
况出发，谱写了自己课堂的独
的核心任务不是讲课，而是组
来自学生的问题。好课堂的
特乐章。
织学习，特别是促进学生的自
美，不是完美，而是缺陷美 。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党委副
主学习。她自己倡导并实践的
这是一个不该忽视却被很多教
书记、特级教师李峻指出，大 “灵动语文”教学方式，就是希
师忽略的维度。
部分教师知道应鼓励学生探究
望在教材“学习化”的基础
浙江省宁波国家高新区实
“真实问题”。但很少有教师在
上，从便于学生自主学习的角
验学校校长、特级教师罗树庚
学生课后探究过程中能给予持
度，将“教材”变为“学材”
。
回顾我国新课程改革的过程时
续、跟踪式的过程性引导，“支
程翔在谈到语文教学改革
说，课改初期，他发现小学语
援模式”缺位的现象比较普
时，明确反对教师在课堂上唱
文阅读教学有一种“得意忘
遍。要转变 21 世纪课堂教学模
独角戏的做法，并对某些教师挖
言”的现象，即只重视学生的
式，教师首先要提升自身的
空心思树立威信的做法十分反
感悟、理解，偏重内容分析、
“问题学习”意识和能力，要善
感。他认为，教师的天职在于促
情感体悟，而忽视了语言文字
于抓住学生的“真实问题”并
进学生的发展和提高，在让学生
的训练。即偏重“人文性”，对
判断其研究价值，以“支援模
得到发展提高的同时，教师自己 “工具性”重视不够，也就是对
式”帮助学生解决问题。
也得到了发展提高。教学的出 “语用”方面重视不够。他在教
上海市吴淞中学教师、语
发点和归宿就是学生的发展提
学中努力矫正这一弊端，同时
文特级教师于斌指出，在设计
高。他认为，教师要善于隐藏自
力争“因文而异教语文”，就是
教学流程时，教师要重点考虑
己，把课堂还给学生。
对于不同文体的文本，采取不
有可能遇到的各方面细节问
冯恩洪则指出，中国的课
同的阅读方式和教学策略。

浙江省语文特级教师，
现任教于温州市籀园小学。
“浙派名师名校长”项目实践
导师。
林乐珍《灵动源于扎实的
课堂改革》刊发于《中国教育
报》2017 年 10 月 18 日 10 版

名师名言
多年的语文教学经历，让我对“感悟”二字有着深
切体会。感，需要横向实践的积累与探索；悟，需要纵
向理论的提升与研究。因为有“悟”，“感”才有了深
度，不再盲目；因为有“感”
，“悟”才得以诠释，不再
苍白。

刘同军
山东省特级教师，现任
教于山东省青岛经济技术开
发区实验初级中学，曾获全
国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刘同军 《引领学生感受
数学的美》 刊发于 《中国教
育报》 2017 年 11 月 22 日 11 版

名师名言
在教师个人成长之路上，我主张用好两个武器：一
个是研究，一个是信息技术。研究能帮我们形成自己的
教学思想，认清方向，不被一家一言所左右。信息技术
可以丰富我们的教育教学手段，架起理论与实践之间的
桥梁。

罗树庚
浙江省特级教师，现为
宁波国家高新区实验学校校
长，曾荣获全国教育科研先
进个人称号。
罗树庚 《开放而有创新
地教语文》 刊发于 《中国教
育报》 2017 年 12 月 27 日 9 版

名师名言
许多教师都有这样错误的认识，认为课程开发与建
设是专家的事，是课程顶层设计者的事。其实不然，从
某种意义上讲，教师是课程建设的关键。每一位教师都
应该致力于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为学生的个性发展
搭建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