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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校长周刊

基

我校是一所农村学校，一年半
前，在学校一次以“爱惜粮食”为主
题的队课公开课中出现的一幕，让我
记忆犹新。说来也让人大跌眼镜，四
年级的孩子竟然不知道什么是稻谷，
充分暴露出了不懂“农”的情况。

都说城里的孩子不解“农”滋
味，而现今，就连大多数农村孩子也
对常见农作物的生长特点稀里糊涂，
既缺少乡村社会实践，也没积累乡村
生活经验，“只读教科书而不读生
活”的现象屡见不鲜。其实，农作
物知识的空白，也说明学校教育在
乡村文化传承链上的“缺位”。近年
来，农村学校教育在追求现代化的
同时，却陷入了邯郸学步的境地，
得不偿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呢？究
其原因，其一是学校教育偏重学业成
绩，学生课业负担较重；其二则是家
庭教育的偏离，家长对孩子的要求更
多倾向于读好书就行，甚至溺爱孩
子，几乎不让孩子参加与“农”相关活
动，很多孩子跟大自然的接触越来越
少，作文中甚至抄袭他人的大自然情
境；其三，受农村传统思想束缚，师

长们总是给孩子灌输，要走出农村，
到大城市工作才算有出息⋯⋯种种原
因，导致了现在农村孩子不懂“农”
的现象。

改变这一现象，其实并不难。我
校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开设了以

“农”为主题的校本课程，牵牛耕
田、采茶榨油，油菜花地里写生，土
作坊里体验“蔗糖工艺”，是名副其
实的“快乐农场”。教师们带着孩子
开始真正了解“农”，学习当地的农
耕文化。

传承乡土文化，让更多的孩子了
解家乡，学校可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如组织孩子们参观村农耕博物馆，体
验农耕文化；到农场进行定期的生活
体 验 ； 建 立 “ 青 少 年 生 态 教 育 基
地”，把播种、采摘等活动融入到学
校的春秋游中，还可为家庭亲子互动
开创新模式，一举两得。

农作物知识的缺乏不可怕，可怕
的是我们的孩子对乡土文化一无所
知，更何谈传承？每一所乡村学校都
应该给孩子们补上“农”这一课。

（作者系浙江省常山县芳村小学
副校长）

补上不可或缺的“农”课
徐德飞

“以学代教”的主张，源于对教
学活动的片面认识。这种认识把教学
看作知识的传递活动，甚至极端化为
对知识文字表述的传递与传输。对

“最近发展区”一词的误解，就是强
调“学”而忽视“教”的一个典型。

在教学中，“最近发展区”常被
庸俗化地理解为“跳一跳，摘果
子”。事实上，“最近发展区”意味
着：没有教师，教学就不可能发生；
没 有 教 师 的 帮 助 和 引 导 （即

“教”），学生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
快速达到在教师帮助下所能达到的发
展高度，换言之，“学生跳起来也摘
不到”的果子，在教师的帮助和引导
下能够“摘得到”。

它蕴含两方面的道理：1.教学
要走在发展的前面；2.没有教师，就
没有能够走在发展前面的教学。这两
个道理充分说明了教师、教学在学生
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教学所要
促进的学生发展，绝不只是思维的、
智力的、心理的发展，而是作为具体
的、历史的、社会实践主体的发展，
学生要形成社会实践主体所必须具备
的健康的身心、高水平的文化修养、
较强的实践能力、高级的社会性情
感、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学生的发展过程中，教师承担
着帮助、引领、点拨、提升的作用。
正是有教师的帮助，学生才能够体会
到知识所蕴含的道理与智慧，才能理
性地对待知识与周遭的事物，才能知
晓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学生的偶然表
现，可能因为教师的点拨而成为自觉
的行为；面临困难时，因为教师的信
任、鼓励而满怀信心。正如 《You
raise me up》（《你鼓舞了我》）
的歌词所唱：“你激励了我，故我能
立足于群山之巅；你鼓舞了我，故我
能行进于暴风雨的洋面；在你坚实的
臂膀上，我变得坚韧强壮；你的鼓
励，使我超越了自我。”

教与学不可分割，不应把教学只
看作是知识的传递活动，而应把它看
作自觉促进学生成长为有责任、有担
当的未来社会实践主体的最重要的活
动。这样的目的，没有教师的帮助与
引导，要想在短时间内全面、彻底地
达成是不可能的。

指向学生发展的自觉教学活动，
一定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其一，教学的所有活动都是有目
的的，是精心设计、规划的。例如，
教学前的诊断和设计、教学过程中的
监测与反馈、教学结束后的总结与反
思，目的共同指向把学生从现有的水
平、境界提升到期望水平、目的水
平。从什么角度切入、教学中用什么
样的方法、举什么样的例子、对学生
的提问做出怎样的回应等，都是自觉
的、有目的的，是经过预先设计的，
甚至一个动作、一个语词，都是基于
教学促进发展的目的而认真思忖、设
计的结果，是教师对学生发展进行自
觉引导的体现。要说明的是，设计与
规划并不束缚教学，也不等同于刻板
的教学流程，更不是不能变更的“教
案剧”，而是灵动活泼的、烘托着学
生不断向上发展、提升的自觉教学活
动主旋律。

其二，教学过程是道德的过程，
具有教育性。教学作为育人的重要活
动，其内容、方式及过程都必须是道
德的、有教育性的，若不符合教育的
价值标准，即使是有意图的自觉活
动，也不能看作教学。例如，“许多
可以学到的东西——令人厌恶的事
情，如性堕落；或缺德的行为，如揪
别人耳朵——必须排除在教育之外”
［参见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

学 （上）》，65 页，人民教育出版
社，1988年］。首先，教学的内容必
须是正确的、有教育性的。有科学性
错误的、教育价值不高的、低俗的内
容不能成为学生学习的对象。其次，
实现内容的方式和过程本身也应该是
道德的、有发展意义的。“‘教育’
的价值标准不仅用来判断这些活动的
结果，而且也用来判断过程本身⋯⋯
某些一般的学习过程不能被当作有教
育意义的学习形式。不尊重学习者人
格的所谓学习过程，就是一个例子”
（同上）。威逼利诱、强制恐吓、死记
硬背，虽然也能够学到知识、技能，
但绝不是教学。以正确的内容、道德
的方式、有意义的过程，培养学生向
上向善的正确价值观的活动，才是教
学。这样的“教”，是不能被替代的。

我们赞许“教是为了不教”，强
调培养学生的独立、自主、创造性；
但，将来的“不教”，正是现在

“教”的结果，只有真正的“教”才
能引发学生的“学”，才能让学生成
长为无须“教”而能创造美好生活的
社会实践主体。在学校教学中，

“学”要在“教”的引导下进行，
“教”要为“学”服务，“教”与
“学”是永远统一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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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学校建设在规划、计
划、方案、制度、机制等方面都需要
磨合、细化与落实。这些都需要教
师们的努力来实现，但仅凭努力是
远远不够的。在努力之外，学校和
教师还可以怎样发力？教师队伍的
建设又该如何推陈出新？

顺势借力
提升职业发展“新境界”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对于教师和学校来说，意义重
大。《意见》提出，要让尊师重教蔚然
成风，广大教师在岗位上有幸福感、
事业上有成就感、社会上有荣誉感，
教师成为让人羡慕的职业。它从国
家战略层面对教师的使命和职责赋
予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更为深远的
价值——“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
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
着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时
代重任，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
要基石”。教师被提升到影响和决
定教育发展“第一资源”、影响和决
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与人民幸福

“重要基石”的高度，承担和完成的
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

“时代重任”，承担这样的使命和责
任，教师理所当然应该成为令人羡
慕的一种职业。此外，《意见》还提
出公办学校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
的特殊法律地位。教师的身份第一
次被政策文件明确表述为“国家公
职人员”。可以说，教师职业在新时
代里迎来了春天。

《意见》让教师们深受鼓舞的同
时，更意味着一种“责任”。教师职
业的地位一旦被明确提升，德行、素
养和作为要与之匹配才行。中国有
句古话：“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意
思是，人们自身的德行及福报要与
其所处的社会地位及享受的待遇相
匹配,如果违背自然规律行事会受
到报应即所谓的“反作用力”。现在
国家如此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我们
应该顺势借力，进一步提升自己的
职业发展的品位与境界。

如果说历史使命、政治地位是
教师职业令人羡慕的外在保障，那
么，专业素养的全面彰显才是真正
建立其职业地位的内在实质。仅靠
国家意志、行政指令并不能保证社
会对教师职业真正的尊重，薪酬待
遇和生活条件也换不来家长与学生
发自内心的爱戴。要让教师成为令
人羡慕的职业，还需要教师自身真
正彰显高尚的职业品德与卓越的专
业水平。而教师的专业素养，至少
应该包括优良的思想政治素质、扎
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与过硬的立德树
人能力。在新时代的春天里，我们
教师应乘风而上，顺势而为，提升自

我，绽放自我。

保持定力
牢记课堂质量“生命线”

有定力的借力才是真正的教育智
慧。如果顺势借力是把握时代脉搏，
那么，保持定力就是不忘初心。近十
几年是我国教育改革风起云涌的时
代，各种教育思潮、流派百花齐放。但
也造成了不少基层的学校和一线的教
师无所适从，今天跟这个风，明天追那
个潮。跟来追去，丢了初心，失了自
我。

学者们普遍认为，在世界各国的
教育改革中，存在着明显的“钟摆现
象”——时而偏向个人本位，时而偏向
社会本位；时而偏向标准化，时而偏向
个性化；时而过于严格，时而过于宽
松。可以看到的是，美国、英国、日本
等主要发达国家其实都在向中国看
齐。日本 2006 年“新要领”的再修
订，意味着对日本过往“宽松教育”的
逆转。而近几年英国引入中式数学教
学方法等消息，更增加了人们对东方

“严格教育”的“好感度”。
教书三十余年，我经历了多次教

改，越发意识到，在教改中既要顺势借
力，更要有定力。这种定力建立在对
教育本质规律、对学生成长特征、对社
会发展需要、对家长现实需求等充分
认识的基础上，取最大公约数。真正
的教育智慧是在变与不变中寻找平
衡。面对高考改革是如此，面对学校
发展也是如此。我们一定要思考，哪
些一定要顺势而变，哪些是要永远坚
守的初心。

有质量的课堂才是真正的教书育
人。2017年9月8日，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陈宝生在 《人民日报》 撰
文，就“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做了深入阐释。在讲话的第二部分提

出：“坚持内涵发展，加快教育由量
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把质量作为
教育的生命线，坚持回归常识、回归
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深化基
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掀起‘课
堂革命’，努力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在
党和政府的文献中，在教育部领导的
文章和讲话当中，第一次看到“课堂
革命”这样的词语。

课堂是教育的主战场，教育改革
只有进入到课堂的层面，才真正进入
了深水区，课堂不变，教育就不变，教
育不变，学生就不变。在某种程度上
说，课堂模式基本决定人才培养模
式。我们现在的课堂，也就是现在的
人才培养模式，还很难培养出学生能
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由于课堂存在问
题的严重性，陈宝生部长才没有用“课
堂改革”这样的提法，而用了“课堂革
命”的提法，这也表明国家改革课堂的
坚定决心。

对于课堂革命、课堂质量的理解，
可以有两个维度，一是“一定要有分
数”，二是“一定不只有分数”。此前，
我校一直强调课堂的高结构设计和低
结构实施。高结构设计的脉络化指向
的是分数、基础学力，而低结构实施的
情境化指向的是个性、创新能力。这
样的课堂革命就是要牢牢把握质量的
生命线，基于分数、超越分数，既要育
分，也要育能，更要育人。有一名教育
学者，说过关于课堂的三句话，我深以
为然：莫把课堂只当课堂、莫把课堂只
当教学、莫让课堂止于安静。他认为
课堂教学是一个过程，它是服务于教
育的目标而存在的，所以课堂的有效
性是判断课堂品质的第一要素，要学
得好，也要考得好。

作为一流的高中，理应培养一流

的学生，造就这样的一流学生，需要我
们共同来打造一流的课堂。让我们把
对教育者初心的坚守，以定力体现在课
堂质量之中。

精准发力
实现走向卓越“复兴梦”

我校在过去一个阶段的发展，特别
是借着改扩建的东风，梳理了内部治理
结构、绩效评估方式、学校文化体系、学
校课程体系等，学校发展的“四梁八柱”
已经初步树立。进入新时代，就到了做
实、做精、做优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
要的不是大张旗鼓地搞面上的运动式
的改革，而是要精准发力式的“点穴式”
改进。

现在上海市各级党政机关都在开
展“大调研、大走访”的工作，在学校发
展的关键年，要以评促改、以评促建、评
建结合、重在建设，同样也需要“大调
研、大走访”，要问计于广大教师。每一
名教师都是学校的主人，学校发展中还
存在哪些问题、哪些不足，均需要教师
们的直言相告、献计献策。在此基础
上，方能用扑下去的“身板”体验短板、
用接地气的“脚板”丈量短板、用钉钉子
的“叫板”补齐短板。

不仅是学校宏观层面的管理工作
要用调研、走访来聚焦问题、精准发力、
改进工作，而且，学校各职能处室、年级
部、教研组、备课组以及每一名教师自己
的工作，都需要在新年里“坚持问题导
向”，树立问题驱动意识，要精实、精细、
精致、精准。改进一个问题，提升一小
步，学校的建设就会前进一大步。我们
要把有限的精力与资源，投入到必须改
进、可以改进的真正有价值的地方，也唯
有这样，才能做到精益求精，才能如我
们所期待的那样，从优秀走向卓越。

（作者系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校
长）

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如何腾飞
陈永平

随着最新一轮高中课程方案和各
学科课程标准的修订，以核心素养为
主线的教学变革亟待实现学习方式和
教学方式的根本转型。然而，教学变
革与课堂转型可以借助何种工具展
开？

最近十年，在由 PISA（国际学生
评估项目）、TIMSS（国际数学和科学
评测趋势）等国际大规模测验所引领
的提升学生学习质量的全球性运动
中，课例研究改进教师课堂教学的卓
越效能，备受世界各国瞩目。许多国
家和地区都将其视为教学变革的强大
工具予以重视。一些教育改革研究专
家也强调，课堂层面最有效的改革方
式所采用的模式应当是：作为合作学
习共同体的教师小组，聚焦于日常教
学的改进，即课例研究模式。显然，课
例研究作为引领教学变革的基本方法
论有待给予足够的重视。

世界范围内对课例研究的关注，
始于对“远离教学的变革运动”的反
思。借助 TIMSS 等国际课堂比较研
究，研究者发现，各国在推进教学变革
时所采取的路径存在重要差异。以美
国为例，普遍的教育变革运动往往避
免直接聚焦于教学，即使是专门针对
教师教学实践改善的努力，比如国家
数学教师委员会（NCTM）旨在改进

数学课堂教学的努力也通常采取如下
变革路径：专家们被召集起来回顾该专
业的研究和经验，形成变革的建议，而
后这些建议被写入文件（如数学教学专
业标准）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这种“研
究、开发与传播”的变革模式通常被称
为“远离教学的变革运动”，因为它人为
制造了理论与实践、研究者与教师之间
的分离与鸿沟，这种“排斥教师的”变革
模式，导致变革的愿景在教育实践情境
中，很难被理想地付诸实施。

不同于美国，包括中国在内的许
多东亚国家采取了极为不同的变革机
制。这些国家赋予教师课堂实践改进
的首要责任，通过课例研究建构了一个
持续的、渐进的实施教学改进的系统。
参与校本专业发展小组的课例研究活
动被认为是教师工作的一部分。一旦
开始教学生涯，教师也就开始了课例研
究这一课堂本位的专业发展活动。在
课例研究中，教师小组在一段较长的时
间内（从几个月到一年不等）定期碰面，
共同设计、实施、检讨和改进一个或几
个“研究课”。相对于美国“远离教学的
变革运动”，这样的教学变革被称为“在
教学中的变革运动”。

“远离教学的变革运动”秉承教学
作为一种单一技能的观点，从而忽略
了教学作为一种文化活动的事实。倘

若是一种非文化的活动，教师通过研究
书面建议和记忆教学技能来学习教学，
或许会有预期的效果。

实际上，教学是一种文化活动，其展
开依赖于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所形成的
关于学科、关于学生是怎样学习的以及
关于教师在课堂上应当扮演的角色等的
传统信念和假设。即使教师在课堂中实
施了各类文件所宣称的“好的教学”的特
征，但多数情况下，这些教学特征由于缺
乏指引很容易被误解，教师事实上只是
以肤浅的方式，使教学与文件中的建议
保持一致。更何况，文化变革总是缓慢
的，我们总有“持续的变革，但却少有真
正的改变”这类感觉，因此单凭教师是否
执行改革文件中的建议作为变革是否成
功的标准，是以手段代替目的的做法，甚
至在某些情况下，改革的建议可能使教
学的质量更糟糕。当把注意力转向追求
自己的教学活动与“好的教学”的特征相
一致时，教师的努力往往远离了学生学
习的重要目标。显然，单纯地依靠教师
执行改革文件的建议实现教学改进是困
难的，教学改进还需要其他的支撑条件。

21 世纪兴起的“优质教学”（quali-
ty teaching）的 观 点 支 持 了 这 一 结
论。优质教学认为教师品质与教学品质
不能画等号，想让学生的学习品质又好
又成功，必须有四个条件来配合：（1）学

习者的意愿和努力；（2）教学和学习的
社会性支持；（3）教学与学习的机会；

（4）良好教学。很明显，纵使是进行良
好教学的好教师，没有其他条件的支撑
也很难使学生成功地实现学习目标。所
以，在“远离教学的变革运动”中，那种认
为只要招募优秀的教师就可以一劳永逸
地实现教学改进的愿望过于理想化了。

真实的问题存在于教学之中，而不
是教师身上，存在于帮助教师改进他们
教学可获得资源缺乏的情况。因而，教
学变革的着力点要从“教师专业化”转向

“教学专业化”。专业并非由证书和文凭
所创造，而是由专业知识、改进专业知识
的机制，和由专业成员改进他们实践的
真实期望共同创造的实体性存在。解决
教学改进问题的焦点，不是对教师的专
业化担忧，而是找到一种能够发展教师
专业知识和提供教师学习如何教学的机
会的机制。很明显，我国广泛践行的课
例研究即是这样一种机制。从这个意义
上说，课例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作为教学
变革的方法论获得推展的。

学校内外的社会与文化正在经历急
剧的变革，教师应在日常的教学实践中
以课例研究为抓手，引发一场教室内教
与学的“静悄悄的革命”。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
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

课例研究课例研究：：教室内教室内““静悄悄的革命静悄悄的革命””
安桂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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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 发
布。而随着新学期
的开启，新时代教
师队伍建设方案的
规划和实施，也提
上了校长们的日程
表。就在此时，上
海市一名校长画下
的对学校教师队伍
建设的愿景图，为
我们打开了新视
界。

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教师张燕上海市复兴高级中学教师张燕（（中中））在同课异构教学研在同课异构教学研
讨活动中讨活动中，，与学生探讨税收的作用与学生探讨税收的作用。。 王腾飞王腾飞 摄摄

北京师范大
学教育学部教授、
博士生导师，《中
国教师》杂志主
编。教育部新世
纪优秀人才，教育
部课程教材工作
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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