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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教学当中，学生经常会因为某些纠
纷，来向班主任老师告状。如果简单粗暴裁
决，不但解决不了问题，也无法让涉事学生
心服口服。教师要细心慎重“断案”，妥善
处理，从而为学生营造一个公平、公正和民
主的成长环境。

班主任老师遇到学生告状的情况，先要
心平气和地详细了解事情原委，然后再分析
一下学生的心理动机，采取不同的解决方法。

其一，学生认为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受
了委屈，比如被人欺负、捉弄，心里不舒服，需
要老师帮助解决。这时教师一定要当好法官
兼老娘舅的角色，给那些确实受了委屈而又
没有能力反抗的学生一些帮助，让他们感受
到师爱的温暖。这类纠纷往往经过复杂，涉
及学生很多，一些学生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
又会用谎言遮掩自己的错误行为，常常引得
班主任老师禁不住发火。这类情况下，耐心
冷静就非常重要。为了不再扩大事态，我通
常在班级重申原则，但并不点名批评，而是私
下里一对一地与学生沟通或者进行教育。

其二，学生认为班级中某些不好的现
象，比如考试作弊、逃避值日等，但其他同
学又不听他的劝告，出于朴素的道德感，他
要指出那些破坏规则的行为。班主任老师对
此应该引起重视，不论大事小事，都要实地
调查。对于这种情况，要对事不对人，可以
让告状者公开在全班同学面前表述自己的观
点，批评那些不正确的行为，让全班学生进
行讨论，使全体学生从中受到教育。在处理
这种告状的时候，我的原则是不奖励任何提
供信息的人。我觉得，鼓励他们在班级针砭
时弊，就是对他们最大最好的支持。

其三，个别学生特别想引起老师的注意，
尤其是希望得到老师的表扬，而来告状。这
类学生往往表现欲很强，但常常被老师忽视，
因而他就借一些小事来告状以引起老师的注
意。这时教师不要急于批评或者表扬这些学
生，而要针对具体情况，耐心引导。

其四，希望与自己关系不好的同学或自
己妒忌的同学倒霉。这类学生告状时往往夸
大其词，以引起教师对肇事人的恼怒。他们
告发他人，出于嫉妒或是威胁的动机，这是
一种损人利己的心态。教师要特别注意矫正
个别学生的阴暗心理，这远比简单纠正某些
违纪行为更重要。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龙凤镇民族
初级中学）

学习包公谨慎“断案”
邹兴平

朱正威，中学生物学特级教师，
中国首届“当代教育名家”，被誉为中
学生物学教育的一面旗帜。1934 年
出生于江苏宜兴，1954 年毕业于华东
师范大学生物系，同年到北京师范大
学附属中学工作。1992 年起兼任北
京师范大学教授。系享受政府特殊
津贴的专家、北京市劳动模范、全国
先进教育工作者，中国教育学会生物
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2018
年5月5日离世，享年84岁。

朱正威老师自上世纪 50 年代
起，一直行走在中学生物教育之路
上，留下了探索者成功的足迹。他
从自己的人生体会和职业生涯出
发，道出了课堂教学的重要性。他
说：“袁隆平的科学论文写在大地
上，教师最重要的论文应写在课堂
上，写在学生心中。”

爱的课堂，激情的课堂

朱正威老师对学生的爱主要表
现在对学生的尊重上。他认为，有
尊重才有教育。除了对人格的尊重
外，他尤为尊重学生不同的思维模

式、思维的技巧、求新和求异的思
维。他曾指出，作为生命体，首先
就存在着遗传基础的千差万别。其
二，作为生命体，就必定有其自主
性和选择性。此外，人的知识、能
力的基础是不同的，思维的方式和
习惯也不相同，大脑的神经网络结
构就不会相同，因此，学生在讨
论、思考问题时的切入点、逻辑顺
序就可能不同，依据的具体例证、
思维跳跃的状况、语言表达和思维
之间的配合等也都有所不同。于
是，只要真的把问题付诸学生讨论
的时候，就不是老师备课中想象和
设计的那套“学习策略”和“目标
体系”，“偏离”和“出奇”是经常
的。所以朱正威老师的课堂讨论大
体只有两种结果：一是“条条大路
通罗马”“九九归一”，这是由异而
同，由丰富而深刻；二是出来了许
多新问题，则“且听下回分解”。朱
正威老师认为，不管怎样，这些结
果都是很好的。

朱正威老师的课堂经常激情澎
湃，讲到动情之处，他经常情不自
禁甚至手舞足蹈起来。一次讲细胞
膜的流动性，他把自己当作膜上的
蛋白质，一会儿模拟漂浮运动，一
会儿旋转运动。这样一堂课下来往
往是衣襟湿透。讲课讲热了，他就
开始脱衣服，先是外套，脱了还
热，就脱背心，于是学生们送他一
个雅号，称他“脱”先生。他的这
种对生命科学的热情深深吸引和感
染着学生，潜移默化地唤起了学生
对生命科学的热爱。

生活的课堂，诗意的课堂

朱正威老师认为，生物教学要离
学生生活实际近些、更近些。朱正威
老师虽然从事理科教学，却能在课堂
上通过恰如其分的比喻、诙谐生动的
语言和动作，将干涩冰冷的科学概
念，讲解得活灵活现、丰满而富有生

机，给听课人以美的享受。
朱正威老师认为，任何一个生

物学习主题的提出，学生其实已有
相关体验，或来自日常生活的接
触，或来自大众传媒，或来自自己
的探求和思索。在初中生物课“青
蛙的捕食”中，一名农村长大的学
生抛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钓青蛙
时不用鱼钩？”这打断了朱正威老师
按捕食时舌的运动过程进行的讲
解。朱正威老师索性让这名学生先
来讲一讲钓青蛙的过程。学生讲得
绘声绘色：“先在竹竿上拴一根钓
绳，不要钓钩，只要系上一个蚱蜢
做饵，持竿在池畔草丛轻轻地抖
动，青蛙就会吞住不放而被捉。”随
后，朱正威老师引导全班由此讨论
三个问题：一是青蛙为什么会咬住
不放？这和青蛙的舌根在前、舌体
折叠、舌尖在后的“卷舌”有关。
朱正威老师告诉学生青蛙上颌有一
对锄骨齿，以防止食物的滑出，钓
青蛙正是利用了青蛙舌部的特殊结
构。二是为什么要抖动竹竿？这是
模拟昆虫的跳跃，蛙眼对运动中的
物体具有极强的识别能力，因此才
有了仿生的电子蛙眼。三是如何看
待捕杀青蛙？这是一种应该受到谴
责的行为。由于湿地的减少，青蛙
的数量也在急剧减少，还出现了畸
形的青蛙。朱正威老师又适时推荐
学生阅读两栖类濒临灭绝的有关科
学报告。朱正威老师课上还有很多
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联系的例子，如
膳食的合理营养问题、肥胖问题、
烦人的“青春痘”问题、提高用脑
效率问题、为朋友或亲人的疾病忧
虑的问题等，不一而足。

朱正威老师还经常借助古诗词
揭示生命现象中蕴藏的内在规律，
让学生感受到生命科学不仅包含自
然科学的真知还具有人文科学的风
采和内涵。如讲鱼类的生殖洄游，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
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

上时”的诗句，把鱼类的生殖洄游
诗意化了；讲温度对植物生长的影
响，他吟咏“人间四月芳菲尽，山
寺桃花始盛开”⋯⋯一幅幅动人的
五彩画卷展现在学生眼前，遮住了
原本枯燥的文字图表。

哲人的课堂，社会的课堂

朱正威老师不仅是一位优秀的
教师，还像是一位睿智的哲人，在
课堂上会适时引入生命的哲理。当
他讲到生命是个开放的系统，不间
断地和环境之间进行物质和能量交
换，即机体的新陈代谢或自我更新
的时候，会点出这里所隐含的生命
哲学——“开放才有生机，更新才能
存在和发展。”又如，讲到生物群落的
演替，结课时他总结道：“我们这节课
讲了一个重要的哲学思想‘万物皆
流’，‘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青
春不再，我们一定要争取创造更多的
辉煌。”再如，1999 年 5 月美国炸毁我
国驻南斯拉夫使馆，第二天，朱正威
老师上生物课，课的内容是“生命起
源的化学进化学说”，他从无机物形
成有机物开始，说到有机小分子如何
合成有机高分子，有机高分子如何聚
集成多分子体系，直至如何演变为原
始生命。讲到这里，朱正威老师感叹
道：“生命来之不易啊，人的生命更是
如此。那些无视生命尊严、肆意践踏
生命的行为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
吗？”短短几句铿锵有力的话语震撼
了学生的心灵。

“现代”课堂，“历史”课堂

朱正威老师认为，我们应在现
行的学习内容框架内，融入生命科
学的现代进展。他说，生物学的进
展，特别是从 1953 年沃森和克里克
发 现 并 建 立 了 脱 氧 核 糖 核 酸

（DNA） 模型起，不仅把本世纪初建
立的细胞遗传学推向了分子遗传

学，而且推动了分子生物学及相应
的生物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它的
成果越出了科学家的书斋和实验
室、科学论文和专著，通过大众传
媒进入了千家万户。从人类基因组
计划到致癌基因，从转基因动植物
到克隆基因，从线粒体基因到人类
始祖“非洲夏娃”，从餐桌上的转基
因食品到 DNA 侦破技术，等等，渐
渐地成为有文化的公民必备的常
识。于是，基础教育中的生物科学
教育，就需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改
革我们的课程和教材，在课堂内引
进生命科学的最新进展。例如：“无
性繁殖和营养繁殖课程内容的确
立，从组织水平的克隆、细胞水平
的克隆到基因的克隆，都是人为干
预下形成的无性繁殖系。而那头成
为 1997 年科技革命的重大新闻的克
隆绵羊——多莉，由此就可以步人
我们的课堂。”这不仅体现在朱正威
老师主编的生物教材中，更是体现
在朱正威老师的课堂里。朱正威老
师认为，不管课程内容如何更新，
总也赶不上科学与技术的进展，老
师要把最先进的学问引进课堂。

朱正威老师除了将生命科学的
最新进展引入课堂外，还特别重视
回顾科学发展的历史。朱正威老师
认为，生物科学史所蕴含的营养极其
丰富，而且了解它远比了解科学的结
论及技术的成果更为有趣，因为科学
活动中的直觉、想象、怀疑、创造性以
及观察、收集数据、归类和证明结论
的能力尽在其中，所以课堂内还要有
科学史的分析。这对于学生科学思
维、科学方法、科学态度的培养都是
大有裨益的。我们中学生物教师的
教学，应建立在通晓本学科发展史的
基础上，随时随地和相关内容结合起
来，使课堂教学更能激起学生思维的
火花，学生在品尝知识的硕果时更具
有深厚的历史感。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生命
科学院）

最重要的“论文”写在课堂上
——朱正威课堂教学研究

徐宜兰

⦾⦾名师风采

⦾⦾班主任工作坊

凝心聚力改革 同心同向育人
——西南大学系统推进思政课“一体多维”综合改革及协同育人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大学在“05方案”改革
探索基础上，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用好课堂
教学这个主渠道”等系列重要讲话和“高校思想政
治理论课必须办好，关键是要把教材编好，把队伍
建设好，把课讲好”的“1 好+3 好”重要批示的要
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深
化改革为抓手，以教学质量提升为旨归，依托国家
教育部门择优资助项目“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研究”等，聚焦课堂教学这一主体，探索涵盖教学
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师资队伍、体制机制
等五维的“一体多维”综合改革和“课内课外、校
内校外、网上网下、显性隐性”四大协同育人创新
实践，形成同心同向同行的大格局，为办好思政
课、强化思想理论武装和价值引领提供了具有示范
推广意义的新理念、新举措和新经验。

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
综合改革，形成改革“大
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西南大学立足
人才强国战略和立德树人的使命担
当，强调以“大格局”凝聚思政课建
设与改革的“大合力”。始终坚持党委
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紧
密配合，马克思主义学院具体实施的
领导体制，始终秉持问题导向、统筹
谋划、稳步推进的改革理念，深入推
进思政课“一体多维”综合改革和协
同育人的实践探索，构建起同心同向
同行的思政课改革“大格局”。

学校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思想政治
理论课建设领导小组和改革领导小

组，整体设计改革方案和蓝图，提出
“育德为本、分类施教、效果至上”的

教学理念，将思政课建设和改革置于
学校总体规划首位，率先制定并实施

《西南大学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方
案》，形成综合化、系统化的工作思路
和实施体系，增强思政课改革的前瞻
性、系统性和整体性。统筹协调整合
校内外各方面资源，特别是教师资
源、课程资源、实践资源、文化资源
等，形成多部门多方面力量相互合
作、内在联动的全方位、全环境、全
要素育人效应。坚持以提升思想政治
理论课质量为中心，推进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学体系、评价体系、人才体
系、学科体系、保障体系等系列改
革，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
理念思路、教学实施、运行机制、队
伍建设及资源整合，引领办好思想政
治理论课和提升质量的根本方向。5
年来，有 50 余所市内外高校来校围绕

思政课综合改革进行观摩交流；8 省
市 14 所高校加入“1+3”教学实施体
系，受到了 《光明日报》 等多家媒体
的报道和推介。

创建思想政治理论课
实施体系，谋实抓手“见
实效”

学校既整体推进思政课改革，做
到综合施策，又在教学理念、教学方
法、教学内容、师资队伍、条件保障
等思政课改革的 5 个关键要素上重点
突破，以“实抓手”提升“硬实力”。
学校创新教学理念，坚持“整体育
德，分众教学，网络互动，协同育
人”；改革教学方法，实现思政课传统
优势同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加强条
件保障，不断夯实做强思政课改革的
条件支撑，在教学内容和师资队伍建
设方面更是下足功夫、成效显著。

着力加强思政课教学内容建设，
促成教材体系向教学内容体系转化，
形成了“立体化”的教学内容体系。
依托各级各类项目，集中力量建成两
门国家精品课程 （网络教育）；研发涵
盖四门必修课的“至善在线学习平
台”；创立微信公众号，通过“微引
领”“微循环”“微服务”等栏目服务
理论教学，实现教与学同频共振的全
方位、跨时空育人格局；开发市级

“优秀教学案例”“精彩一课”“疑难问
题解析”“精彩多媒体课件”等 80 余
项；承担重庆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资源库建设任务；编撰出版 《思想政
治理论课专题讲义》《思想政治理论课
学习精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故事案例
集》《中国梦大学生读本》《生活中的
马克思主义》 等系列教学辅导读物，
在用好“马工程”统编教材的基础
上，打造更具本土特色、更加贴近学
生、更能丰富教学的辅学读本。

狠抓队伍建设，精细培养，专兼

结合，着力打造高水平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队伍，让教师站好、站稳思
政课的育人讲台。专职教师队伍建设
注重引进与培养相结合，引进国内一
流高校博士、博士后，支持教师提升
学历和职称层次，选派优秀教师到世
界名校访问学习；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重在遴选校内外学识渊博、德行高
尚、信念坚定、业务精湛的著名学者
与知名人士，专兼职高水平教师达到
130 人。举办专项培训提升专兼职教
师的教学能力，选派骨干教师参加国
家级别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组
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利用寒暑假赴
教育部门思政课实践基地参加实践考
察；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党的十九大精神研究等专项项目推进
教学科研有机融合。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团队是由青年长江学者、思政杰
青、思政课教学标兵和影响力人物组
成的奋发向上的中青年骨干团队。

聚焦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质量，用好用活“主
渠道”

落实立德树人，关键是要用好用
足用活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长期以
来，学校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教
学的主体地位，一方面，严格对标对
表，落实课程及学时学分规定，实现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全覆盖。另一方
面，加强教学内容建设，深化教学方
法改革，创新教学话语表达，让内容

“实”起来，师生“动”起来，课堂
“活”起来，教学“火”起来，效果
“好”起来。通过研发“立体化”的教

学内容体系，优化了教学内容，及时
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成果进课
堂；通过探索教学方法改革，以多层
次、全覆盖的思想政治理论课“1+
3”教学实施体系为平台，推进思想政
治理论课课堂教学传统优势与现代信

息技术相结合；通过创新教学话语，
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让马克思主义讲中
国话，让大专家讲家常话，让基本原
理变成基本道理，让根本方法变成管
用方法，推动教学接地气，这些举
措 实 实 在 在 地 使 思 政 课 教 学 “ 配
方 ” 更 新颖、“工艺”更精湛、“包
装”更时尚，教学的亲和力和针对性
得到极大提升，育人的活力和魅力得
到充分彰显。

坚持教学科研相结合，以科研促
教学。近年来，学校积极鼓励引导教
师围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和教
学质量提升做科研，出版著作 70 余
部，在 《马克思主义研究》 等权威刊
物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多篇文章被

《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
获得国家、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
30 余项；多项改革入选教育部门“择
优推广”计划、创新团队、人才资助
计划；《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读本》 被
中央宣传部门、新闻出版部门评为

“第二届优秀通俗理论读物”“十佳渝
版图书”。3 篇论文入选“高校马克思
主义理论影响力论文”。在 2017 年第
四轮学科评估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
科进入 A 档排名前 10%。学科建设成
效和理论研究成果也为思政课质量提
升提供了坚实支撑。

构建思想政治理论课
协同机制，育人体系“同
向行”

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育人水
平，必须理顺育人机制。长期以来，
学校坚持“整体协同育人”理念，遵
循学生发展与教学规律，统筹协调整
合校内外各种育人资源，理顺育人机
制，一方面推动大学生日常思想政治
教育与思政课建设深度融合，形成协
同效应；另一方面，充分挖掘和发挥
高校、政府、企业、社会等的独特优

势，构建了“协同化”整体育人机
制。聚焦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提
升，与四川省广安市邓小平故里管理
部门、重庆市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
中心等共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与重
庆至善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研发了
高效便捷的“至善在线”数字化教学
互动平台；基于课堂教学，利用红
岩、抗战大后方等文化资源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化浸润活动；构建了“课内
课外、校内校外、网上网下、显性隐
性”等相互协同的育人机制，形成育
人大合力。

西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育
人成效显著，涌现出了一大批积极向
上、勇于担当的大学生群体和个人。
近 5 年就业率均超过 94%；97%的毕
业生对在校期间思政课的学习表示满
意，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思想政治素质
和职业素养高度肯定；毕业生徐梅在
扶贫攻坚中因公殉职，被追授贵州省

“五一劳动奖章”“青年五四奖章”“三
八红旗手”。在校生中涌现出一大批积
极向上、勇于担当的群体和个人：大
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讲
团、学生女子国旗班等获全国五四红
旗团支部、全国先进班集体；“火柴
头”“红帽子”等青年志愿者服务队活
跃于校内外；思政课艺术创作公益广
告“一滴水”获第二届网络宣传思想
教育优秀作品奖；王刚、苏聪文、段
永杰等 3 人 26 次深入基层、支教扶
贫，获评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姚章等 40 余人获全国中学思想政治微
课大赛大奖。

西南大学思想政治理论课“一体
多维”综合改革和协同育人实践得到
各界高度认可。国家主流媒体分别以

“西南大学深入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综
合改革”“西南大学‘三个转化’深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思政课也
能有‘粉丝’”“西南大学：让‘高大
上’的理论‘接地气’”等为题，多
次报道西南大学思政课教学改革和协
同育人的新思路新举措。

（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