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周刊 教师成长
2019年3月20日 星期三

10 主编：汪瑞林 编辑：杜悦 设计：王星舟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13 邮箱:jybjiaoshi@vip.163.com·

“新教师处于职前培养与职后发展的衔
接期，他们身上既沉淀着师范教育的成果，
又蕴含着未来教师专业成长的基础，是职前
职后衔接的关键点。”在2018年中国教育学
会教师培训者联盟年会上，中国教育学会教
师培训者联盟年会全体与会会员发出“新教
师成长·广州宣言”，呼吁推动建立新教师
专业化专门化培训制度，并以新教师为切入
点，将建立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机制落
在实处。

前不久，第十五届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
和 2018 年中国教育学会教师培训者联盟年
会在华南师范大学联合召开。两个会议首次
联办，旨在着力探索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
化的有效路径，推进全国教师教育的改革与
发展。会上，专家学者们就如何实现培养培
训并肩、职前职后一体、共育大国良师等目
标，展开了深入研讨。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调研发
现，少数师范院校人才培养端与需求端脱
节。这些院校不但未能注意到教师培训对职
前培养的反哺作用，甚至将教师培训“另眼
相看”。

华南师大教师教育学部常务副部长王红
兼任广东省中小学校长联合会常务副会长，
她说，部分中小学校长向她抱怨，少数新教
师由于在“闭门造车”的人才培养体系中学
习成长，不能很好地适应中小学教育实践需
求。在王红看来，新教师培养是中小学、师
范院校的共同职责。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就明
确提出，师范院校教师要具有“职前职后一
体化指导能力”。这要求师范院校不仅要把
师范生培养成准教师，也要关注师范毕业生
如何“华丽转身”为中小学校优秀新教师。
师范院校和中小学校携手助力新教师成长，
将是未来的必然趋势。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兼教师培训者联盟
理事长尹后庆对此很赞同，他指出：“新教
师既是师范大学的产品，又是教师专业成长
的起点，他们是研究职前职后一体化的关
键。4 年的职业养成与 40 年的专业发展同
样重要，师范大学掌舵师范生的培养大业，
事关未来教师质量。”在尹后庆看来，教师
培训者联盟年会和全国师范大学联席会联合
召开，标志着教师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的两
支队伍走在了一起，也标志着职前职后一体
化完成了形式上的对接。

任友群建议师范院校直面痛点，对症下
药。他也开出了“药方”，要重塑和优化教
师教育体系，突破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
割裂的教育模式，建立高校、政府、中小学
校职前职后衔接的人才培养机制。

为推动区域内的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
“琴瑟和鸣”，广东以“新师范”建设为抓
手，做出了有益探索。广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王创介绍说，针对教师培养培训质量滞后于
教育事业发展等问题，广东以教师教育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为动力，注重办好一批师范院
校和师范类专业。目前广东省已立项建设
11 个广东省国家教师教育创新试验区，建
设 10 个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成立 5
个省级教师教育和教师发展联盟。

在区域内教师教育职前职后一体化这盘
“大棋”中，作为领头羊的师范院校应如何
勇担重任呢？华南师大也做出了示范。据华
南师大校长王恩科介绍，该校率先在全国设
立了教师发展与管理二级学科点，专注职后
培训研究和人才培养，健全教师教育职前职
后一体化的学科体系。该校还在全国率先成
立教师教育学部，优化机制，整合资源，推
动教师教育学科建设。大刀阔斧的改革也结
出累累硕果，其中在职后培训方面，华南师
大连续 9 年承担“国培计划”示范性项目，
近10年集中面授20余万人次在岗教师。

少数师范院校内的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
培训部门各自为政，双方应如何成为“最佳
拍档”呢？王红认为抓手之一是资源高度整
合的体制机制综合改革。华南师大教师教育
学部作为统领华南师大教师教育的专业机
构，将作为职前职后一体化的“摆渡人”，
借助师范专业认证之势，推动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将新教师未来5年的专业成长、职业
成就所需，倒推为不同的专业能力体系，由
校内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部门分工协作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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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盾

每 个 学 生 都 有 自 己 的 小 秘
密，他们在学习生活中，有时不免
会遇到一些非常难堪的事，学生
的尴尬事，班主任老师该如何面
对呢？

遇事波澜不惊

在乡镇中学担任班主任时，一
个教师节的晚上，学生们强烈要求
举办庆祝教师节晚会，我答应了，
但要求他们听从班干部指挥，并要
求班干部，特别是文艺委员要精心
组织。虽然准备时间比较短，但总
体看组织得还不错，从节目单上看
演出也应当比较精彩。

小辉是一个性格内向的男孩，
虽然有些腼腆，但从小在父母的培
养下，舞跳得非常好。晚会中的第
一个节目就是他的独舞，小辉平时
说话办事比较拘谨，但跳起舞来，

不仅放得开，而且跳得非常投入。
当他舞蹈跳得正尽兴时，可能因为
没来得及换专门的演出服，也可能
因为跳舞的幅度过大，当他伴随着
舞曲，昂头向上一跳，双脚还没落
地时，同学们就开始哈哈大笑，有
的甚至笑得前仰后合。

原来是小辉的裤子突然滑落到
地上，在同学们的笑声中，他尴尬
地提起裤子，蒙住脸，站在原地不
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
来，面红耳赤地跑回座位，扑在课
桌上，害羞得不敢抬头。

我表情严肃地站起来，静静地
望着大家一言不发。这时学生们的
笑声逐渐变小，最后慢慢消失了。
晚会继续进行，小辉也抬起头来，
继续观看其他同学的表演。

尽量帮学生解围

在一次公开课上，我将一道数
学题出示在黑板上，请学生们思考
了一会儿之后，我问大家：“解答

这道题的突破口在哪儿？”
我的话音刚落，小松就高高地

举起了手。我心里不禁犯嘀咕，这
个学生平时成绩较差，而这道题难
度较大，他能答出来吗？见我还在
迟疑，小松昂起头，将手举得更高
了，我只好请他回答。小松乐呵呵
地站起来，声音非常洪亮：“可以
从数学知识中，寻找解答这道题的
突破口！”

这种漫无边际的回答，引得全
班学生包括听课老师在内，一起哄
堂大笑。小松尴尬地望着大家，不
知所措。

我当时想，小松的回答大而无
当，不得要领，但精神可嘉，不应
打击他的积极性。于是顺着说：

“感谢小松帮同学们指定了总体范
围，解答这道题，的确离不开数学
知识。现在请同学们进一步思考，
需要数学中的哪些具体知识？”
学生不再笑了，静下心来继续思
考，小松尴尬的神色也得到了缓
解。

故意视而不见

还是我在乡镇学校任教时，有
一天中午，路过学生小娟的家门
口。偶然撞见小娟的父亲正指着她
骂道：“找我们要钱积极，你学习有
要钱这么积极吗？”小娟也不示弱，
大声和父亲争吵起来。当她抬头看
到我时，刷一下脸就红了，迅速低下
头。我径直走过去，假装没看见。

下午回到学校，小娟特意来到
办公室里小心翼翼地试探我，发现
我一问三不知，以为我没看见她和
父母吵架的事，也不再为此事惴惴
不安了。

学生家庭中的某些私事，教师
不宜干预过多。亲子冲突的情况
下，如果教师在场，学生会担心教
师在同学面前传播，影响不好，会
让他们感到非常尴尬。家家有本难
念的经，教师无法帮助学生悉数解
决家庭内部的事，但可以避免让学
生尴尬。

适当包容学生错误

一次期中考试，我担任监考时，突
然发现平时学习非常努力、成绩非常
优秀的小张，在考试中显得鬼鬼祟祟
的。只见他时而低头快写，时而抬起
头来盯看我。趁他低头写字的瞬间，
我突然默默走到他身边，发现他卷子
下面还有一张纸，他正在抄写答案。
发现我站在身后，惊慌地停下笔。

我在他身边站了几分钟，一言不
发，随后离开了。若干年后，在一次
师生聚会中，再次遇见小张，他对我
说：“感谢老师当年的宽容，要是您
当场将我的舞弊行为公布于众，也许
这次同学聚会，我就没机会参加了！”

教师不能无原则地迁就学生，但
可以根据学生的品格特征和平时表
现，区别对待，对一些品行兼优的学
生适当宽容。很多时候，无声的教育
对一些有觉悟的学生而言，可能会带
来更好的教育效果。

（作者单位：湖北省秭归二中）

善待学生的尴尬
董建华

从教 25 年来，从一线教师到
教研员，从教材实验者到教材编写
者，从学科教师到学校管理者，无
论岗位调转、身份变化，我始终专
注于小学数学的实践与研究。我还
曾经对国内外 30 多位数学教育专
家进行访谈，与全国各地的教师朋
友广泛交流。对比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国家地区的教育理论和实践，
我开始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那些
看似矛盾的教学对立面，并非一定
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正在走
向相互依存的融合。

关注“教师的教”，
也关注“学生的学”

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在判
断一节数学课的好坏时，常常优先
关注：教学内容挖得深、教师语言
幽默、板书设计巧妙、课件做得精
美等，总之在我的关注点中，占主
导地位的是教师的表现，而并非学
生的成长。教学内容挖得深，有时
源于教师自己对问题的新理解，但
或许已经超越了小学生的发展区；
教师的流畅表达，只不过是课堂的
线，学生即使表述得疙疙瘩瘩，却
是自己的所得，这才是课堂的珠；
那些吸引眼球的课件和板书并不是
学习真实发生的标识。因此，从某
种角度来说，很多时候我们对某些
课堂教学的观感和学生实际的获得
感并非正向相关。让我铭记在心的
是我自己的一堂公开课。

这是一节圆周长的练习课，主
要教学目标是引导学生进行圆周长
的变式练习，并从中发现规律。上
完这节课后，听课教师反响不错，
在场的很多专家也给予好评。但
是，有一位我多年熟识的师长——
来自美国特拉华大学的美籍华人蔡
金法教授对我的教学效果评价有所
保留。据他的课堂观察：“课堂的
精彩，总是表现在几位表现好的同
学在与教师对话，而对于全体学生
来说，收获到底怎样？学生解决问
题的精彩，很多时候是因为老师之
前精彩的预设和铺垫，学生自己是
否能独立解答？给学生独立思考问
题的时间太短，以至于不能确定孩
子们是否思考过。”

课后，他与我的一番恳切交
谈，让我还没来得及享受“顺利上
完公开课”的轻松，旋即陷入了深
思。我立即重新站在“学生发展”
的角度来设计这节课，力争“让学
生自主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让学
生直面问题，让学生静静地慢慢地
解决问题”。之后的一次公开教学
展示，是在台州临海的一所学校，
我努力按照蔡金法教授的思路来重
新组织教学，给了孩子们更多的机
会和时间，让他们自己理解与消
化。新的尝试带来了新的收获，学
生真的没有让人失望。在进行课堂
教学效果的比较研究之后，我更加
懂得：数学教学设计的流畅和实

效，应该以“让学生真实的发展”
作为依据。

教学中应权衡好“小步子”与
“ 大 问 题 ” 教 学 的 不 同 ， 探 索
“教”与“学”的内在关系。历史
告诉我们，任何的矫枉过正都是为
了达到新的平衡，而不是选择其中
的某一面。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
层面，都可以形成共识：任何以

“教师”为中心或者以“学生”为
中心的学说都会有失偏颇。要实现
有效的教学，离不开教师的教，也
离不开学生的学，不要偏向一边，
忘了另一边。关注“教师的教”，
会强化主导，清晰目标，更加高
效；关注“学生的学”，会更加突
出主体，促进学生发展，让教学更
加有效。

关注双基的扎实，也
关注能力的发展

我国著名的数学教育家张奠宙
先生曾反复强调，“双基”是中国
数学教育的特色，把小学数学基础
打扎实，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尤其
重要。无论我们将经历怎样的教育
变革，这一点都应该不动摇。有些
与时俱进的问题需要讨论和研究：

“双基”的内涵发生了怎样的改
变？我们到底期望学生通过怎样的
方式达到成绩优异的预期？在 PI-
SA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等国际
学生测试中，不难发现，我们国家
学生的数学成绩总体上看是领先全
球的，只是为此付出的时间和代价
也是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

虽然不同学校和不同的区域情
况不尽相同，但是从更大的范围越
来越多的大数据分析中，我们可以
感受到学生的数学基础比较扎实，
但能力的发展空间还很大。

2010 年，笔者在担任区教研
员期间，曾经做过一次区域大调
查。全区的 2300 多名三年级学生
参 加 了 一 次 运 算 能 力 测 试 ， 在
188×6、824÷4 等三位数与一位
数 乘 除 的 测 试 中 ， 通 过 率 高 达
98.21% ， 而 在 进 行 如 75 + 125 ×
3×4 这样的混合运算时，通过率
却只有 54.29%。同样，浙江省张
天孝老师主持了一项跨越 15 年的
大规模调查，其调查结果显示：对
于大部分学生来说，那些基本的、
机械的按照程序进行的“低层次的
技能”已经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
而学生的“合理灵活计算、多种方
法解题”等“高层次的能力”还处
于比较低的水平。回到现实教学
中，大部分教师带领学生平时练得
比较多的还是直接计算，练到“脱
口而出”，甚至接近“基础过剩”，
但是在促进学生能力发展方面却用
力不足。

《义 务 教 育 数 学 课 程 标 准
（2011 年版）》 指出了这样的教学
基本理念：人人都能获得良好的数
学学习，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
同的发展。前一句我们做得不错，
后一句还需继续努力。我们不能只
满足于学生的基础扎实，还要努力
满足不同学生差异化发展的需要，
真正让不同的人在数学上得到不同
发展。

关注学生的深度学习，
也关注技术的深度融合

进入 21 世纪以来，信息技术
给人类的生活和学习带来了前所未
有的改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信
息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过程划分
为四个阶段：起步、应用、融合、
创新。

从 1996 年开始，我就尝试将
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小学数学教学
中，亲历了信息技术与小学数学学
科融合发展的不同阶段，深切体会
到信息技术给数学教育带来的机遇
和挑战。

起初，我参与制作了一些数学
教学课件，主要是集图像、声音、
动画等为一体的多媒体课件，数学
内容直观呈现，比传统课堂更加形
象生动，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
高学生的兴趣。基于“新奇”，师
生觉得也不错。但客观地分析，浅
层次的应用只是优化了教学手段，
黑板变白板，教材变投影，有时使
用不当，还削弱了学生原本该有的
思考机会和想象空间。这一点在
2013 年 的 《中 国 教 育 信 息 化 报
告》 中也有提及，教师教学演示的
应用也大都停留在直观演示层面，
很难有深入学科问题的教育软件。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张景中的指
导下，我接触到数学学科软件“超
级画板”。在主持课题的研究过程
中，我深切地感受到，绝大部分的
一线教师是没有时间制作复杂课件
的，大部分教师只希望选择和应

用。所以，我们为此创建了方便教师
直接使用的课件库。但是坦率地说，
要让广大的教师改变自己的工作习
惯，用别人的课件，推广难度不容乐
观。有时，一个教师磨课多次，才做
好一节公开课的课件，就是同一个学
校同一个年级的隔壁班都不曾推广使
用。由此也不难理解，相对其他行业
来说，信息技术对教育行业产生的影
响是相对不足甚至是迟缓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数学教学到底
需要怎样的环境？需要怎样标准的装
备支持？也许不同教师有不同的选
择。我们要相信技术的力量，积极应
用新的技术，将技术融合到日常的数
学学习中。只有“使用”，才能体会
到“作用”。越是深入地使用，才越
能体会到技术不仅仅是数学教学的手
段，有时也是教学目标所在。我在英
国留学期间曾访问南安普顿大学，在
数学科学楼访问范良火教授，当我问
及在他看来信息技术可以改变什么，
他回答说：“改变一切。”这个回答，
在信息技术瞬息万变的智能化时代，
显得格外有力。

关注国际经验的借鉴，
也关注中国经验的输出

作为一位小学数学教师，在过去
的工作经历中，我有幸去过英国、日
本、芬兰、美国、韩国、墨西哥等国
家进行访学或者会议交流。尤其是
2011 年参加教育部组织的中小学教
师海外高级研修班，在英国访学半年
时间，丰富了阅历，增长了见识，拓
宽了视野，从而让我在一个更为广阔
的背景下来思考教育问题和学科建
设问题，也更深切地体会到教育全球
化背景下经验的双向互动与彼此交融
的意义。

过去，我们学习别国经验比较
多。早年受苏联教育影响比较多，后
来受西方教育影响较大，无论是学
制、教法还是教材，都能看到当时世
界教育先进国家的影子。现在不一样
了，尤其是近几年，英国决定斥巨资
向英格兰 8000 所小学提供教科书支
持和教师培训，以改用中国上海的数
学教学法。同时还将建立专业数学教
学中心，作为普及“中式教育”的平
台。之所以中国上海的经验备受关
注，源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中国上
海的学生连续两届 （2009,2012） 获
全球第一。

中国数学教学被英国引进，的确
是中国数学教育的光荣，理应增强中
国数学教师教学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说明中国数学教育的确是在全世界领
先的。由此可以激励我们思考的是：
中国上海的数学教育经验可以输出英
国，那么中国北京、浙江、江苏等其
他地区的数学教育经验是否也可以对
外输出呢？在全世界关注中国数学经
验的时候，我们是否储备了足够的国
际型人才以精准地表达中国经验？就
小学数学教师群体来说，绝大部分数
学教学名师英语都是短板，中国的小
学数学经验靠谁来向全世界展示?怎
么展示？展示什么？在建设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全球化背景下，这些教育问
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教学选择：从矛盾对立走向依存融合
唐彩斌

名师 思录录反反

⦾⦾班主任工作坊

唐彩斌 现任杭州市时代小学校长，浙江省小学数学特级教师，浙教版新思维小学数学教材副
主编，中国教育学会小学教育委员会常务理事。5次获得国家、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出版《怎样教
好数学——小学数学名家访谈录》《唐彩斌与能力为重的小学数学》等专著10余本，主编学生数学阅读
丛书《数学在哪里》12册。

⦾⦾杏坛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