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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特级教师，现任教于

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师。倡导
“教师即教材”的教学理念，开
创了“课例文学”的教学反思
文体，探索作文教学法的改进
与创新。已撰写出版多部教
育教学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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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春易
生物特级教师。现

任北京十一学校副校长，
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
师。曾获得全国模范教
师、省部级劳动模范等荣
誉称号，获2018年基础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已出版《从学科
教学走向学科教育》《选
课走班100问》等专著。

《课堂重建：帮助学
生成为学习主人》2019年
4月10日

罗滨
化学特级教师，现为北京市海淀区教

师进修学校校长，全国优秀教师。国家教
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教师教育
课程资源委员会委员、义务教育和高中化
学课标组成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在成就学生中促进自身成长》2019
年4月17日

张韶龙
物理特级教师，现任教于上海南汇中学。

倡导基于对话式教学的“五味·三能力”课堂，
曾荣获全国教学大赛一等奖、上海市教育教学
论文一等奖等奖项，已出版《笃行润物释理
对话导航探究》《教育的物证理治》等专著。

《润物释理，“对话”改变课堂》2019年5月
22日

刘姗
音乐特级教师，现任教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南海实

验小学，积极探索课堂教学改革，提升学生艺术素养。近年
来，其教学论文及教学案例多次获奖。她执教的课例曾获
全国“一师一优课”一等奖、全国名师优质精品课一等奖。

《巧设音乐情境 塑造美好心灵》2019年6月12日

赵长河
语文特级教师，现任教于中国教科

院丰台实验学校。提倡并践行语用式语
文教学。在《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
等报刊发表论文80余篇；参加和主持多
项国家、省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主编出
版《过程互动式高中作文教程》。

《语文教学怎样踏上语用的正道》
2019年9月4日

钱永昌
物理特级教师，现任教于厦门外国语学

校，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主持的专题
项目获国家级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福建省特等奖。曾多次获全国教学比赛一
等奖。发表及获奖论文40余篇。

《物理教学如何激发学生创新潜能》
2019年11月20日

邢成云
数学特级教师，现任教于山东省北镇

中学，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曾荣获
山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师德标兵等称
号。两次获得山东省省级教学成果奖，在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及专业重点期刊发表
教研论文180多篇。

《整体化教学：课堂直指学生思维发
展》2019年12月11日

刘祥
语文特级教师，现任教于江苏

省仪征中学，“三度语文”首倡者和
践行者，江苏省教育科研优秀教
师，“长三角”地区教育科研先进个
人。出版了《语文教师的八节必修
课》《追寻语文的“三度”》《中学语
文经典文本解读》等专著。

《追寻“生命在场”的语文教
学》2019年3月27日

唐彩斌

数学特级教师，现为杭州市时代小
学校长，浙教版新思维小学数学教材副
主编。多次获得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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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选择：从矛盾对立走向依存
融合》2019年3月20日

2019 年教研培训依然面临很多新问题新挑战，相关
各种问题的思考与争辩也与日俱增。过去一年中我们课程
周刊教研培训版面努力关注各种教研培训问题，肯定那些
积极有效的探索实践，同时力争提供一个开放的平台，供
大家探讨交流。

教研转型：“辩”与变
2019 年各地教研依然面临着各种问题，对其中的一

些焦点问题，一线教师与教研员持有不同的观点，但有一
点能达到共识，就是当下我国基础教育正处在重要转型
期，这种转型给教研工作提出了新挑战，也为教研员的

教研工作赋予了新的内涵，换句话说，教研员自身也
面临着转型问题，教研工作的内涵需要拓展，教研

工作的方式也需要改变。为此我们尽量选取那些问
题剖析较为翔实具体同时也更有建设性的文章。

王姣姣 《名师工作室如何开展跨界教研》
（2019 年 5 月 8 日） 一文分析了名师工作室发

展遭遇瓶颈的原因。她指出，时下很多名师
工作室只是其中的名师名声在外，而名师工
作室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
出来。名师工作室主持人对工作室职能与
运行方式等方面的认识与研究不够，未
能突破传统教研模式的藩篱，未产生有
影响力的教研成果。

刘军 《体育教师更需要教研团队
支持》（2019 年 5 月 8 日） 一文分析了
一些“副科”的教研盲点。在一些人
的传统观念中，体育教师属于学校中
最没有“文化”的人，他们四肢发
达、头脑简单；而小学体育课，教
师只需带孩子们跑跑跳跳，随意玩
玩就万事大吉了。因而很多小学的
体育教研活动松散而低效，一些学
校的体育教研工作甚至无从谈起。
小学的体育教研组跟其他教研组相
比有一定的特殊性：除了日常学科
教学，还要参与学校的课间操、课
外活动、运动会以及小型竞赛等工
作。事实上，一个学校体育教学水平
的提高与各项活动的开展，与教研组
的工作水平与工作效率直接相关，因
此对小学体育教研团队建设的研究势

在必行。
张建国 《团队磨课“演员”展示利

弊之争》（2019 年 5 月 29 日） 一文指
出，为了主办教研活动或参与公开课展

示活动，一些学校通常会成立相应的备课
小组或磨课团队，甚至外请特级教师、教

研员，一遍又一遍地推敲教学预案；负责展
示教学的“演员”则在名师、专家们的“导

演”下，一次又一次地反复试教⋯⋯最终形成
精彩的公开课。尽管这种“团队磨课，‘演员’

展示”的模式多遭人诟病，作者却认为它仍不失
为一种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的方式。

冯 之 涛 、 张 学 炬 在 《教 研 员 重 研 更 要 重
“教”》（2019年12月18日） 一文中指出，近日教育
部发布的有关教研工作意见文件中，首次提出建立教

研员定期到中小学任教制度。这种倡导让一些教师看到
了教研新曙光。从我国的教研传统看，教研员主要负责教
育教学研究，其职责重在“研”，一些单位的考核指标也
在此，因此就助长了一些教研员以发表研究论文为最终目
的的倾向。但是研究应当为“教”服务，不能脱离一线生
动的教育教学实践，只有始终围绕一线教学展开研究，才
能更好地为一线教学服务。建立教研员定期到中小学任教
制度，有利于教研跟着问题走，使教研以问题为导向；有
利于教研跟着教师走，帮助基层教师解决在教学中面临的
一些疑问和困惑。

教师培训：走心与创新
近年来，振兴西部教育、提升西部教师素养是国培项

目的一项重点内容。如何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进行卓有
成效的教师培训？如何扩大名师及名师工作坊的引领效
应？“升级增效、辐射引领”在2019年或许可称为教师培
训的关键词。

本报记者在 《偏远民族地区教师培训：创新方能增
效》（2019年6月26日） 一文中报道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在国培与教研整合方面的成功探索教师成长路径。凉
山彝族自治州交通不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给当地
教育发展与教师成长带来很大局限。因此偏远地区教师培
训如何“减负增效”问题，就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近年
来该地区整合了“国培”、校本研修与课题研究多种活动
资源，促进了教师教学方式和教学观念的转变，也促进了
教师科研能力的提升，拓宽了教师成长的路径。

在 《提炼推广名师教学思想》（2019 年 10 月 16 日）
相关文章中报道了走心的特级教师马文科与他的名师工作
室的创新。近年来教育部高度重视中小学名师的培养工
作。教育部首期中小学名师领航工程于 2018 年启动，在
全国遴选了 129 位名师，分配到全国 14 个基地进行为期
三年的培养。本刊及时报道了教育部领航工程名师工作室
的相关活动及以此为契机推动各地名师工作室日常研讨与
专题培训相结合的先进经验。

本报记者在 《助力学科带头人成为真正的领跑者》
（2019年12月18日） 一文中报道了湖北省2019年国培计
划“市县学科带头人高级研修”项目。该项目基于学科素
养与示范引领能力双提升的项目设计，促进工作坊研修与
教师个人具体教学实践相结合，激励学科带头人学以致
用，发挥种子效应与辐射作用。学科带头人进入到一种比
较理想的状态：不仅自己教学出色，同时还能真正带动同
伴共同进步。

2019年教研培训

直面新问题
探索新路径

本报记者 杜悦

1
寻求个体化教学智慧 彰显个性化教学风格

有人说，很多名师的课听过一次就难以忘怀，因为他们不走寻常路，他们的课堂个性张扬，教学
风格有着鲜明的个性化印记。

龚志民上课特别投入，讲陶渊明时会身着唐装登上讲台，讲荆轲刺秦王时他会模仿荆轲
的动作“扬眉剑出鞘”。他说，自己小时候从收音机中听单田芳的评书很上瘾，就买了单田
芳的书，结果找不到听评书的那种感觉。口语是流动的瞬时艺术，而文字原著是凝固
的、耐人回味的文字艺术。那时就明白：好听，不等于好看。他认为，语文课先是用
来听的，好教师在教学生涯中应留下让人回味的、代表自己风格的“代表课”。真实
的课堂教学不会十全十美，设想与实操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差距。一堂好课，从构
思到教学，无论多么认真，教师仍常觉意犹未尽。多年来他一直探索完善“课
例文学”，并试图通过撰写教学反思来促使自己的课堂艺术日臻圆融。

在钱永昌的课堂上，学生会经历各种快乐或艰难的“制作”过程。
钱永昌认为，时下中学物理课堂存在着机械灌输、题海战术等不良倾
向，很多教师的课堂教学缺乏生活气息，学生自主活动很少，致使学
生不会活学活用，最终培养出的学生不会反思，不懂质疑，更无从谈
创新。为克服这些不良倾向，钱永昌在物理教学中开展项目化学
习，让学生围绕项目活动，解决真实问题，在应用物理知识和解决
问题中建构物理核心概念，提升学科核心素养。他发现，在物理
教学中，只有教师成为身体力行的创新示范者，学生创新的火苗
才会被点燃。比如，经常遇到实验器材操作不方便、实验演示效
果不理想、实验器材缺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钱永昌自己动
手对实验器材进行改进，不仅取得了良好的课堂教学效果，还
促进了本校师生的创新风尚。近年来在国内外科技创新大赛、
发明比赛上，学生频频获奖。

立足学生发展需求
寻求教学方式创新

课堂是教学的第一现场。优秀的教师能引导学生学习，促
进学生能力发展与学科素养的提升。相反，题海战术与机械灌
输则可能将学生的创造力萌芽扼杀于摇篮之中。纵观名师的
文章，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名师都是课堂变革的积极倡导者。

王春易特别欣赏陶行知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先生的责
任不在于教，也不在于教学，而在于教学生学。”她对这句话
的理解就是，教学的目的不仅是教会学生知识，更要教会学
生学习。教师如果只“教”或只“教学”，把学生当作容器灌
输，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自主能动性就无法得到激发，学
习能力很难提升；教师只有“教学生学”，将学习的方法和解
决问题的钥匙交给学生，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启发学生
的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学生才能探索知识的本
源，追寻知识的归宿，成为真正的实践者和创造者。王春易主持
了“聚焦学生的学习：教学方式转变的动力机制研究”课题，更
在自己的课堂教学中践行了教学方式的变革。

张韶龙经过 30 余年的教学实践感悟到，真正的教育变革发生在
课堂之中。“知识、能力、素养”三者兼顾是时下我国教育的发展诉求，
学生核心素养培育则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达成这个教学目
标，他一直在摸索动静结合、坚守传承与开拓创新并举的新型课堂。经
过多年的潜心钻研，他逐步完善了基于对话式教学的“五味·三能力”
课堂，注重培育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逻辑严密能力和流畅表达能力。
在“对话式教学”的课堂中，在学生的心中，教师是可以倾诉心里话的朋
友，是懂得欣赏自己的家人，是愿意与自己分享快乐的伙伴。师生在平等与
和谐的对话中，在心灵与心灵的交融中，在教师引导学生将支支吾吾的懵懂话
语转化为学术语言的过程中，提升着彼此的生命质量。

对照新课标与核心素养
重新规划课堂教学路径

新课标发布以来，各学校在践行新课标过程中努力寻找校本化的道路，各学科课堂
也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名师的课堂创新路径各有不同，有的是从某一点切入，各
个击破，有的则是重新绘制教学“蓝图”。

刘姗发现，“音乐好听音乐欣赏课难上”一直是困扰许多教师的问题。音乐欣赏课是音
乐教学中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有助于扩大学生的视野，能提升学生的鉴赏力，但对于一般音
乐教师来说，音乐欣赏课却有着更大的难度，在赛课、公开课等场合，选择上音乐欣赏课的教师
少而又少。个中原因或许与当今少儿音乐教育面临的难题直接相关。刘姗在以下三个方面对
音乐欣赏课进行了改革创新：利用学生好奇心创设鲜活情境、吸引更多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表
演、利用对话激发学生创造力等，由此带来了音乐欣赏课课堂的巨大变化。

赵长河认为，语文核心素养中的“语言的建构和运用”，是“思维的发展和提升”“审美的鉴赏和
创造”“文化的理解和传承”三者的基础。后三者，必须通过前者落实。而“语言的建构和运用”的
重心还在于“运用”，即“语用”。语用才是语文课程的本质特征，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扎实地践
行语用性教学原则。语用性语文教学，主要通过写作和口语表达活动来落实。这种做法不是弱
化语文教学中“读”的能力，也并非罔顾“读”的能力及要求，而是强调要通过书面“写”的
活动或口头“说”的活动，呈现、落实和强化“读”的收获。

多年来，邢成云一直致力于整体教学的构建。最早受孙维刚老师6年大循环的启示，做出了
自己初步的设想，把初中三年内容统摄起来，实施整体化教学。近年来，在强调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与学科核心素养的大背景下，在课堂实践与教学研究的不断对接、反复求证中，邢成云提出了

“整体统摄·快慢相谐”的整体化教学主张，并付诸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直面当下教学难题 寻找个人成长新的增长点
很多名师在文章中谈到，教学难题与学生困惑迫使他们思考，也成为他们改进学科教学的

最初的“导火索”。这也是他们个人成长的起点。
近年来，刘祥常思考一些令语文教师尴尬的问题。比如：学生为什么要学习语文？高中生

甚至初中生中的很多人为什么越来越不喜欢语文课？语文课真的很重要吗？语文教师教给学
生的一定是“语文”吗？琢磨的时间长了，便想寻找一个能够给自身带来宽慰的“参考答案”，用以
暂时消解对语文这门课程以及语文教师这个职业的虚幻感觉。

唐彩斌自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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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专注于小学数学的实践与研究，一直直面各种各样
的教学问题。为找到“他山之石”，他曾经对国内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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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来越深切地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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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撞击有融合，正是走向智慧的起点。

罗滨说，工作近 30 年，从一线教师到教研员，从教学副校长到校长，从兼职教委副主任到担任
教师进修学校校长，这些经历让她能够从不同角度思考教育与教学问题。从化学教学到课程标准
研制，从每天和学生在一起到每天培训教师，从自己努力上好课到帮助其他教师上好课⋯⋯丰富
的阅历让她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师生的成长。

深思笃行 练就独门教学“秘籍”
2019年课程周刊“名师反思录”栏目回顾

本报记者 杜悦

2019年课程周刊“名师反思录”栏目共遴选了10位名师，其中一些是入选国家“万人计
划”的教学名师。与往年相比，这些教师学科覆盖面更广，更有个性，敢破敢立，他们不但在实
践上勇于探索，还有自己独特的教学主张，他们一直走在追寻个性化教学智慧的道路之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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