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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中华地名》
节目主持人×××。今天，我要带您走近的
是一座富有魅力的小城——通什。

阳光透过缭绕弥漫的山岚，到达群山的
洼底，依然那么明媚灿烂，毫不打折。这里
是中国离太阳最近的海南岛。

群山有洼，洼底有城。小城位于五指山
腹地的通什 （音 zhǎ） 市。没有浮华与装
饰，没有奔忙与气喘，像通往天堂路边的老
爸茶店。每天早晚两次从山间按时升起，然
后在山顶山腰自由游动的云雾，宛若缕缕茶
香在天地间自由地氤氲飘舞。

阿陀岭底部就是通什，再向南九十公里
就是天涯海角。通什被誉为“翡翠城”，但媒
体一般把它列入“名镇”。在黎族语言中，通
什是“有山有水、山清水秀”的意思，以前
是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州府所在地。自治州
撤销后，通什降为县级市，只剩下五万多
人，原来的州府给这个小城留下了宽敞的道
路等超前的基础设施。

通什的一切似乎都节奏缓慢，闲适慵懒。
每到播种季节，常常看到通什四周的山上有淡
烟升起，那是土著山民在刀耕火种。连绵的五

指山峦把小城围了起来，清澈的南圣河从城中
穿过，想吃鱼拿一个背篓到河里去抓；想吃山
货对山民说一声，也可以到他们的黎族船形屋
去做客。

通什是一个淡淡的小城镇，从人到水，
从云到风，都是如此，甚至连花儿的颜色也
没有那么艳、花香气没有那么烈。朴素的通
什，就是现实中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
胜境。通什基本保留了自然原貌。即使在人
口聚集的市区，每立方米空气中含负离子也
超过 8000 个，而北京只有 200 个。通什的居
民一个月不用擦皮鞋，家中不装空调。优质
的空气是最好的温度调节器，这恐怕会令卖
空调的厂家坐不住了。不知道天堂的气温是
多少，但天堂路边的茶店，就是这样的理想
温度：通什年平均气温 22.4℃，夏季最高温
也不过33℃。

通什这里太宁静了，连鸟鸣蝉噪也少有，
只有云淡风轻。天上的云彩淡得若有若无，居
民的语言、行动甚至连眼神没有闪烁拐弯。从
南海吹来的暴烈台风，掠过重重叠叠的山峦，
再进入群山环抱的通什，已变得温柔。

见过世面的人，很容易把这么一个不

太出名的城镇遗忘，就连职业的行旅者也不
会在这里久驻，觉得这里没有峭壁、没有湍
急的河流供漂流探险。所以人们来到通什，
往往只是舒畅地在浸人心脾的空气中通透地
睡一觉，次日神清气爽，又匆匆上路。或
许，通什注定只是通往天堂的道路旁的一个
老爸茶店？远足疲乏的人们见到它后往往欣
喜不已，但喝完茶上路之后，很快就忘记了
店名。

重新上路的行人们，会偶尔回味残留在

舌津味蕾中的五指山绿茶余香吗？
天堂路边的茶店，可以没有名，却不可

以没有本色的“歌之舞之足之蹈之”，有节奏
简单的竹竿舞、“三月三”对歌，类似于 《诗
经》 的 《风》，没有刻意的创作，飞扬的是朴
素真纯的性灵。

假如你有闲、有心，不妨来这里静心享
受自然本色、生活本色的洗礼。

（作者系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语
文特级教师，现任教于深圳第二外国语学校）

带你走近通什
龚志民

编者按：每年高考语文科目考试一结束，作文就成为全民热议的话题。大家不仅围绕作文题目“指点江山”，更有一批语文教
师君子动口也动手，“下水”为学生亲身示范。课程周刊将陆续刊发部分教师“下水作文”，以供学习交流。

2020年高考全国Ⅱ卷作文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无论读书还是行路，我们都会与地名不期而遇。有些地名很容易

让你联想到这个地方的自然特征、风土民情、历史文化、著名人物等；有些地名会唤起你的某
种记忆与情感，或许是一段难忘的故事，又或它对你有着特殊的意义。

电视台邀请你客串《中华地名》主持人。请以“带你走近_________”为题（补充
一个地名，使题目完整），写一篇主持词。不少于800字。

⦾⦾名师下水作文①

附：

从开窝、撒种、点水、施肥，再到发芽、
灭虫、开花、结籽⋯⋯在山东省安丘市凌河镇
凌河小学的种植园里，每天都有师生前来观
察、记录、探究，在这里学生不仅体验到了种
植的乐趣，丰富了种植常识，还体会到了劳动
的艰辛，培养了感恩情怀。潍坊市教育局推广
了该校的做法。图为“葵花小园丁”正在聆听
生物园老师的讲解，仔细记录葵花生长的特
性。

李学宝 摄

种植园里有学问

⦾⦾图片新闻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了一个新
的历史阶段。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体系的提
出，并以此为纲着力建设和完善基础教育课程体
系，是现阶段我国基础教育的突出特征之一。

要为学生提供更多丰富多彩的课程这个艰巨
任务，对于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综合素养提出了新
的要求。因此，专门为教师打造相应的课程，就
成了当务之急。

针对这个问题，南京市雨花台区教师发展中
心进行了一些创新探索。该中心基于 ADDIE 等
经典教学设计模型和当下教师教学设计现状，设
计了包含“学习者分析”“学习内容制定”“学习
方式选择”“学习资源利用”“学习质量评估”五
大模块和十个小维度的“教学设计能力罗盘”。
一方面通过该罗盘可以观测教师教学设计要素是
否有缺失，有助于准确分析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中
的不足；另一方面通过该罗盘可引导教师系统思
考教学的起点、远点与到达目标的路径，进而打
造基于学习分析的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提升的课
程。

做好顶层设计，让教师的职业
成长路径更清晰

基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人才培养体系
要求变革原有的课程体系，课程变革要求进行教
学方式变革，而教学方式变革，需要新的教学设
计。教师的设计理念、设计能力是学生核心素养
发展的关键因素，因而为教师提供相关教学设计
能力提升的课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雨花台
区教师发展中心提出“先分析，再设计”的思
路，旨在改变教师的“经验式”设计思维，引导

“超越经验”的新时代设计思维；建设“学习分
析”理论研修课程群；设计“教学设计能力罗
盘”；为新入职教师专门开设“启航班”。从全区
层面做好课程的顶层设计，提升教师的教学设计
理论水平，也让教师通过“罗盘”比照自己的教
学设计，从而对教学设计有更系统性的思考，通
过系统性的课程学习，使教师更加明晰自身的职
业成长路径。

做优学科设计，让教师的专业
成长脚步更扎实

相关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提升课程，由通识课
程和学科课程两部分组成。在开发通识课程的同
时，学科课程也各有亮点。

比如，中学数学的课程主题是“基于教材对
比分析的教学设计”，侧重于罗盘中“学习内容
制定”模块的分析提升，包含“课标解读细化分
解”“教材研究文本解读”两个维度，通过教材
对比的方式，强调大概念，提升教师的结构化思
维；设计出“四步四环”的数学学科设计，即

“理解数学、理解学生、理解教学、理解手段”
四个步骤和“设问、板书、聆听、等待”四个环
节。经过课程学习，教师们对数学的理解更加深
刻，教学设计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小学语文立足于大单元设计，提出了“基于
学习分析的教学设计模型建构”。当下统编新教
材强调整体教学观，语文教研员从整体分析入
手，带领区域教师共同开发“学习者分析”的主
题课程。详细分析学习者需要学习什么内容、为
什么要学习这些内容，学习者已具备了哪些前备
知识、前备能力，与学习目标之间的差距是什么
等。在这个共研式课程中，教师加深了对统编教
材的理解，对学情的把握也不再是“模糊判断
式”，在学习分析过程中积累的大量数据成为教
师教学设计的科学依据。教师们还将课程自主延
伸，开发了“在线教学的分层实施”“单元整体
设计模型”等更多共研式课程。

中小学英语学科打造了“基于学习方式的支
架设计”课程；音乐、美术学科开发了以“学习
资源利用”为主题的学习课程等。各学科课程基
于学科特色，围绕“教学设计能力罗盘”，着力
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丰富的课程设计吸引了
更多教师主动参与、积极谋划，开发更多的学科
课程。在这种共研共进的氛围中，教师专业成长
的脚步愈发坚实有力。

做实评估设计，让区域的教学
改革基础更牢固

课程效果如何评估？雨花台区教师发展中心
构建出“教学研究中心—教科培训中心—教学质
量监测中心”的“三心合一”体系，从区域层面
进行教师教学设计能力提升的评估。教科培训中
心侧重于大数据平台的应用和分析；教学研究中
心则将学校内的教学研究、设计上升到区域层
面，打破校际界限，组成开放、共享、协同的

“教研员—教研组—骨干教师”的“三教共同
体”，形成专业引领、实践验证、成果凝练、扩
大推广并进而反复运行的“三教协进”式学科教
学设计研究路径；教学质量监测中心设计评估指
标，通过平台数据和教研实效进行分析，对学科
课程设计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全流程的评估体
系，让区域教学改革的基础更牢固。

为教师打造的课程，极大地促进了教师的生
长。在学科专业发展上，近一两年来雨花台区教
师成绩显著提升：百余人次在省市级优质课、基
本功比赛中获奖。教师的教学设计能力的提高，
实实在在地促进了学生的成长进步。在江苏省初
中学生学业质量监测中，区域指标数据同比进步
也比较明显。

（作者分别系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教师发
展中心校长和教研室主任）

“罗盘”指引
提升教师教学设计能力

张红 王伟
课堂教学评价是教育教学改革

的核心关切与焦点问题，是促进课
堂教学立德树人的内在动力与实践
尺度，也是深化教育评价改革的重
要内容与关键环节。科学有效地开
展课堂教学评价则不仅可以深层次
促进课堂教学立德树人的有效落
实，也将直接影响教育评价整体改
革的进程与成效。

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
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深化
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提出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
重点任务——“改进结果评价，强
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
综合评价”，这“四个评价”也为
科学有效地开展课堂教学评价确立
了总基调。

课堂教学评价应对育
人质量进行价值性判断

课堂教学是最基本的教育实践
活动，是以课程内容为中介的教师

“教”与学生“学”交互作用的动
态文化统一体。在这个动态文化统
一体中，必然蕴含课程内容的真善
美对学生生命的激发与浸润，蕴含
教师高尚的道德或良知对学生生命
的启迪与感召，也蕴含学生主体发
展动能自觉而完满的释放与张扬。

毫无疑问，育人是课堂教学的
应有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课堂
教学评价应对课堂教学的育人质量
做出总体价值性判断。这里的育人
质量即指课堂教学在促进每个学生
在生命发展意义上的主动发展、全
面发展、个性发展和终身发展等方
面的成效和水平。与此同时，课堂
教学的育人质量必须依托课程的育
人功能、教师的育人功能以及学生

的主体发展动能这三个要素的相互
协调作用得以实现。因此，评价课
堂教学的育人质量应涉及三个方
面：学生主体发展的核心指标、学
生主体发展的成效和水平、影响学
生主体发展的相关要素的育人功能
与成效。因此，对课堂教学不应进
行单一的、显在的、静态的、孤立
的评价，而应进行整体性、发展
性、动态性和综合性评价。

“四个评价”是彼此呼
应、相互促进的统一体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就要
将立德树人融入并贯穿课堂教学的
全过程。而“唯分数”和“唯升
学”的倾向不仅不能全面完整地体
现立德树人的要求，相反会成为落
实立德树人的制约和消解因素。课
堂教学是一个动态的文化统一体。
其中，关乎学生生命发展的内涵指
标是多方面的，既有知识技能的达
成，也有能力素养的培育，更有道
德素养的养成，而每一个指标的实
现都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的过
程。作为影响学生主体发展成效和
水平的相关要素——教师高尚的道
德良知对学生生命的启迪与感召，
课程内容的真善美对学生生命的激
发与浸润，它们的育人功能与成效
既是点点滴滴和时时刻刻的，也是
潜移默化和意味深长的。

学生生命发展内涵指标的达成
究竟如何，学生自身发展的状态和
变化幅度究竟如何，课堂教学各要
素对于促进学生发展所发挥的作用
和所蕴含的潜在功能究竟如何，这
些都需要进行科学评价。

对于课堂教学来说，“改进结
果评价”旨在破除课堂教学“唯分

数”和“唯升学”的单一性评价，
从而彰显对课堂教学育人质量的整
体性评价，也就是突出对立德树人
目标、内容、方法、过程与结果的
整体性评价，无疑，它是科学有效
地开展课堂教学评价的价值导向。

“强化过程评价”即是突出对课堂
教学育人功能的动态性评价，是科
学有效地开展课堂教学评价的内在
诉求。“探索增值评价”即是谋求
对课堂教学育人成效的发展性评
价，是科学有效开展课堂教学评价
的切实举措。“健全综合评价”即
是完善对课堂教学育人指标的多元
性评价，是科学有效地开展课堂教
学评价的目标追求。

改进结果评价是科学有效地开
展课堂教学评价的价值导向，因
此，改进结果评价就成为课堂教
学实现过程评价、增值评价和综
合评价的必要前提。如果不改进
结果评价，不仅会直接导致课堂
教 学 评 价 的 内 涵 缺 欠 与 本 质 失
真，也必将使过程评价、增值评
价和综合评价等更为科学的评价
内容和评价机制在课堂教学评价中
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反之，强化过
程评价是改进结果评价的内在需
求，探索增值评价是改进结果评价
的有效机制，健全综合评价是改进
结果评价的必要保障。从这个意义
上说，课堂教学的“四个评价”是
一个彼此呼应、相互补充和相互促
进的统一体。

基于“四个评价”确定
课堂教学评价核心指标

以“四个评价”之于课堂教学
评价的属性功能为总基调，科学有
效地开展课堂教学评价，应突出育

人性、整体性、生成性、发展性和
综合性。由此，课堂教学评价的核
心指标就应是课程育人功能、教师
育人功能和学生主体发展动能这三
个基本要素的体现与达成。

从课程育人功能的体现与达成
看，应包括：课程内容是否蕴含丰
厚的学科核心素养，是否有机融入
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等育人元素，是
否充分体现与学科内部的逻辑关联
及与现实世界和其他学科之间的有
机联系，是否有助架构符合学科逻
辑和学生认知逻辑的问题结构，问
题的展开是否富有层次性和挑战
性，等等。

从教师育人功能的体现与达成
看，应包括：教师是否牢固树立促
进学生主动发展、全面发展、个性
发展和终身发展的育人观念；是否
启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
成绩观、成长观和成才观；能否真
心善待每一个学生，尽心关爱弱势
学生；能否精准把握每个学生的特
点，精心鼓励引导学生扬长补短；
能否始终以崇高的理想信念、高尚
的道德情操和高洁的行为志趣启迪
感染示范学生；能否对所教学科充
满由衷的热爱；能否勇于承认自己
教学过程中的失误或错误；能否充
分调动学生的情感或者激发全体学
生的思维；能否启发引导学生应用
科学的思维方式解决问题；能否为
学生提供充分思考或深入探究问题
的机会；能否充分激发学生创造性
思维；能否积极鼓励学生批判性思
维；能否让学生敢于在问题解决过
程中不怕犯错误；能否让学生善于
对有价值的问题进行深层次探究；
能否让学生勇于发现、提出问题和
大胆质疑等。

从学生主体发展动能的体现与
达成看，应包括：学生是否精神饱
满，全神贯注；是否勤于思考，善
于探究；是否充满好奇，勇于创
新；是否勤奋刻苦，乐观自信；是
否谦诚和善，乐于合作等。具体体
现在：学生是否饶有兴致地投入到
课堂学习活动中；是否认真倾听教
师提出的问题、同学对问题的回答
以及教师的启发与讲解；能否勇于
在问题解决的困境中挣扎，不断尝
试破解问题，善于追问反思和批判
质疑；是否对所学内容和问题解决
保有浓厚兴趣；能否从更高更深更
广的层面思考问题；能否发现并提
出新的问题和观点，能否灵活应用
学过的知识解决新问题；能否一丝
不苟对待学习，毫不厌倦，孜孜以
求；能否在学习落后时信心十足，
毫不气馁，努力进取；能否为自己
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取得的哪怕是微
不足道的成就而欢欣鼓舞；能否由
衷爱戴、感激或者敬佩老师；能否
主动热心帮助他人；能否由衷感谢
他人的帮助；能否由衷赞赏他人的
成就；能否坦诚表达自己的观点，
真诚吸纳他人的观点；等等。

以“四个评价”为基调切实深
化开展课堂教学评价改革，这就意
味着：绝对不能再把对学生的知识
准确率与技能熟练度的评价作为课
堂教学的唯一指标。以“分数”和

“升学”作为课堂教学评价指挥棒
的做法必须坚决地扭转过来。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课
程教学研究所研究员。本文系中国
教科院2019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院级委托招标项目“新时代

‘课堂革命’学理架构与实践方略研
究”〔项目批准号：GYG12019016〕
的阶段性成果）

围绕“四个评价”展开课堂教学评价
李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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