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
05主编：汪瑞林 策划编辑：汪瑞林 版面编辑：杜悦 设计：白弋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640 邮箱：jybjiaoshi@vip.163.com
课程周刊

近年来很多地方通过政策支持，大力
推进名师工作室、工作站建设，许多专业
性的报纸杂志也开设了诸如“名师工作
坊”“名师反思录”“名师风采”之类的栏
目，其根本目的在于发挥名师的示范效应
和“传帮带”的作用，提升教育教学整体水
平，从而产生更多的名师。

我们不去讨论某位名师是否“名副其
实”、是否存在炒作之嫌这样的话题。总
体而言，名师之所以有名，还是有其过人
之处和值得学习的地方的。

名师因何而出名？我们应该向名师
学习什么？

由此，笔者想到大家都很熟悉的课堂
教学的“三维目标”——知识与技能、过程
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我们向名师学
习，不妨也从这样三个维度来观察和思
考。

知识与技能是教师站稳讲台、安身立
命之本。很多人仰慕名师，只有一个单纯
而朴实的理由——“课上得好”。要想“课
上得好”，需要学习掌握课程教学及教育
心理学等多方面的知识，具有扎实的教学
基本功。多读书、多学习可以掌握知识，
而将相关教育教学的知识变成教学技能
则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打磨。名师过人
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在知识应用、实践打
磨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反思和提炼，形成独
具特色的教学模式和个人的教学主张。
他们能将基本的教学技能灵活运用，从教
学技能升华到教学艺术，从而达到无招胜
有招的境界。他们在课堂上的语言、神
态、肢体动作，不炫技，但细细品味，“满满
的都是戏”。不少教师观摩名师的研讨
课、展示课后感叹“课堂很精彩，但这样的
课我上不了”。为何？原因可能是多方面
的，个人的“知识与技能”尚未达到运用自
如的地步，恐怕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名师走向成功的奥秘，就潜藏在过程
与方法之中。向名师学习，一定不能只看
名师今时今日之成就和头顶的荣誉光环，
更应该沿着时间的轴线去追溯他们摸爬
滚打、蜿蜒曲折的求索历程。教学魅力、
教学模式、教学思想，都不是一朝一夕形
成的，需要时间去沉淀与发酵，犹如老酒，
历久弥香。李吉林四十年只做一件事，使

“情境教育”成为走向世界的教育成果；窦
桂梅二十年磨一剑，“主题教学”问鼎国家
级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但我们也看到，
很多教师求索一辈子而无大成，何也？方
向、方法与路径很重要。没有找准方向，
没有找到科学方法的实践，过程再长、时
间再久，只是量的重复叠加而难以实现质
的飞跃。

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向名师进阶的必
经之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好老师的标
准——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
和仁爱之心。“四有”之中，“三有”指向情
感态度价值观维度。教师的职责是教书
育人，二者统一于教学过程中，也统一于
教师自身成长过程中。名师不仅要关注
自己教得如何，更要关注学生学得如何，
不仅要课讲得好，更要“眼中有人”——关
注学生的品格养成和全面发展。教师要
研究学科的知识性，更要研究学科的育人
性，研究如何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这与
当前课改的理念和转变育人方式的要求
是契合的。笔者从采访或接触过的名师
身上，明显能感受到强烈的教育情怀和人
格魅力，正是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引领他们不断进阶，从“经师”走向“明师”
与“铭师”。

教师版的“三维目标”，是名师成长之
路，也是青年教师向名师学习的三个层
次、三重境界。

（作者系本报记者）

向名师学什么
汪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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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一种
德育美育合一、
体验体证合一的
艺术。书法学习
的过程，其实也
是一种道融于技
的无言的德育浸
润过程。长期系
统的书法教育，
能够陶冶学生性
情，潜移默化地
塑造学生人格。
青少年学习书
法，只有把前贤
字迹视作其生命
力、人格魅力的
形象体现时，才
会不断通过书法
提升自己的人格
层次，丰润自己
的生命。

教改天地

毛笔书法是“字无百日功”，见效
缓慢。因为毛笔书法与硬笔书法的书写
工具不同，要让数百根细毫在纸上得心
应手地形成合力，且能多姿多彩、变化
万端，的确不是一蹴而就的。硬笔书法
主要涉及形体结构和章法的训练掌握问
题，而毛笔书法的笔势、笔意、笔力则
要复杂得多，更能对应体现出人格人情
的丰富多彩性。

唐代大书法家柳公权说“心正则笔
正。”把书法的用笔与做人的人格统一

起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笔谏”。杜
甫说：“书贵瘦硬方通神。”柳公权强调
心灵的正气，杜甫强调结体的挺拔无
媚，本质上强调的都是做人的道理。

要做到通篇字形笔意的协调统一，
学生在处理一篇书法作品内部关系时必
须通盘考虑，不可因一字之美而误全
局，需要顾及奇正相生、浓淡干枯、上
下钩连、左右映带的种种要求。举世闻
名 的 《兰 亭 集 序》 全 帖 28 行 ， 324
字，每一字都被王羲之创造出一个生命

的形象，赋予了各自的秉性、精神、风
仪。

传统书法的用笔强调藏头护尾。书
法用笔的这种要求并不是多余的，从技
法上看，可以使笔力墨色厚重，去浮尚
沉，寓巧于拙，涤去剑拔弩张之气，在
平实平正中求变化。这种用笔方法蕴含
着深刻的中国古典哲理。儒家讲中庸，
不可锋芒毕露；道家讲阴阳平衡，一阴
一阳谓之道；从技术上说，毛笔的回环
往复，宛如在笔画的内部画太极阴阳
鱼，从而达到内部阴阳兼备、外以圆润
示人的艺术效果，如果学生循古法进行
训练，自然慢慢就会体验到圆融处世、
方正立身的做人道理。

用笔：凝神才能挥毫如意

由于汉字与自然、人情、物理天然
地存在某种对应联想关系，汉字造型的
一般结构是内圆外方、顶天立地。如果
长期择优而习，反复地摹写，浸濡熏
陶，化入心中，久而久之会增强学生的
形体把握能力和联想能力，影响学生的
智力发展，净化心灵生态，涵育大气和
正气。古人用矫若游龙、山川明月等种
种物象来形容名家的笔势结体之美，可
见汉字的结体与人情物理之间天然的内
在联系。

要在方寸之纸上建立起大千物象的
联想，必须要先胸列万川，扩展自己心
灵的容量和做人的气度，而这些都是青
少年心灵成长的必备要素。

习书如识人交友。多临百家碑帖，
不但会增强对书法的审美鉴赏能力，而
且前贤的墨迹常常无声地用厚重的历
史和人格力量一点一滴地渗透正在发
育的青春心灵，渐渐地化成骨、长成
筋、涵育青春的智慧。长此以往，对
于青少年的人格、思维、胸怀的培养

大有裨益。
书法的字形让自然万物之形、义、

意建立起一种有机的哲理联系，长期习
练书法的学生，性格往往比同龄学生显
得文静，且虑事周详、待人谦和，思考
问题有条理。

任何艺术的结构，本质上都是作者
无形心灵力量的有形再现。有意识、有
目的地用书法来训练青少年人格的高
雅、和谐、高品位审美情趣，是一项长
期的、扎实的德智合一的工作。同时，
华夏源远流长、资源丰富的书法碑帖，
为青少年个性化选择、多元化建构自己
健康的心灵，提供了现实的可行性和多
样选择性。

结体：培养联想能力，涵育正气

在浩如烟海的碑帖中选择性地学
习、寻找生命的相互契合、与前贤进行
人格对话，对青少年来说是一个手追神
摹的人格渐修过程。古人说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初学书法者往往会选择自己
一见如故的碑帖来临摹，这种不自觉的
选择本身就包含了人格的相互契合，甚
至可以一定程度上测试出一个人的审美
倾向和性格特征。学生选择与自己人格
相契合的碑帖入手，更容易缘书得法、
缘书领悟人格力量，更容易从书法形体

感悟背后的人文精神，从深层次体验道
技相合的审美快感。

师生之间的心灵契合，是传承、感
悟人文奥义的极其重要的先决条件。如
果一个学生不喜欢某位大名鼎鼎的书法
家的作品，只是慕名而学，那么顶多学
到字形，很难心领神会，得其神髓，更
不会有多大的人格熏陶变化作用。这与
现代教育精神提倡的自主选择、个性化
教学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

古往今来，行家论书无不联系书法

家本人的学识、品行、道德文章来分析
鉴赏，后世学者如欲深究其理，也必须
研究法帖的时代和人物背景，了解其审
美风尚和审美风格的成因，才能真正超
越“写毛笔字”的境界，深入艺术与人
格的法海，进而使书法成为终身的精神
伴侣。

学 练 者 因 碑 帖 而 触 摸 前 贤 的 人
格，日日修正、定型从而凝固自己的
人格；对书法线条的学习过程，从心
灵生态和人格德育的角度来看，就是
一 个 对 自 我 人 格 的 深 入 体 验 体 认 体
证、对外来人格 （前人优秀书法作品
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的选择接受及改
造的过程。

临碑帖：与前贤进行人格对话

1.

2.

3.

书法由篆、金文、隶、真、行、草逐渐
发展而来，书体演变的本质是华夏民族
各个时代的精神嬗变。遍观各个时期的
名碑法帖，无不抽象浓缩地体现了那个
时代独有的风采。形象地说，中国书法
史就是一部华夏民族精神力量的演变
史。学者博览碑帖，就是对这种民族精
神潜移默化的欣赏和继承。博大精深的

民族文化，在形象的书法艺术中变得不
再抽象，人格力量不再空洞，一切都可以
触摸、可以摹仿体验、可以实践继承，这
是书法艺术进行人格教育的独特之处。

别的艺术门类，欣赏与实践大多是
分离的，比如影视、小说、舞蹈，中国
书画却是学、赏、练、用一体化，而且
几乎是同步进行。每个历史时期的书法

代表作给予人的美感和人格力量是大不
一样的：大篆教人以敦厚、古拙，纯圆
无方，那是一种外形圆转自如、内部精
力弥满的力的运动；小篆开始精明干练，
仍不失圆转内敛；隶书突破了圆与内敛，
方圆并用，燕尾高翘；真书出现后，书法
的笔画结体开始以方易圆，灵活多变的
行草则是方圆并用，性情张扬，自由而不
失法度。现代书法，则试图吸取多种艺
术表现手法、多种现代理念融入其中，抽
象、具象，琳琅满目，充分展现出现代社
会中的多元审美追求。

溯源历史：感悟民族精神的演变4.

古语说：文如其人，字如其
人。有经验的教师往往不把日
记、作文、书法简单地看作一门
功课或作业，更把学生的字迹、
对日常生活的记载看作了解学生
的最真实的原生态材料。

书法的构成要素不是通过数
理方法排列组合，而是一种人格修
养长久积淀后的瞬间迸发，妙在有
意与无意之间。这正是书法艺术
进行人格德育时区别于其他理性
德育的独特之处，也是它的魅力所
在——在技艺的训练中感悟形形
色色的生命力量样态，择美、择善、
择爱而从，在积柔成刚的涵育中养
成落笔永恒的灵机和胸怀。青春
的心灵生态实际上时刻处于变化
之中，隐丑恶扬美善，止于至善，是
德育的终极目的，书法的具体技
法、学习过程，其实是一种道融于
技的无言的德育辅助方法。

在传统文化中，书法的学、

练、赏以及人格形成之间是一种
圆融互摄、由浅入深的关系，但
由于今人训练的强度和书法视
野、传统文化底蕴达不到较高的
水准，所以理解鉴赏高层次、高
水平书法作品也应纳入书法学习
的范围。前贤是在临摹学习中学
会欣赏的，今天的青少年更多的
是在爱好欣赏中粗略地知其梗
概。借助书法实践深入体验东方
特有的美与力量，如想达到体认
和体证的境界，还须下大功夫。

青少年时代是一个接受与创
造并存的时期，以接受为主。接
受什么，无论是隐性的还是显性
的，都会在以后的实践创造中不
自觉地显现出来。德育美育正是
如此：少小慕前贤，学方又学
圆。十年墨池功，一竖自顶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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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生命韵律，凝固生活体证5.

前沿论道

教学中如何准确把握小学阶段道德
与法治的教学目标，落实教学任务，同时
又能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植根于心？我
们在执教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上
册第三单元“家中的安全与健康”第十课

《吃饭有讲究》第二课时之时，通过探索
“四步备课”法，力争让“生成”在教与学的
碰撞、磨合中相遇，从而将学生引入美妙
的课堂之旅。

一备：胸中有“标”，求索自悟

“标”意指课程标准。不要把教材当
作全部世界，而要把世界当成教材。基于
课标，“健康、安全的生活”单元旨在对学
生进行健康文明的家庭生活方式引导，意
图在于提升学生家庭生活的品质。开始
时我们暂不借鉴任何教师用书，而是凭借
自身的学科素养去领悟编者意图，把握教
学内容。基于“文本解读、学生实际、问题
提出、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方式、教
学评价”等七要素理清授课思路。在对文
本进行一番推敲和深入解读后，从课题的
关键词“讲究”入手，提出问题：吃饭时讲
究什么？应当涉及讲究卫生、讲究礼仪、
讲究安全、讲究健康。“食物的诉说”和“这
样吃好吗”这两个栏目，聚焦食物的营养、
安全及健康的饮食习惯，围绕营养、健康
的饮食习惯等诠释“讲究”。教师胸中有

“标”，可以正确定位课堂价值导向，更好
地把握教材的设计意图，分析栏目之间的
内在联系以及教学要点。

二备：腹中有“书”，广泛涉猎

此处的“书”特指教学参考资料。我
们广泛阅读各种参考资料，如一些教辅用
书及教育名师、名家的教学设计或典型案
例，在制定教学设计时，通过取舍、修改、
增补、拓展等手段，整合利于学生发展且
学生容易接受、理解的资源。由于每个家
庭的生活方式存在差异，其生活领域也相
对存在一定的隐私性，执教者在备课的过
程中，要避免过度干预学生的家庭生活。
上课时我们将照片出现在课件上的学生
名字抹去了，这样既保护了学生的隐私又
让学生更加聚焦浪费现象。再如，在浙江
省中小学教育质量监测反馈中显示，能否
有规律地吃早餐，对于成长期的学生来说
非常重要，不仅能影响学生身体健康还能
影响学生学业成绩。故我们在设计“养成
良好的饮食习惯”环节中增补了“早餐怎
么吃才好”这一话题，通过学习让学生明
白每天都应注意有规律地吃早餐，避免食
品种类单一，最好能吃二至四大类食物，
比如蔬菜类、水果类、蛋类、乳类、谷类、坚
果类等，细化到具体食物的名称，可以建
议吃些面包、牛奶、鸡蛋、番茄、核桃等。
教师只有广泛猎取各层面的知识，做到腹
中有“书”，才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教材，创
造性地使用教材，适切选择教材内容，建
设有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课堂生态。

三备：目中有“人”，日臻完善

此处“人”意指学生。深度的文本解
读，翔实的教学设计，最终还是要通过课
堂教学来实现。磨课、课堂设计与实际上
课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有时让我
们猝不及防。如开始时我们设计了“食物
的诉说”环节，通过制作视频，将各种食物
以卡通人物诉说的形式展示，虽然设想很
好，但忽视了学生的认知基础，诉说的内
容过长而且难理解。课堂上，学生仅关注
卡通人物形象，却忽视了食物在诉说些什
么，这种状况造成了学生学习的被动局
面。在我们再次试教时，将此活动调整为
课前在班里选择几名学生进行角色扮
演。学生佩戴不同头饰，用自己的语言介
绍，自己代表哪种食物，这些食物有哪些
营养价值。这样，充分考虑到一年级学生
水平，采用儿童化的语言，解决儿童的生
活困惑。重视对学生认知基础的了解、分
析，是有效课堂必不可少的前提，是备课
的重要因素。课堂上，我们始终以学生的
成长和发展为出发点，聚焦在学生核心素
养的培育上，去设计、去引导、去唤醒学生
主体。做到目中有“人”，心中有“数”，始
终关注学生，尊重学生，教师在课堂教学
中，即使遇到“意外”也可以有的放矢。

四备：心中有“法”，教必得法

“法”意指方法。“授之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在本课时的教学中，我们故布疑
阵，授之以“法”。如在“小小营养师”的环
节教学中，由于前面几个环节讲过人的身
体需要的各种营养，此课时主要引导学生
进入实践环节，就是在生活中学会合理搭
配营养膳食。教师在出示膳食图的同时，
在教室中间摆放一张自助餐桌，桌上摆放
着各种各样的食物模具，让学生自己选
餐。学生配好餐后，再组织学生讨论，哪
一个的配餐更科学、更合理，从而引领学
生获得营养配餐的基本方法，即每日需
要一定量的主食与副食搭配，荤素搭
配，初步形成健康的饮食观念。接着，
组织学生制定一周的营养餐食谱，提醒
学生要从时令、口感、家人的饮食习惯
等方面综合考虑，更具实操性。从一餐
的搭配到一周的搭配，由点到面，举一
反三，总结普适性方法，促使学生生成
生活实践的智慧。我们紧扣“从生活中
来”到“到生活中去”这一理念，关注
生活实践的技能与习惯的培育，细致地
指导学生学习生活技能，较好地落实

“生活性是道德与法治课程建构和落实的
基础”这一根本属性。教无定法，但教
必得法。做到心中有“法”，教师可以更
好地服务于学生过好生活的现实需要，
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作者金海霞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
莲都小学副校长，桑丽虹系浙江省丽水
市莲都区教研室主任、特级教师）

课标在心 目中有人
——以《吃饭有讲究》一课为例谈四步备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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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吴淞中学书法社团学生踊跃参
与艺术实践。很多学生通过欣赏、临摹，
在“临出形、创出神”的过程中，体悟到
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格之美。

左图作者系吴淞中学高三 （2） 班学
生陈玥。

右图作者系吴淞中学高一 （1） 班学
生任明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