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老师 主编：冀晓萍 编辑：杜京虹 设计：王星舟 校对：张静
电话：010-82296707 邮箱：jixiaoping@foxmail.com 2021年3月26日 星期五08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30.00元 零售每份：1.80元

“好老师”App中国教育报好老师微信

课比天大课比天大
程翔

名师之所以成名，大多是因为
他们对教学有更多的研究和实践，
拿出来的课又大多深思熟虑、精雕
细刻，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教育意
义。所以，观察、学习名师的课堂，
对普通教师的专业成长是有意义
和价值的。

那么，向名师课堂学什么？怎
么学？

明确名师课堂中可学
习的内容

笔者在推进观课议课中，建构
了一个课堂教学研讨的联系图（见
文尾）。

在教学设计之前，教师有自己
的教育假设，其内容包括对“什么
样的教学内容对学生更有意义”

“学生最适合学习的内容是什么”
“本班学生的学习基础是什么”等
问题的思考和预判，如“说明文的
阅读教学，应该以默读理解为主”

“阅读教学重点在学习说明的对象
和方法”等。

基于先在的教育假设，教师开
始进行教学设计。比如，面对中低
段说明文的教学材料，可设计这样
的阅读教学：第一遍让学生出声读
正确；第二遍让学生读流利；第三
遍组织默读，理解说明对象和说明
方法；第四遍，让学生自由读，想一
想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讨论。这样
的设计过程将形成教学方案。

准备好教学方案，教师走进教
室，实施组织、引导、讲解和评价等
教的行为。比如，对于默读理解，
教师可提出要求：“默读课文第 2
到 8 自然段，思考以下两个问题：

（1）文章从哪些方面介绍了洗衣
机？用直线勾画出来。（2）用哪些
方法介绍洗衣机？用波浪线勾画
出来。准备好你的发现在全班交
流。”需要说明的是，在课堂上不能
只是演教案，教师需要根据课堂实
际情况灵活调整和改变，精心预设
与动态生成并行不悖。

在教师上述清晰的教学指令
（学习对象明确、学习任务明确、学习
方法适合、检查方式明确）下，学生通
过默读、思考、勾画、交流的学习行
为，达成理解课文说明对象和说明
方法的教学目标，取得预设效果。

通过这样的过程分析，我们会
意识到，在名师课堂上我们可以学
习的对象不只是教的行为，还包括
教学设计的思路和选择，以及背后
的教学观念、对教材的认识和处
理、对学生的研究和预设等。

把学习角度确定在“以
学论教”上

笔者曾经观察一节小学数学
课，到35分钟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
一个题目：“我们找一个这一节课没
举过手、没发过言的同学来做这道
题。”没想到，接连叫起两名同学都
说“我发过言的”，课堂有些尴尬。

课后，我问授课老师怎么想到
用这种方式，他说一些名师课就是
这样教的。名师为什么会这样处
理？大概是想展示自己是关心每
一名学生的。但站在学生的角度，
说不定学生会这样想：“承认没发
言意味着我比较笨”“承认没举手
意味着我学习不主动，班主任会批
评我”。教学是要追求学生发展
的，从这种意义上，观察名师教学
也好，观察其他老师的教学也好，
都要坚持以学论教。

坚持以学论教，就是要以学生
的参与状态、学生的学习过程、学
生的课堂生活质量等反观教的合
理性及价值大小，选择真正促进和
实现了学生发展、能够带来学生愉
悦和积极学习体验的教学行为进
行研究学习。

在“依据”与“教学策
略”间建立关联

向名师课堂学习，不仅要观察
行为，还要研究行为背后的观念、
假设和思维，发现课堂背后的决
策、理论、思维。

以一节小学“热胀冷缩”主题课
为例。老师举起一瓶同学们很熟悉
的橘汁水大声问：“同学们，你们看，
这是什么？”这里要学的是，开课之
初，先要引起注意，帮学生收心。

生答：“橘汁水。”师问：“看到
这瓶橘汁水，你们想要研究什么
呀？”这里可学的是，引起学生注意
后，要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引出教
学内容。

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为什么
橘汁水是甜的”“橘汁水为什么用玻
璃瓶装”“橘汁水为什么是黄颜色
的”等。看学生老说不到点子上，老
师左手拿着瓶子，右手大拇指和食
指张开，在橘汁水瓶没有装满的位
置一比划。学生马上会意：“老师，
我们想研究橘汁水为什么没有装
满。”这里可学的是，教师需要对教
学的进程和内容进行适度控制，老
师这一比划完成了“组织指引”。

师说：“好啊，我们这一节就来
研究橘汁水为什么没有装满。现在
请大家想一想，除了橘汁水，我们还
看见哪些东西没有装满过？”生答：

“酒”“醋”“煤油”。老师等学生例举
出三种后问：“它们有什么共同特
征？”生答：“都是液体。”师说：“好的，
我们就来研究它们为什么不装满？”
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建立联
系”的教学策略，它使学生意识到：
橘汁水、醋、煤油等都是例子，液体
是共同特征，例子背后的知识具有
普遍意义，这里的教学表现出延展
性，为学生理解类似问题打下基础。

虽然每节课不可能使用同样
的模式或话语，但是值得学习的是

“引起注意”“激发探究兴趣”“组织
指引，揭示教学任务和目标”“建立
联系，使学生明白知识学习的价
值”的教学路径和教学策略。学会
名师课背后的这些依据、假设和策
略，才能真正地为我所用。

在与名师对话中得
“渔”

名师课是“鱼”，课背后的依据
和理论是“渔”。要更好地向名师学
习，一定要听名师分享，争取和名师
对话。对话时重点要放在两处：

一要针对效果好的教学行为
进行追问。比如：“您有过什么样
的思考”“做过哪些准备”，从中了
解这种行为的生成机理，找到达成
某种效果的条件，为自己的课堂探
索寻找可借鉴的方法或启发。

二要针对自己不明白和存疑
的部分提问。比如：“我注意到课
堂上有这样的现象⋯⋯请问您是
怎样思考的？”去讨教、去挖出背后
的“渔”。

（作者系四川省成都大学师范
学院教授）

栏目简介：本栏目从问题出发，
聚焦教师专业发展中的痛点问题，
探寻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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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伟

有人说，“内心有光的人，
不仅可以点亮自己脚下的路，
还可以为别人引路。”教师的生
命状态越来越受到政府、媒体
和研究机构的重视，但还有不
少教师的职业幸福指数不高。

我在农村中小学工作 36
年，条件跟城市没法比，但职业
上的成就感和充实感让我依然
能够愉快地活跃在教学一线，与
同事和孩子们共同发展，也让我
内心时刻洋溢着强烈的职业幸
福感。我建议教师从专业提升、
教育价值观和心理调节三个方
面去寻找、提升职业幸福感。

以不断的学习破除专业恐慌

当前，教师的专业恐慌主
要表现为：教师现有的教育理
念、能力素养不能较好地完成
教育根本任务、不能充分适应
日益深入的课程改革。

新 课 改 实 践 中 ，人 本、创
生、民主、务实的课程价值观初
具雏形，其中蕴含的不确定性
成为教育生活的重要特征。自
主合作探索学习方式的引入、

课程融合、线上与线下的教育
融合、课程开发等新问题丛生，
创新成为教育常态。在新的目
标要求与传统方式方法的碰撞
之中，教师面临教育教学方法
危机，很多教师无所适从。

与此同时，后喻时代步步
紧逼，教师权威不断被削弱：教
师的学习能力和效率不占优
势，信息素养储备不足，而学生
在很多地方都超过自己，教师
有失落感。

能力危机，是削弱教师职
业幸福的直接诱因。但是，我
们也要看到，危与机是并存
的。教师职业幸福的最高层次
也正是来自职业生活中自主成
长、自我发展的内感报偿。这
就需要教师在对新课程改革的
深刻理解和自主实践中不断学
习、研究，磨砺出教育能力与
自信。

这里的学习一方面要树立
长期目标，把学习作为一种常
态；另一方面要在新课改中树
立面向未来社会的理念，用“将
来时”思维来构建今天的课堂

教学，探索学生高阶能力培养
路径，随时随地汲取新知识，拓
展视野空间。

正确看待校园内外的纷纭万状

一提到教师的职业幸福，
就离不开收入待遇、学校文化、
社会支持等客观因素，但随着
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职业的认
同感、忠诚度、归属感才是教师
职业幸福的根源，是教师们正
确看待校园内外纷纭万状的

“定海神针”。
当前，部分教师秉持的价

值观中科学、民主理念缺失，一
些教师的威（特）权意识、拜金
思想和信仰迷茫凸显出来。而
教育施爱本就有无偿的内涵，
如果教师总是希望从家长、学
生那里得到特殊回报，“幸福”
也将渐行渐远。

年逾70的斯霞老师每天奔
波于家校之间时，我们丝毫不
怀疑老人家是幸福的。当身为
校长的魏书生老师仍然兼任两
个班的班主任时，我们相信他
内心是欢喜的。那些优秀教师

都有一个共同点：累并幸福着，
他们发自内心、矢志不渝地热
爱着教育。

在儿童生长中感受幸福，
是教师的职业偏得。与孩子们
相伴，幸福常不期而遇，可能在
某个课堂瞬间，也可能在某个
课间片刻，常让我们心潮澎湃
或泪光闪闪。我们教师要在平
凡的景致、平凡的故事、平凡的
儿童中学会珍视这些平淡、真
实却异常珍贵的东西：坚守初
心，去真切地感受师生情谊，感
受来自儿童的真挚情感，在教
学相长中正确地认识自己、认
识学生。

在通往优秀的路上循序渐进

健康心理是教师职业幸福
能力的关键，是正确认识自己、
萌生发展自觉的心理基础。

我们都渴望优秀，但每个
人成长中都会遭遇挫折和短暂
倒退。区别于优秀教师，我们
往往会因挫败而气馁，进入专
业发展的恶性循环。我们需要
明确四个原则：

一要认可和接纳自己，以
此为基础取长补短。

二要勇于接受挫折，每个
人都要谱写一本属于自己的

《失败学》。
三要脚踏实地，不可急功

近利，对学生保有更多理解和
期待，把上级、家长的信任转化
成对自己的激励。

四要学习“匠人”精神，守
好本心，持之以恒，努力做到极
致。

这意味着，我们把解决问
题的责任留给自己，用自我负
责的方式追寻想要的未来，遇
到问题不抱怨，用尽力的心态
去面对，欣喜就会不断出现。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凌源
市万元店中心校）

栏目简介：本栏目关注教
育一线的每一位教师奋进者，
记录他们在课程建设、教学改
进、课题研究等方面的思考与
实践。

投稿邮箱：
haolaoshiweixin@163.com

教师的职业幸福感在哪里
韩庆文

我庆幸自己遇到了诸多
前辈的指点。

初登讲台，泰安六中老
教研组长贾德修老师给了我
很多指导。他让我知道了国
内有哪些语文杂志，并要求
我经常翻；他把期中、期末
命题重担压给我，让我很快
熟悉了命题规律；他带我到
兄弟学校听名师上课，领悟
语文教学的真谛；他退休前
还推荐我接任组长。贾老师
是我职业生涯的启蒙者。

吴 心 田 老 师 是 我 的 恩
师。他生前是山东省语文教
研员，他发现了我，竭力培
养 我 ： 他 到 学 校 指 导 我 上
课，让我主持了 6 年语文单
元教学改革实验项目；他要
求我学习叶圣陶、吕叔湘、张
志公“三老”的语文教育思想，
全面提高自身素养；他给我提
供各种锻炼机会，从泰安市走
向山东省，再走向全国。在火
车上，他与我探讨课堂教学规
律；深夜 12 点，他还在帮我推
敲教案⋯⋯父爱般的关怀，令
我感激不尽！吴老师希望我
能接替他做山东省语文教研

员，可阴差阳错我进了北
京，他也完全理解、全

力支持。听见别人
夸奖我，他会打电
话与我分享那份
欣慰 ；听到别人
批 评 我 ，他 也 打
电话让我引以为

戒 。 没 有 吴 老 师
的教导，就没有我的

今天！
来到北京，第一次到章

熊老师家，他就说：“程翔，
我收你做徒弟了。”从那以
后，我得到了章老师太多太
多的真传。他把自己的书法
作品和书送给我，让我和他
一起编书、编教材。我一有

困惑就打电话向他请教，他
一讲就是半个小时。章老师
身体不好，但见到我总开怀
大笑。后来，他视力越来越
差，却经常电邮发材料让我
学习。20 年来，每到年根儿
我去拜望章老师，他都给我
讲“三老”的故事，讲他祖
父章钰的故事⋯⋯章老师给
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学术的大
门：用学术眼光对待语文教
学，文化的站位、母语的立
场、艺术的手段！于是，我的
专业发展“訇然中开”！当我
把耗费十余年心血的 100 万
字研究成果《说苑译注》呈送
给先生时，他欣慰地笑了。

我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
还得到了刘国正、于漪、宋遂
良、陈金明、钱梦龙、宁鸿彬、
饶杰腾、洪镇涛等老一辈语文
大家的指导，少走了很多弯
路。每当回忆起那些场景，我
都感动不已。还有很多同龄
朋友，或是仁兄，或是贤弟，他
们对我的帮助、指导与启发也
很多。我庆幸自己遇到了那
么多的贵人。

我常听到有人抱怨命运
不济、不遇贵人。我想，贵
人是有的，但不会自动来帮
你。这要看你是否真诚、虚
心，是否厚道、朴实，是否
纯正、清透，是否好学、勤
奋，是否发自内心地尊敬前
辈、尊重同仁。我从小受家
庭影响，懂得一个道理：宽
厚待人。韩愈说过：“古之君
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
人也轻以约。”谁没有缺点和
不足？心中有数就是了，引
以为戒就是了，我要学习的
是他的长处。

我不喜与人公开辩驳，
尤其不喜将别人驳倒后得意
忘形。遇到“怼”人场景，
我就悄悄离开或保持沉默。

有 人 说 这 是 圆 滑 ， 我 不 接
受，应叫“圆和”。我喜欢外
圆内方，不喜欢外方内圆。
我住六楼时，经常一个人拿
拖把从六楼拖到一楼，把栏
杆从六楼擦到一楼；我喜欢
和邻居打打招呼、聊聊天；
在学校，我经常和保洁员、
保安聊天；我在大年初一为
同事的书稿写序；我在病床
上修改青年教师的论文⋯⋯
我认为，美好人性很重要。

我在近“知天命”之年正
式命名自己的书房为“六心
斋”。有人开玩笑说，三心二
意遭唾弃，可你竟有六心。我
解释说：“忠心向祖国，醉心于
事业，孝心奉父母，爱心献妻
儿 ，诚 心 待 朋 友 ，良 心 留 自
己。”那年我去济南看吴心田
老师，当时他已无法正常言
语，却用颤抖的手从抽屉里拿
出一个本子，翻开给我看，原
来扉页上写着我对“六心斋”
含义的解说。当时我鼻子一
酸，就想哭。

写 到 最 后 ， 我 还 是 用
《教师之歌》 来结束吧：

我愿以满头的白发，
种得人类的花朵灿烂如锦；
我愿以毕生的精力，
换来祖国的栋梁成荫成林！
我多么想一直工作三百年，
——如果我有五倍的生命！
栏目简介：本栏目意在

展现良师风范，寻找教师发
展的“密码”，为更多一线教
师的专业发展引路。

“转益多师”，永远在学习的路上

刚工作时，我思考最多的
是“做什么样的教师”。

教师风格各异，但最基本
的评价标准只有一条：能把课
上好，把学生教育好。有一
次，学校检查备课本，我写得
简单被教学主任批评，我不服
气。老校长知道后找我谈心：

“程老师，你信不信，备课越仔
细，上课越自信。”我无言以
对，因为这是一句大实话。从
那以后，我经常用“课比天
大”这把尺子量自己。当我沉
浸到备课当中，我常常被感动
着，有时还被感动得流眼泪。
这也让我的课堂有了丰富的感
情，我和学生一起哭，一起
笑，一起怒。这样的课堂多真！

课比天大，能检验教师的
教育人格。几十年来，我要求
自己在上课铃响前必须站在教
室门口，用微笑面对每一个学
生。管理工作会议多，但我从
未因临时开会中途丢下学生不
管。有人问：“地球离了谁都照
转，你何必这样坚持？”我说：

“我懂，但我过不去良知这道坎
儿。”课堂上，我也曾出过错：
写错字，读错音，讲错题。学
生给我指出后，我诚恳道谢；
学生没指出来，我自己发现后
也一定找时间在课上纠正致
歉。常有人来听我的课，有一
次学生打瞌睡，课后学生找我
说：“老师，给您丢人了。”我说：

“不丢人，上课不是演戏。”我理
解，他们作业多，睡眠少。我理
解学生，学生也就喜欢我，进而
喜欢我的课。有一年，学校想中
途给我调班，一个学生知道后写
了一张字条给我：“谁把程老师
调走，我就和他拼命！”后来我跟
学校领导商量，不调换，我多教
一个班就是了。

课比天大，是因为课堂对学
生做人的影响极为深刻。我刚
工作时，把培养重点放在优秀生
上。一次，我在大街上碰见一个
发展得很好的毕业生，他说“我
在学校时不争气”。我立刻感到
内疚，向他表示歉意。从那以
后，我再没忽视也没拒绝过学困
生，他们中很多后来都发展得不
错。一个学生因病休学，课上我

问：“元旦联欢会你们是不是忘
记了一个人？”我说出名字，大家
沉默了。一名学生举手说：“老
师，我打电话问候他了。”全班同
学热烈鼓掌。我说：“你们共度
三年时光是缘分，你们是兄弟姐
妹。”我每教一届，总要问学生：

“你们见了学校保安和保洁员打
招呼吗？干净整洁的校园谁打
扫？学校日常安全谁守护？他
们应该得到你们的尊重。”我曾
专门写了一篇关于保洁员的小
小说发给学生读，我送书给保安
看，送月饼给他们吃。学校组织
食堂师傅、保洁、保安上夜校，我
第一个报名给他们讲唐诗宋词，
他们可高兴了。

课比天大，是说课堂将奠
定学生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我
教给学生语文学习的途径和方
法，我培养学生热爱祖国语言
文字的感情。我常说：“汉语是
世界上最优美的语言”“爱汉语
汉字就是爱祖国”“母语是我们
的精神家园，学不好母语就找
不到回家的路”。我逐步摸索出
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让
不同的学生在课堂上不断实现
语文素养的提升与发展：有的
学生不善于口头表达，经过课
堂锻炼能出口成章了；有的学
生自卑，我鼓励他、帮他改稿
并推荐发表，他自信起来⋯⋯
这些年，经我修改、推荐、发
表和获奖的学生作品有数十篇。

课比天大，是说课堂能让
人与人之间形成一种美好
的人际关系。我在北
大、清华校园里听
到 过 学 生 喊 “ 程
老师”，我在美国
机场候机听到过
有 人 喊 “ 程 老
师”，我在剑桥大
学参观听到过有人
喊“程老师”，我在
马路上看师傅修摩托车
他 抬 起 头 喊 了 一 声 “ 程 老
师”！毕业多年，我们依然保持
联系，逢年过节学生们会来看
我或微信问候，一见面亲得不
得了。语文在他们身上作用有
多大我说不清，但我知道这种
师生关系是至美的。

“课比天大”，是我的职业信仰

我将踏上讲堂！
一切都在开始，
一切都在成长，
我有一支教师的歌儿，
在这美好的时光歌唱！
⋯⋯⋯⋯
1982 年大学毕业的我，心中唱着这首 《教师之歌》

登上了中学讲台。转眼已过 39 年，年轻时背过的一些诗
在记忆中支离破碎，但这一首无论何时何地我都能完整背
下来。它铭刻在我灵魂深处，时时激励着我，呼唤着我，
检验着我。

观课议课联系图

程翔治教格言:

做有灵魂的教育，

教有学理的语文，

当有骨气的教师。

【名师小传】

程翔 语文特级
教师，正高级教师，
全国优秀教师，国家

“万人计划”教学名
师。任全国中语专委
会学术委员会主任，
北京市语文学会副会
长，教育部“国培计
划”专家库首批专
家。发表文章多篇，
出版 《说苑评注》
《我的课堂作品》等
专著1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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