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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周刊
名师 思录录反反

我曾经做过5年的中学语
文教研员，每与教师们探讨教
学问题，总听一些人说“教参
上是这样说的……”“老教师
们是这样讲的……”其实，不
迷信权威，独立探究和自主思
考，做“真学问”，才是教师
专业成长和进步的关键。

专家与老教师的学问和经
验，自然值得我们尊重和学
习，但是我们更应该刨根问
底：教参为什么这样说？老教
师们为什么传授这样的经验？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前人

的学问和经验有没有需要改进
和变革的地方？孟子说“尽信
书则不如无书”就是这个道
理。更重要的是教师要养成独
立探究和自主思考的习惯，如
此以来，我们传授给学生的

“学问”才是有理有据、有思
考价值的。同时，把独立探究
的精神传递给学生比单纯传授
知识要重要得多。

教师承担着不同的学科教
学任务，而我们所教学科的本
质意义是什么，我们要教给学
生什么？这个问题是教师面临

的最重要的问题，也是教师是
否优秀的重要标准。明白了学
科本质意义是什么，也就找到
了学科教学的目标或者灯塔。
否则，即使工作再敬业，教学
再勤奋，也是方向不明、目标
不清的低效劳动，甚至有负面
效应。如果一位教师只是考什
么教什么，恐怕永远搞不清学
科教学的本质，也难以成为优
秀教师。

以语文教学为例，同样教
授一篇课文，10位教师会有
10种不同的教学重点，自然也

就有 10 种不同的教学效果。
10位教师孰优孰劣，判断的标
准有很多，但最重要的是看哪
位教师把握住了语文学科教学
的本质特征，注重培养学生语
文学科的核心素养。学科教学
方向明确的教师，即使偶尔教
学效果不太理想，长期下来也
会有优异的教学效果。反之，
学科教学方向不明确的教师，
即使偶尔有漂亮的课堂教学，
长期下来学生依然收获不大。
偏离了目标航线的航行也便失
去了真正的意义。

“教什么”永远比“怎样
教”更重要，优秀教师不仅要
明白“教什么”，还应知道为
实现教学目标需要做些什么。
优秀教师除了能按照教科书内
容教学之外，还应该具备自主
开发课程的能力。“教材无非
是个例子”，而选择什么材料
作为“例子”就显示出教师的
能力了。还是以语文教学为
例，让学生读什么，读多少？
写什么，写多少？教师的自主
性很大。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
最能体现教师的学养和功力。

做真学问

教案中的教学目标看似只有
三两句话，但有效教学目标的拟
定是需要下一番功夫的。有效的
教学目标应该指向学生的学习结
果，目标的表述应能反映学习结
果的类型和层次，与具体的教学
内容相对应，并且应该是可测量
的。教学目标的有效性、合理性
能够体现教师备课的精细化程
度。教研员在检查教师的教案
时，应从目标的表达形式、目标
的有效性、目标与教学内容的对
应关系三个角度来评价教学目标
的设定是否科学合理。

从教学目标的表达方
式了解教师对课改的理解
与落实情况

教学目标的表达形式虽可谓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目前大
家普遍认同的是布鲁姆教学目标
分类学中的“行为动词+名词”
的表述方式，后世很多学者不断
继承和发扬这种理论学说，提出
了更多指向学科特点的行为动
词，为广大教师科学拟定教学目
标提供了便利条件。在这样的学
术背景下，教师拟定教学目标就
应该有所依循，克服随意性和盲
目性，恰当地选取行为动词，拟
定具有引领性的教学目标，真正
发挥教学目标在教学中的行为导
向作用。

教学目标往往只是简明的几
句话，其表达形式却能够充分体
现教师对课程改革的理解程度以
及对新课程标准的落实情况。
2016年9月13日《中国学生发
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发
布。2018年 1月，教育部印发
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
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
首次凝练提出各学科核心素养，
并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制定出了质
量标准内容，对三维目标进行了
新的阐述。新时期教学目标的拟
定需要聚焦各学科的核心素养，
只有切实领会新课改精神，并形
成与时俱进的具体表述，才能更
有效地落实课程改革的具体要
求。因此，从教学目标这一环节
可以了解教师对课程改革精神的
领会程度，掌握教师对课改培训
内容的理解与转化情况，找准教
学管理和校本研修存在的问题及
当下着力点。

从教学目标的具体内
容检视教风与学风

在审视教案的过程中，我们
常常看到一些教师要么照抄教参
或教辅中关于教学目标的现成表
述，缺少必要的分解细化与甄别
筛选，要么随意为之，凑上几个条
目了事，至于与后续教学内容有
何联系、对实际教学有何引领，则
似乎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内。这
种拟定教学目标的方式不仅失去
了其原初意义，还反映出部分教
师从教治学的态度不够严谨。以
《念奴娇·赤壁怀古》 一课为
例，一位教师拟定的教学目标
是：“1.在诵读的基础上，感悟
词人的情感，品味语言之美。2.
体会景、史、情的交融，品鉴技
巧之美。”这样的教学目标空泛
而无具体内容，也可以用在其他
诗歌的教学活动中；在理解诗人
感情与鉴赏抒情方式这两方面的
轻重处理也出现了本末倒置，表
达缺乏逻辑性。在这种目标引导
下的教学内容设计及课堂教学能
合理有序、环环相扣吗？

高中阶段的课程标准，明确
了学生相关学科课程学习后应达
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
关键能力，其目的在于切实引导
各学科教学在传授学科知识过程
中更加关注学科思想、思维方式
等，克服重教书轻育人的倾向，
把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当下，学科核心素养已成为教师
拟定教学目标的指南，目标聚焦
于核心素养，才能保证教学内容
也同样聚焦于核心素养。

检查教案的目的是为了提升
教学质量，对教学目标的要求并
不是否定或遏制教师的创造性，
而是引导教师用研究的方式对待
教学设计，对缺少学理依据的表
述采取审慎的学术态度。以严谨
审慎的治学风范对待目标设定既
是学风，又是教风，这也将会对
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
可以说，抓住教学目标这一关键
环节，就抓住了在日常教学中具
体落实核心素养培养目标的牛鼻
子。

从教学目标与内容的
对应关系把握教学设计的
整体性

教学目标是教学内容的选择

依据，教学内容是达成教学目标
的途径与载体，两者必须保持一
致性。事实上，教学目标与教学
内容分离的现象普遍存在，要么
目标大于或多于内容，要么目标
小于或少于内容，要么目标是目
标，内容是内容，两者几乎没有
关联性。

教学目标大于或多于内容，
多是因为教师简单地将单元目标
或课次目标作为课节目标，缺少
必要的分解和细化，难以让目标
发挥更加具体有力的引领作用。
比如高中语文多以名篇的名称作
为课次目录，大多数课文学习需
要安排两课时以上的时间，如果
将全篇文章的学习目标同时作为
两个课时的教学目标，就难以体
现每一节课的侧重点。语文教学
倡导“一课一得”，只有将教学
内容紧紧围绕“一得”进行设
计，才能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始终
聚焦目标，真正保证学生“一课
一得”。教学设计一般以45分钟
为一个单位，教学目标也应该细
化到 45 分钟的课堂教学过程
中，大目标、小内容的情况不可
忽视。

教学目标小于或少于内容，
多是因为教师对目标的理解与表
述缺乏宏观思维，尚未完全领会
和把握三维目标、学科素养的框
架，没有自觉地以新课改的理
念、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教学设计
活动。小目标、大内容的情况应
通过专题培训加以解决。

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两者几
乎没有关联性，多是因为教师撰
写教案的态度问题，或者教学中
突出学生主体地位的意识不强。
有的教学目标中出现了情感、价
值观的表述，但在教学环节中，
没有任何内容与之相照应。有的
教学目标中的“动词”指向于学
生的学习行为，但内容中却没有
加以落实，仍然是教师“教”的
行为表述。这样的混乱现象明显
暴露出教师在教学设计时出现的
多种问题。目标与内容不相关的
情况应予以及时纠正。我们在课
前检查教案时，要抓住教学目标
与教学内容的一致性这一指标，
对问题教案提出整改要求。否
则，等到观摩其课堂教学之时，
再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则很难补
救。

教师设计教案要重点关注教
学目标，小环节里有大文章。学
校教学管理者抓住教学目标这一
着力点，可以鞭策教师学习教学
目标的相关理论知识，也可以让
校本研修活动更加有的放矢。

（作者系大连教育学院高中
语文教研员、特级教师，原大连
市教科所副所长）

教
学
目
标
设
计
：

落
实
核
心
素
养
的
关
键
环
节

郑
淑
清

阮翠莲：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首都师
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曾任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
学校长；从教 30 多年来，一直践行“弘美教育”的理
念，参编人民教育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初中语文教材及
教参，为人民教育出版社录制示范课50余节，发表教学
论文50余篇，主编参编书籍10余册，出版专著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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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周年，山东省潍坊市寒
亭区前朱里小学以此为契
机，充分利用潍坊市丰富的
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爱国、
爱党实践教育活动，探索红
色文化铸魂育人之路。

红色元素融入校园文
化。学校把爱国、爱党教育
作为思政课的重要内容，将
活动融入到教育教学的细节
之中。在学校文化长廊，我

们精心设计了“党史上的今
天”“红色先锋”“永恒的信
仰”“灯塔”等栏目，文化长廊
成为学生最喜欢的地方。学校
精选红色歌曲100首，每天播
放一小时，引领学生创作歌颂
党、歌颂祖国的歌曲；开展红
色主题报告会、班会、专题演
讲，放映《建国伟业》《党的
女 儿》 等 红 色 电 影 ； 分 班
级、级部、学校三个层次，
开展唱红色歌曲、讲红色故
事、诵红色诗词、跳红色舞
蹈四类比赛活动，在红色文
化浸润中，保证学生的“根
正苗红”。

科学设计红色教育课程。
课堂是最好的教育阵地，为
使红色教育活动更加入脑入
心，我们坚持课内与课外相结
合的方式，通过多媒体手段，
创设教学情境，让学生身临其
境地走进战火纷飞、硝烟弥漫
的峥嵘岁月。一方面，我们编
写了《红色寒亭·前朱里小学
爱党爱国学习读本》，发放给
全体学生学习，通过教师教、
专家讲，引导学生系统学习潍
坊红色文化历史。另一方面，
发挥直观教学的作用，把思政
课堂搬到爱国教育基地、革命
烈士陵园等地开展现场教学，

生动形象地讲述红色文化历
史，让学生心灵受到强烈的震
撼，领悟在物资极其匮乏的年
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军队
英勇顽强、艰苦奋斗的红色精
神，大大促进了教学效果的
提升。

走进真实情境实现自我教
育。在活动中当主角，让每一
名学生都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播
者，是我们开展红色文化教育
的初心。每一次活动的开展，
从研制方案到开展活动，需要
历经重重考验。例如：汇报演
出要经历学习、表演、体能训
练、选拔、彩排、演出等过

程，我们让学生在一次又一次
磨砺中获得自我成长。学校组
织学生走进革命烈士纪念馆，
在众多的图片、实物及先烈的
感人事迹和革命著作前，学生
深刻领悟到革命先辈坚定的革
命理想和不畏艰难、忠贞不渝
的革命意志，不少学生在现场
宣誓：“革命先烈的事迹将永远
镌刻在我内心，我要在今后的
学习生活中，从点滴做起，让
红色精神代代相传，做有理
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
少年。”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
寒亭区前朱里小学）

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前朱里小学：

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
王彩丽 高传河

教师要目中有人。教育的
本质是育人，培育未来社会发
展需要的高素质之人。我们面
对的每一个学生不仅属于现
在，更重要的是他们属于未
来。他们不仅属于家庭，属于
学校，更重要的是属于社会，属
于整个人类世界。教师期望未
来世界有多美好，就应该用全
部身心来培育我们面前的学
生，他们就是我们的未来世界。

人生而平等，不管他是
谁，是否健康和完美。教师能
够给予学生的首先是尊重和
爱。教育要充分挖掘每个学生
自身的潜能和特长，教育必须
放眼学生一生的发展，教育应
该让每个学生成为最优秀的自
己。

目中有人是教育的前提条
件，只有把育人放在首位，教
师的一切工作才有意义，教师
才能够成为合格的从业者。尊
重是开启学生心灵大门的钥
匙，宽容是养育美德的必要过
程，信任是创设良好师生关系
的前提，表扬激励是激发学生
进取的法宝。教师用真心育
人，教师职业才具有伟大的意
义。

基础教育的对象是儿童和
青少年，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对
未知世界充满好奇，思想单纯
而富有激情，但是青少年学生
的情绪往往又是不稳定的，他
们的情感、态度、价值观都需
要引导和培育。因此，教师在
教育过程中首先应该成为“多

情”的人，工作过程中富有
“真情”“热情”“温情”的教
师才能很好地承担起学生情感
教育的重任。

真情，指的是教师要发自
真心地关爱每一个学生，关注
学生的身心健康和长远发展。
真情，是成为优秀教师的起
点。

热情，指的是对学生、对
教育工作充满热烈的情感。热
情的教师容易温暖学生，能够
把迷茫而孤独的青春期学生吸
引在自己身边。学生的心灵成
长需要友好的生长环境，热情
温暖的教师最适合承担“引路
人”的角色。

温情，指的是教师对学生
要有温和的态度、温暖的情

感。教师的温情是学生心灵成
长的沃土。教师需要用包容之
心温暖学生的成长之路。青少
年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容易出现
这样那样的问题，会懈怠偷
懒，会意气用事，会犯错误，
甚至会出现“硬伤”。而教师
就是学生这些“特殊时刻”的
引路人。温情的“春风化雨，
润物无声”更容易产生良好的
教育效果。

习近平总书记说：“好老
师心中要有国家和民族，要明
确意识到肩负的国家使命和社
会责任。”教师胸中有家国，
才能培养胸怀天下的学生。教
师要了解国家的历史和文化，
要关心国家大事，始终与时代
的脉搏共振。同时引导学生看

清，我们处在怎样的世界，这
样的世界对国家的发展会产生
哪些正向或者反向的作用？
教师要着眼未来，放眼世
界，眼界要宽，眼光要远。
因为我们要培养祖国未来的
建设者，优秀教师必须胸中
有家国，自觉把
家国大任肩
负在身。

用真心育人2

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到
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未来社会
到底需要现在的学生具备哪些
真本事？这些问题值得教育工
作者不断追问，以保持对教育
本质的不断探究和思考。交给
学生“真本事”，至少应该做
到三点：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启迪学生的智慧、成就学生的
远大志向。

每个学生都有好奇的天
性，也都有求知欲望。教育要
做的是找到触发学生求知欲的
最佳触点。教育过程是不断激
发他们的好奇心，引导他们内

在的学习欲望，引领他们自觉
地去学习进步。教育过程中

“因材施教”最为重要。每个
学生都有自己的天赋，怎样发
掘他的天赋，需要教育者的

“慧眼”。教育过程中教师需要
给学生创设尽可能多的尝试机
会，在这些尝试的机会中发现
和挖掘学生的天赋，在摸准学
生禀赋的基础上激发学生不断
求知探索的欲望，助力每个学
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教育要不断启迪学生的
“智慧”，让每个学生越学越聪
明。教学生学会学习，并具备

终身学习的能力。“死记硬
背”“知识填鸭”对启迪智慧
有巨大的副作用，如果教师如
此教学，学生的智慧会被磨
损，甚至产生厌学情绪。教会
学生学习、启迪学生智慧的核
心就是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学
校和教师的一切教育行为如果
紧紧围绕这一明确的目的展
开，我们的学生必定会越来越
聪明。

培养人才，目的是使其为
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作出贡
献。任何一位优秀的社会公民

都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并具备
奉献社会的品德和能力。正是
因为这一目标，教育才具有伟
大的社会意义。

因此，自教育的起点开
始，就需要引领学生关注社
会，了解社会，融入社会，奉
献社会，培养和激发学生胸怀
家国、服务社会的远大志向。

学生高尚人格的修炼与
形成是教育的难点，也是目
前基础教育着力不足的方
面。教师如果只着力于学生
的分数和短期发展，一叶障
目不见泰山，教育的真正意

义也便
丢 失 ， 教
师的职业意义
随即大打折扣。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优秀教师会憧憬未来社会
的绚丽美好，努力塑造美好心
灵，对眼前的每个学生“工笔
细描”！

作为基础教育界的一员
“老将”，我虽然已经工作36年
了，但对这份事业依然充满热
爱。对同行中的后来者，我最
想说的就是：成为好教师，要
下“真功夫”。

教真本事3

优秀教师要追求三个优秀教师要追求三个““真真””
阮翠莲

教改天地

如果想成为优秀教师，就需要具备优秀
教师的“基因”。什么才是优秀教师的“基
因”？我从自己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得出三点
感悟：做真学问，用真心育人，教给学生真
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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