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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级教育行政部门
如何进行区域教师培训的
顶层设计？如何提升区域
师训机制的可行性和有效
性？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
摸索出了一条“书院+学
院”的区域师训路径。

书院行动重素养

为解决教师培训中
“重技能轻素养”的问题，
我们开展了以提升教师素
养为目标的“书院行动”。

“书院行动”包括“教
师读写团队”和“兰山教育
大讲堂”两大阵地。

教师读写团队是一个
成长型教师学术社团。目
前，全区各中小学校幼儿
园均成立了以“工作坊”

“书社”“书院”等为名头的
教师读写团队。这些团队
系统开展读写学讲、教育
研究、学术讲座、成长沙龙
等具有现代书院特质的成
长活动，初步形成了“区级
读写共同体（兰山书院）—
学校读写团队（社、坊、
队）—年级读写小组（室、
班）”为层级的区域教师读
写推进机制。

在教师读写团队开展
的系列活动中，阅读贯穿
并维系整个团队。我们将
团队阅读的理想目标确定
为“三通”：一是精通，
即教师针对教育经典著作
开展专业阅读；二是共
通，即教师针对教育教学
之外的经典著作开展人文
阅读；三是贯通，即教师
将阅读所得理论方法与教
育实践融合。

“精通”和“共通”借助
团队阅读来实现，实施步骤为：课程发布、名师领读、
自主阅读、聚焦阅读、线上书吧。

“贯通”的实现通常与校本研修相结合，就是改
变“为阅读而阅读”的做法，开展基于问题解决的专
业阅读。具体做法为：定问题，从具体的教育实践中
梳理问题；找方法，通过个体阅读，寻找他人解决类
似问题的方法；明思路，通过读书交流活动，成员之
间相互分享各自找到的好方法，理清行动的思路；去
实践，按照阅读收获开展实践活动，以提升教育行
动；炼成果，将阅读、实践获得的经验进行成果化表
达，形成校本经验或教学成果。

兰山教育大讲堂是教师交流展示平台，实行线
上线下混合式传播。线上部分系统开发公益“三课”
即教师成长课程、学生发展课程和家长公益课程，量
身定制公益“三坛”即名家讲坛、名师讲坛、百生讲
坛。“三课”建设追求课程建构的整体性、连贯性和系
统性，重在奠基；“三坛”建设追求内容设计的即时
性、灵活性和趣味性，重在精准。大讲堂的授课任务
均由本区域的名优教师担任，这样一方面服务了区
内外师生家长和社会，另一方面也锤炼和促进了骨
干教师的再发展，为其提供了展示舞台。

学院课程强梯队

为了解决培训内容随意、结构松散和评价缺位
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学院化模式，创新成立青年教师
成长学院、卓越教师发展学院和未来教育家领航学
院。以“三级学院”构建教师梯级攀升机制，形成教
师梯队的“长链式”发展模式。

青年教师成长学院的学员主体为新入职教师、
三年期内新教师和35岁以下潜力型年轻教师。分
为四个课程群：职业理想与师德、学生研究与教育、
学科理解与教学、专业发展与成长。每个课程群依
据年级与成长期的不同分设课程模块、规划课程主
题，以满足青年教师完整成长的需求。

卓越教师发展学院的学员主体为区域选拔的骨
干教师和管理干部，培养目标是帮助教师从学科骨
干、业务能手发展为综合型名师。我们启动了以名
师、名班主任、名校长培养为目标的“三名”培养工
程，实施“学院—系（学科教师、班主任、校长）—班
级”为层级的管理机制。卓越教师发展学院的课程
按照“四步闭环进阶式”设计与实施：四步是指

“任务驱动—集中研修—返岗实践—集中研修”，闭
环进阶是指四个步骤互为起点和终点并呈螺旋上升
的运行策略。

未来教育家领航学院的学员主体为市级以上名
师、特级教师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区域品牌教师，
培养目标是帮助他们走向教育家型教师。未来教育
家领航学院的课程设置以项目研究、特色培育和品
牌锻造为路径，为每个学员设立工作室，遵循“培
用结合”的原则，工作室主持人既是未来教育家领
航学院的学员，又是工作室建设的精神和学术指导
员，实现名优特教师潜心研究、合力成长、辐射影
响的发展追求。

“书院+学院”是兰山区“培训教师、培养名师、
培育名家”师训的具体实践，充分体现了“共同体”理
念，唤醒了教师个体的自觉成长，促进了教师同伴间
的互助成长，引发了教师群体的共同成长，实现了教
师发展与学生发展、教师队伍建设与区域教育质量
提升的高度统一。

（作者系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教育和体育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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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感觉自己进
入了发展的瓶颈期。怎样才能让自己
再有突破？今天的我，能不能与昨天
的自己有一点儿不同呢？

如今，我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背
着我的双肩包，走进学校，走进课堂。
这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人本课堂乐不疲

倦怠常常源于成长中的困惑，我不
断问自己：教学的基本规律到底是什
么？孩子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数学课
堂？在这样的追问和思考中，一个答案
浮现出来：好课堂一定有一种好玩而有
意义的样态，我管它叫“玩着学数学”。

那么，怎么才能“玩着学数学”
呢？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
人”，我们教育学生时常说“修行靠个
人”，但作为期待自我突破的教师，我

认为更应该思考怎样做到“师傅领进
门”，让学生与数学来一场美丽的邂
逅。我的突破口是创设富有情趣的数
学情境。

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可能会骑着
自行车进教室，可能会从学生表演开
始，也可能从有意思的故事、直观好奇
的操作等情境逐步展开，情感在教室
中弥漫，有教师的情感，也有学生的情
感。因为有了情感，教学就深深地吸
引着学生，他们不是因为记忆才记住，
而是因为理解自然而然就记住了。这
样好玩而有意义的教学，师生都有美
好的获得感、幸福感。

慢慢地，我发现，好的数学课堂一
定是“以人为本”的，好的数学课堂生
态一定是儿童、数学和教师三方合力
形成的：一要尊重儿童的天性、需要、
视角、情绪情感等。二要关注数学的
本质，“玩着学数学”不是听听、看看、
说说、笑笑而已，而是孩子们深度参
与、自主探究、经历体验，并在其中锻
炼思维的过程。三要发挥教师作用，
我得做导演、主持人、参与中的首席，
把儿童与数学联系在一起，让孩子们
觉得数学课有意思、有味道。此时，儿
童数学教育就发生了。

我不仅要让学生学会数学，还要
让学生喜欢上数学，我的作用就在那
一堂又一堂好玩而有意义的数学课
里。而倦怠，再也没找上我。我把上
好课作为追求，并全身心地投入热爱。

最近7年，我一直教六年级，主
要在探索中小学衔接阶段的课程重建
与学习方式变革。为此，我们一方面
关注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加强单元
备课；另一方面基于不同内容采用不
同的教学方式。我在玩着学、刻苦
学、自主学、混合学等学习方式研究
中乐此不疲。

快速提升与人听

成熟期教师自我突破的确不容
易，但也有小妙招，就是讲给别人听。
这是我的深切感受。

谁都知道学习的最好办法是“讲
给别人听”，但并不是每个教师都重视
这件事。教师，除了给学生上课，其实
也是有机会讲给别人听的。教师要努
力争取学校教研、区域教研等时机讲
给更多的人听。你不必担心指导别人
会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也不必担心
教给别人最后会让别人超过你。讲给
别人听，分享自己的经验，可以帮助他
人，而最大的受益者还是自己。

“讲给别人听”的准备过程，不仅
能梳理你所知道的，而且还会让你知
道你所不知道的，特别是还会让你发
现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你会发
现，讲着讲着，你把自己讲清楚了，把
自己讲明白了，它就又会反过来作用
于你的教学实践。

形成风格有个性

来到北京中学的第一年，我希望
能博采众长，几乎听遍了所有教师的
课，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学科。
但每当实践之后，就发现别人身上那
些精彩我学不来。原因很可能是我选
择了与自身特点不契合的方式，硬要
模仿就是邯郸学步，自己难受，学生也
跟着受罪。

我们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目的是
做更好的自己。每个人特点不一样，
有些教师反应快，善于临场应变；有些
教师思考深，善于预设与筹谋……个
性不同风格就会不同，不能盲目模
仿。我们都希望把他人好的东西融入

自己的教学中，这时候要注意考量自
己的个性特征，有所取舍。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反复思考自
己的教学风格到底是什么，但是说不
出来，有时候说出来了，又好像不是自
己的。比如，我的数学课也追求为学
生提供好吃有营养的数学，可给学生
提供好吃有营养的数学、创设充满智
慧和情感的课堂的，分明是吴正宪老
师啊；再如，我在课上也经常会和孩子
们通过“错误”去学习，可化错教学是
华应龙老师呀；我还特别注重通过创
设情境展开教学，可是一提情境教学，
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李吉林老师创始
的。其实，吴老师好吃有营养的数学，
就是我要学的；华应龙老师化错教学，
也是我主张的；李吉林老师情境教学
更是我要实践的……他们的好做法是
适合我去努力学习和追求的。

可是，我也在想：我是什么呢？我
既不是他们某一个，更不是他们的总
和，我是我自己，我自己是什么呢？我
最大的特点就是喜欢玩，我从小就好
玩，现在也好玩，学生也喜欢玩，我们
的课堂经常是玩着玩着就把数学学好
了。终于，在这样的思考与实践中，我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并出版
了教学专著。

总之，学习别人，是为了激活自
己，只有形成有自己个性特征的教学
方式，才能把自己的个性特点发挥出
来。只有发挥出了自身特点，才可能
成为一名有魅力的教师，一名学生喜
爱的教师。

做一名学生喜爱的教师
王来田

“你们青年人，要有强烈的物化成
果意识……”多年前老校长站在路边
与我聊天时曾这样告诉我。她不知
道，这话我一记就是十来年。

重视“物化成果”这个教师专业发
展容易忽视的盲区，值得思考，值得行
动。做好了自己的“准成果”收纳工，
方能积累起个人教育思想博物馆的一
砖一瓦。

哪些资料可以成为“准成果”

如果把有价值的过程性资料称为
“准成果”，那么我们需要逐步磨炼发
现“准成果”的能力，敏感察觉不同资
料背后的“准成果”价值。

（1）“课程框架型”准成果：聚沙成塔
记得一次校内教研会上，校长向

我们建议：“要是你们能改变教室门外
千人一面的课程表形态，做一张班主
任的课程表，那就厉害了！”

他不经意间的建议，给了我方向
性的启发。2016年，我尝试去设计班
主任的年度课程表。一开工，发现并非
易事，仿佛误入一张大网，即使在多年
研究的主领域里也发现了不少系统实
践中的盲点。从表格式的罗列，粗枝大
叶填空式设计课程表格，然后对于盲点
局域扫尾实践。我把班会课程和周末
实践捆绑设计，形成了班本生活实践课
程，又带着团队逐步建设小学6年班本
生活实践课程的完整体系。

先做起来，再做精彩。在这个漫
长的聚沙成塔的课程设计过程中，我
们的“宅家小公民”劳动课程、“新杭州
人在行动”游学课程等，在对话碰撞中
渐成体系。我们依托学校课程体系，
选择班校结合点，逐步厘清培养目标，
明晰课程设计思路，一点点地走出了
持续研究建构班本课程体系的路。这
需要有“立根原在破岩中”的韧性，也
由此磨炼了我分辨准成果价值的“火
眼金睛”。

（2）“成长故事型”准成果：二度反思
没几个教育故事，何谈走过教育

人生？一个好的故事就像长了脚一
样，是能“跑”的。一旦掌握讲故事的
技巧，你就具备了说服、沟通、打动他
人的基本技巧。

记录教育故事，是在定格一段难

忘的教育历程，是在用文字去沉淀教
育的第一手胶片，但我不满足于此，我
会重视老故事对于自身教育思想和实
践的滋养，常常主动进行教育故事库
的“二度反思”，在复盘中寻找典型案
例的更优策略。我的教育故事《“少年
斧头帮”的颠覆记》曾在2013年被评
为教育部“精彩育人瞬间”，我没有满
足于此，而是咀嚼过往细节，复盘找出
了学生危机问题处理的六步流程法。

常用今天的思维来审视昨日旧
事，提出可以移植的经验，提出值得规
避的过错，甚至建设颠覆性的改善方
案，这种育人智慧的“思维体操”，不知
不觉提高了我复盘管理的能力与智慧。

（3）“学术论著型”准成果：选点建构
2004年春天，从未有文章变成

铅字的我，做了件个人工作史上的大
事——把自己几学期积累的评语，打
印、装订成几本薄薄的册子，自荐给了
出版社。随后就是漫长的三个月等
待。当我耐心用尽，决心拿回书稿继
续孤芳自赏的时候，接到了编辑部电
话，这本小书竟意外地在选题会上通
过了。我得到了人生第一次出书的机
会。不经意间的选点突破、汇集成册，
催生了我的首本专著。我常常这样鼓
励自己：敢于在一处用心打磨，才会有
意想不到的收获。

正是复盘、整理经验成果的习惯，
助推我在专业发展的道路上发现和思
考，并稳健地成长了起来。

如何积累“准成果”素材

第一本不经意而成的专著，像一
个小火苗，点燃了我大量实践、再积极
沉淀成果的热情。我开始积极寻找，
还有什么能成为新的“准成果素材”。

（1）强化“积累宝贝”的意识，注重
沉淀

曾经，为了给二十来年的教龄做
深度盘点，我翻箱倒柜找到了每一份
获奖证书，却发现多年间许多重要的
过程资料散落得无影无踪。误把积累
证书当作积累成长，错过了很多经验
与教育思想的沉淀。

带着这样一份淡淡的遗憾，我自
问：终日忙碌的教育生活，常令人有

“一年忙到头，不知在忙什么”的无力

感。把常规事、特色事、典型事、意义
事相关资料，分门别类收纳起来，才能
让专业生活的每一步走得清晰稳健。

（2）锻炼“挑拣宝贝”的眼睛，有效
选择

并非所有教学过程资料，都需全
盘收纳。锻炼“挑拣宝贝”的眼睛，选
择有价值的信息很重要。

选择点、积累点，往往聚力在兴趣
点和研究点上。比如，学科错题本要定
期拍图分类整理、纵向积累，是对学科
教材系列难点的研究历程；每日儿童生
活细节，要常态记录、每周分享，批量上
传常态播报，有助于家长满意度的提
升；关于学生、家长对日常工作的评价
征集，正能量感言值得收存，用于长项
发展与自我激励，负能量的抱怨指责也
具有改进工作的引擎意义……有效地
挑拣过程资料中的“宝贝”，找到不同素
材背后的价值意义，都可令我们成为

“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领域富豪。
（3）养成“勤于收纳”的习惯，切实

执行
善于、勤于收纳成果，既需要思想

重视，也需要良好的执行力。
首先，教师存储文件要有序，把常

态工作文件夹做好规划和分类，但凡
文件保存，需先存入文件夹，且规范文
件名。其次，建设物化成果小分队，分
头进行作品整理、推文传播等任务。
另外，选择固定集体收纳平台，诸如
QQ相册、班级云盘、钉钉云空间等都
是适合多人协同打理的常用空间。

从单兵作战式成果积累，转为团
队共同积累的常态行动，我们才有可
能一步一步推动实践成果的最大化。

如何有效转化“准成果”素材

光积累，不转化，任由电脑硬盘装
到爆棚，平日的素材难获“质”的飞升。

（1）利用素材常自主成文，常态写作
千里之行，源自马上行动。我曾

在年初，给自己制定转化成果的写作
任务：发表20篇文章。平均到每个
月，我应该投稿两次。分担到每周，大
约需要每两周有个时间坐下来写好成
品稿，并投稿出去。于是，我就主动谋
划，以两周为一个周期，从日常实践中
选材酝酿、编写提纲，下班后写完再回

家，不留“烂尾文”给自己。
素材不分类，素材还是素材，素材

一提升，就成为闪烁着你思想光辉的
金子。我的名师名家朋友中，不乏日
更一文的写作快手，但我确信，每位教
育写作达人，都是在日复一日的练习
精进中，逐步百炼成钢。

（2）利用素材勤优化现场，更新迭代
每一份日常素材，并不一定要转

化到报刊上才算正解，如果能推进教
育现场的更新迭代，也十分有意义。

我曾经请学生设计《班级管理岗
位标准》，号召孩子们梳理儿童的经验
和智慧，撰写岗位打油诗，编撰个性化
管理名言，甚至查阅管理学的书籍去
找到最符合自己的管理金句。颇具波
折又精彩纷呈的活动之后，最有意义
的是：我锁定童真童趣的儿童管理经
验，与家长代表联手整理成一整套班
级管理岗位标准，运用于新的年级，并
持续更新迭代，逐步完善成了一份“在
继承中发展”的班级制度型成果。

（3）利用素材推公共价值，文化传播
我特别喜欢给常常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教育思考的青年教师点赞，这是
在常态记录教育现场，也是在发挥公
共价值。这常常像火焰能带动同行的
行动转变。

没有公共价值的辐射，教师仅是
教室里40名孩子的教师。有了主动
传播的习惯，教师有可能在影响着
40000名孩子的明天。公共价值的辐
射，以成果为引擎，也促进了我们的教
育思想再积累、再整合、再提升。业界
的良好反馈又会激发我们的内生动
力，推动了新一轮专业发展的提速。

成长，是自己的事情，不是被别人
推着走，而是被强烈的个人发展与研
究兴趣推着走，被不断物化的成果效
应推着走。我就是这样一边兴致勃勃
地实践，一边认认真真地沉淀，逐步明
晰物化成果的意识，坚守研究的静气
与定力，在学术研究的状态下，寻找一
种有境界的教育生活。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学
教育集团校长）

把教育探索物化为成果
田冰冰

良师小传：
王来田 北京中学教师，

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正高
级教师，北京市小学数学教师
专业研修项目指导教师，教育
部国培专家，出版个人专著《玩
着学数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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