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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坛论道

有人说，课堂是一把双刃
剑，一半是开发潜力，一半是
摧毁智力。课堂如何才能激活
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创造
性而不是相反？前不久我在长
沙观摩学习了江苏省中学数学
特 级 教 师 符 永 平 的 一 节 数 学
课，这堂课不动声色却动人心
魄，让人久久回味。

面对一群陌生的学生，符老
师是怎样开场的呢？留白！

看谁提出的问题多

上课前，符老师让学生齐读
一段话，在画横线处逐个填空。

“有人说，绝大多数学生从
小学到大学毕业，就只会模仿老
师的思路做老师给的题目，从没
做过自己的题目 （问题） ⋯⋯于
是，我们成了不会发现问题的
人，而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
要。所以，我能判断：我们的课
堂真不好。”

“有人说，不少学生在课堂
上，太希望老师将问题提出来、解
题思路说出来、答案写出来⋯⋯
自己只要轻松听着、记忆着、抄
写着 （复印着），课后回忆着、
模仿着、机械套用着⋯⋯于是我
们成了机器人。”（台下老师因为
学生善解人意的精准回答，报以

掌声）
学生们填写的词语像一块块石

头砸进平静的湖面，让我心情变得
沉重，也让我反思——我自己的课
堂是这样的吗？我培养的学生是

“机器人”吗？
符老师这一番匠心独具的铺垫

让学生们一个个摩拳擦掌，满怀期
待进入问题情境。

符老师在电子屏上呈现梯子滑
动的图片：“数学是动态的，是有
灵性的，数学人眼里静态的三角形
是变化万千的美丽图景。”

问题情境 1：已知，图中的梯
子长5米，顶端点A在墙OM上可上
下滑动，底端B在水平地面ON上
可左右移动，滑动过程中三角形
ABO始终存在，∠α= 。

请你设计并填写α的度数，并
提出问题。

学生提出的问题一个个、一串
串往外蹦：设∠α=120°，求：

① ∠ABO= ；② ∠BAO=
；③∠MAB= ；④OB= ；

⑤OA= ；

在符老师的启发下，学生的
思维逐渐由混乱变得有序，由易
到难，由近及远，一直延伸到遥
远 的 地 方 ， 而 且 在 不 断 归 类 求
新。

⑥求 AB 边的高；⑦求 AB 边
的中线；⑧求三角形的中位线；⑨
求△AOB 的面积⋯⋯学生提出的
问题越来越多。

“我们还能想到更遥远的地方
吗？什么已学的知识能和这个图形
融合成一个崭新的数学世界？这是
培养我们创造力的大好时机，大家
要珍惜！”

符老师的语言仿佛有着无穷魔
力，学生们的思维进一步被打开。

“延长NO、MO，建立平面直
角坐标系⋯⋯”

“求点A、B的坐标。”
“求直线AB的解析式。”
⋯⋯ ⋯⋯
学生提出的问题迅速从 12 个

变成 36 个！当符老师说“中考压
轴题就是这么生成的”时，看得
出学生无比亢奋，这太有成就感
了！

符老师的构题“魔术”让人耳
目一新：历经设计题目的过程，摸
清题目生长的纹理，自然就能轻松

“创造”题目，从而实现“解题
人”是“命题人”的创造式教学。
事实上，能命题的人自然能站在一

个更高的角度俯视且很简单地解
题，妙不可言！掌握这一点，孩子
们就不会在无边题海中苦苦挣扎，
而是爱上数学并徜徉其中，美妙就
在情理之中了。

自己动手编教材

“在问题情境 1 的基础上，当
∠α=135°时，怎样求OB？”

符老师话锋一转，自然切换到
一元二次方程的学习中。

问题情境 2：解方程 2x2-25=
0，x2-x=0，x2+6x-7=0⋯⋯

这可是初三的数学内容啊，没
有教材，怎么带着初二的学生学习
初三的内容？“没有教材怎么办？”
符老师问学生们。众人睁大好奇的
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

“胆有多大，智慧就有多大。
谁能勇敢回答？”

没多久，一名男生大声说 ：
“我们自己编教材。”

符老师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学
生：“你知道专家们是怎样编写教
材的吗？我们自己也可以编写。”
符老师和学生在台上现场编起教
材，一元二次方程的定义、解法及
应用，一个个顺理成章地呈现。关
键是，符老师和学生们是用此前学
过的一元一次方程的经验来编写
的。这让坐在台下的我感到惭愧：

在我们看来“高难度”的“编写教
材”的工作，其实学生是完全可以
做到的，可是平时，我们给学生这
样的机会了吗？

最后，学生们不仅通过“编教
材”掌握了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
甚至仿照范例编出了一系列“陷阱
题”“挖坑题”，并自豪地向大家解
释陷阱何在。

当一个个学生举着白板上台
介绍自己创编的题目时，符老师
说：“这道题将以你的名字命名，
这叫——吴欧骐题、刘昱辰题、周
义翔题、粟宇轩题⋯⋯”

学生们欢快的声音久久回荡在
我耳边。

符老师课堂上的留白，从教育
学的角度来思考，其实质就是给学
生思考的时间与空间，把学生推向
前台，教师隐身其后。更进一步
说，留白就是对学生的信任，只有
信任学生，放手让学生在课堂上撒
欢儿，他们智慧的灵光才会闪现出
来。而且在课堂上，符老师的目光
不只是落在少数“学霸”身上，每
个孩子都被他鼓动起来，大胆表
达，从他们的眼神里，可以看到自
信的光芒。

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课堂，也
是富有创造力的课堂。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株洲市长
郡云龙实验学校）

留白，成就有创造力的课堂
——观摩数学特级教师符永平课例有感

王丹凤

教师是教改的主力军，提
高教师素养是教改成功的关
键。对于一些已有二三十年教
龄的老教师来说，要动摇他们
根深蒂固的教学观念真的很
难，如何充分挖掘校内资源，
发挥内驱力，让每个人树立

“领头羊”的意识，在互帮共
享中为教师赋能，让他们的知
识和观念迭代更新，从而提高
教学质量呢？

身边的榜样分享课
堂的精彩

因为教学任务繁重，不少
教师外出学习的积极性不高。
因为学习回来，落下的教学任
务得加班加点赶回来，还要上
汇报课、写感悟。能不能把名
师学习课堂搬进校园？我们尝
试开展市级以上优质课教师菜
单点课式的课堂展示。校长作
为襄阳市隆中名师第一个开
讲，其他校领导和骨干依次上
场。这些专家教师的课堂风格
迥异、精练质朴、简约而不简
单，让教师们意识到身边就有
榜样。

名师引路后，学校设立最
佳设计奖、最佳拓展奖、最佳开
头奖、最佳补白奖、最佳教育机
智奖等，教师们自行申报后走
上舞台展示，人人成为主角。

观课后教师们现场谈感
受，每个教师至少要说出三处
执教教师表现好的地方和一条
可改进的建议。通过这样的活
动，教师们对于课前预习、课堂
目标制定、处理教材、布置作业
和拓展练习等方面都有了更深
入的认识，通过听课、反馈，教
师们在课堂上不知不觉运用了
新的理念。

学校有一位有着 20 多年
教龄的老师叫刘玉敏，以前她
教学古诗词，逐字逐句翻译给
学生听，自己激情万丈，学生却
昏昏欲睡。评课时其他教师指出她的问题，她不服气。
学校专门安排了古诗教学示范课，示范课教师结合注释、
联系生活，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理解每句诗的意思，在领
悟诗词内涵时，学生搜集资料，教师补充资料，用自读、小
组读、齐读等方式，学生的情感与诗人达到了和谐共振。
一堂课听下来，刘老师心悦诚服，她意识到自己在课堂上
包办太多了，学生学得不主动、不深入，自己的教学观念
的确该改变了。

我们的优质课堂跳出“一对一”的限制，实现了“一对
N”分享。在这种模式下，教师是课堂的建设者与组织
者，更是分享与交流的获益者，他们不知不觉中在课堂教
学中植入了新理念。

质量分析会让个人经验变集体智慧

常规的质量分析会由于“剧情老套”，已失去吸引
力。怎么让它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我们抛弃从网上

“信手拈来”的做法，重在针对问题，分享介绍自己的
教学经验，如：生字是怎样落实的，怎样补差，怎样疏
导学生心理，怎样跟家长打交道以争取他们的配合等，
把自己的绝招分享出来。这样，质量分析会变成了“华
山论剑”，教师们纷纷亮出自己的秘诀：提高学习成绩
的不二法宝是班级管理，班级管理重在培养学生的习
惯；要培养小助手；要耐心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如何
掌握海量阅读方法；如何掌握小组合作策略⋯⋯每位教
师分享自己的经验后，都会引来一连串的追问：效果咋
样？你是怎么操作的？质量分析会变成了妙招分享会、
取经会，变成了“答记者问”。

分析还有哪些“堡垒”无法攻克，寻求同伴支援。有
请教，有传授，有商榷，还有唇枪舌剑、据理力争。

每一次质量分析会，教师们都大呼“过瘾”，收获
满满。大家在分享中互补、互促，每一个人的智慧汇集
起来，就变成集体的智慧。大家在思维碰撞中共研共进
共荣，教师的专业素质提升了，教学质量的提升就水到
渠成了。

集体开展课题研究，攻克共性难题

提起课题研究，不少教师都有黄鼠狼咬乌龟——无
从下口之感。以前教师们在教学中遇到挑战、困惑，往往
满足于从网上、从同事口中得到一星半点经验，应用到教
学中，能解决多少问题算多少，缺乏“我要研究”的意识。
为了引领教师开展研究、用研究解决问题，学校成立了二
级研讨会，从最基本的现象入手，各年级备课组长召集教
师开碰头会，搜集教学中存在的难以解决的问题，汇总成
课题。比如，学生怎么识记生字？返生怎么办？学生计
算老是出错怎么办⋯⋯在备课组长会上，教导处对各年
级拟定课题和研究方向进行点评指导，备课组长现场修
改，分组制定出第一阶段的研究任务。考虑到教师们阅
读面窄、专业知识少的现状，第一阶段要求各年级教师先
读相关书籍，从网上查阅名家相关论述，摘抄下来后在小
组内讨论交流，有选择地应用到实践中。第二阶段，备课
组长带领本年级教师就研究问题尝试着进行研究，务必
保证有自己的见解，哪怕并不是很成熟。此后，学校再组
织交流，教导处给予指导。就这样，大家围绕共同的主
题，自主自愿地合作，彼此分享，这种方式有助于共同教
育智慧的生成，对提高集体教学水平大有裨益。近一年
来，教师们逐渐有了变化，遇到难题不再束手无策，不再
怨天尤人。他们能够客观陈述存在的问题，并规划“克敌
制胜”的研究路线，加以实施，并且他们在课堂上更自信
了，精气神更足了，脸上的笑容更多了。

学校在逐步推进的分享中，实现了“雁阵”效应——
每个人在雁阵中都有自己的角色担当，都能有机会成为
头雁，而每个人都要为这个雁阵贡献自己的智慧，每个
人也接收来自雁阵的共振力量，以协同发展。分享，高
度契合了以人为本的基本教学理念，一切围绕教师的成
长展开，他们永远是分享的主角，在分享中被赋能，在
分享中迭代蝶变。

（作者系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张湾中心小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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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

从广义层面看，课堂其实是
一个舞台，而课堂教学则是一个
演出活动，不同的人扮演不同的
角色，教师与学生的表现其实就
存在于课堂之中，大家都需要在
这个“舞台”上表现，而且要把
可见的、最好的一面表现给观众
和评委看，以获得他们的认可和
称赞。这种表现本身就是教学中
的一种存在形态，是正常的。但

是，当过于追求教学中的表现，
视表现为表演，过于看重借助课
堂这个舞台好好表现自己以获得
各种荣誉之时，这种表现就走向
了故意显露、作秀，甚至是伪装
与欺骗的极端。表面上看，教师
在这种教学表现中扮演了导演与
演员的角色，实际上已被其束
缚。这种被规训的教学表现在教
学实践中普遍存在着。

讲台上被规训的教学表现包
括如下4个方面。

自主性迷失的教学表现
在过度的教学表现中，表面

上看，整个教学过程是由教师主
导的，教师不仅是导演还是演
员，但教师的表现好不好，往往
是由台下的评判者决定的。这在
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教师想方设
法、过度地将精力投入到对评判
者喜好的猜度之中，按照他们的
标准设计自己的教学，淡化甚至
遗忘了学生的真实需求和教学的
本真表现，其结果就是陷入被规
训的境地。教师们在追求被认可
和各种荣誉的过程中忙于各种表
现，疏于自我反思，淡化了自己
的教学专业自主性，取而代之的
是各评判者的标准。若教师的教
学游走于评判者的各种标准中，
竭力向评判者表现自己的教学，
其结果只能是忘却了教学的自主
性，丢弃了教学自主权。

外在化的教学表现
在教学表现中，把最好的一

面展示出来本无可厚非，但如果
展现的都是故意让他人看的，我
们就不得不反思这种表现逻辑，
因为教师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

“被看到做什么，比实际上做了什
么更重要。”也就是说，他人可见
的知识与技能就是他们要表现的
重点，其结果是那些追求形式新
颖、善于表现的教师得到了认
可，而那些扎扎实实、默默无闻
的教师被忽视了。这就进一步促
使大量教师刻意地去“包装”自
己的教学，而那些诸如情感、道
德、价值观等精神层面的不可见
的东西则被忽视了。竭力表现外
在、漠视内在，会使教学“成为
由各种光鲜亮丽的浮标组装而成
的空心躯体”。

失真的教学表现
一方面，教师将设计好的教

学方案搬到课堂这一公共舞台
上，为了防止意外的发生，整个
教学过程如同剧场中的小品一
般，都是提前设计好的，在什么
时间教什么内容，需要哪些学生
配合，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
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不出差错的
表现就是最安全的、最好的表
现”。试想，如果教学表现刻意规
避课堂中随时可能生成的东西，
视教学为小品、话剧等表演活
动，那么，这种教学表现的真实
性必然被消减。教师为了获得他
人的好评，过度地将精力投入到
对教学的“包装”中，是真是假
不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这种表
现的逻辑，使教师的教学表现游
走于真与假的边缘，教学中的虚
假、伪装也就成了常态。这样的
表现逻辑，不仅使教师自身陷入
被表现所规训的旋涡，更对学生
的成长造成了不利影响。

热爱被消磨的教学表现
柏拉图从人与活动的关系出

发，将人的活动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纯粹热爱而不考虑活动结果
的活动；二是既热爱又在意活动
结果的活动；三是只考虑结果的
活动。过度的教学表现就是一种
倾向于纯粹考虑结果的活动。在
这里，不是说完全不能考虑功利
化的结果，而是要把握好“度”。
这个“度”就是在教学表现中始
终有一种热爱的态度，这是教学
活动保持生命力的存在之基，也
是作为教师的存在之根，否则，
当外在目的支配了整个教学活动
时，教学表现就完全变成了谋生
的手段，对教学、学生的热爱也
就逐渐被消磨掉了，最后的结果
只能是处于拔根状态。

讲台上被规训的教学表现讲台上被规训的教学表现

对教师教学过度表现问题的
揭示，目的不在于批判，而是要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理性地进
行反思，以此促进教师的教学表
现走向本真状态。从人性的角度
看，教师的教学表现不可避免地
会带有功利化的色彩，但需要坚
守基本的底线。本真的教学表现
应该是一种自主的、由内而外
的、真实的呈现，应该是带着一
份比较纯真的热爱的态度展开的
行动。

为使教学表现走向本真，需
要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提
升。

坚守教学自主
如果教师在教学中过度追求

各种表现，被表现所束缚而没有
了自主，那么高悬于教学中的各
种理想都只能是镜中花、水中
月。坚守教学自主是教师走向本
真表现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
步。为此，一方面，评议者要尊
重、信任教师，给予他们自由展
现自己真实教学水平的空间和表
达自我需求的机会。另一方面，
作为教师，对教学需要葆有最基
本的热爱和崇敬之心，在此基础
上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自主意识

和能力，充分利用课堂教学的自
主空间，强化教学自主责任意
识。

增强教学自信
自信在教师教学自主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是教师教学水平
提升的必备品质之一。教学自
信是教师在教学活动中依据自
身的专业知识、教学水平、教
学风格和教学态度对自己的教
学 所 作 出 的 一 种 肯 定 性 评 价 ，
它表征着作为教学活动主体的
教师对自我的认可。教师教学
过程中的过度表现，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出教师在教学活动中
的不自信，他们试图通过寻求
他人的认可以隐藏或遮盖内心
的不自信。为此，教师需要不
断反思，在反思中找到自己的
不足之处，还需要在教学实践
中培养不怕失败的担当意识和
能力，在积极尝试中积累成功
的经验，在体验成功的过程中
增强自信心。此外，增强教学
自信也不是无底线的，需要防
止自傲、自负和自满等不良倾
向的产生。

追求教学自新
自新是教师教学走向本真表

现的保障。试想，如果教师墨守
成规、信奉权威、满足现状，将
很难适应教学变革的需要，更不
用谈教学创新了。当然，自新绝
不仅仅是追求教学形式的新颖，
也不是鼓励教师“包装”自己的
教学，而是出于对教学和对学生
的热爱，本着如何将教学搞好、
如何让学生更好地成长的目的而
进行的教学创新。进行教学创
新，需要教师在反观自身的同
时，拓宽视野，充实理论知识，
增强专业判断力，亦需要淡化功
利心态。

总之，教师教学在超越表现
逻辑的规训而走向本真表现的过
程中，教学自主是前提，教学自
信是动力，教学自新是条件和保
障，自主和自信协同促进教师教
学的自新。反过来看，教学上的
自新也会促进教师教学自主能力
的提升和自信品质的增强。当
然，促进教师教学走向本真表
现，还需要制度的引导和社会各
界的理解、信任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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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让课堂上的每个生命都闪光。 视觉中国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