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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

专栏

课堂深处是
“三个人
三个人”
”
的交融
连中国

挣脱成见，让我们的内心无限度地贴近课堂，将教师自我
成长与学生的成长关联在一起，充分唤醒课堂里那些“沉睡”
“丰富”且重要的东西，唯有如此，我们才可以将自我认知向前
有力地推进一些。
这里说的
“我们”
，
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语文教师。
连中国在给学生上课。 资料图片

我要深切地感谢我的学
生，如若缺少了他们的推动与
引领——不错，是引领——我
们对于课堂与教育规律最核心
的认知，可能几十年徘徊不前
甚至不断萎缩后退。没有学生
内在辽阔无边求知愿望的牵动
与沉浸于课堂那种内心愉悦蓬
勃状态的感染，我们对于课堂
的认知就不能来得真切、自
然、深入，直抵要旨。我们脆
弱的认知就会被外界不断地改
造，被种种迷雾、误解、偏识
所影响与隔断，而这一切恰恰
是造成教师职业倦怠与内心荒
芜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教师也会对学生构
成重要的引领。真实的教育规
律告诉我们，学生往往是因为
遇见一个人改变了一件事。一
门学科并非孤立存在，它是伴
随一个人 （教师） 而得以存在
的。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规律
便是师生之间的这种相互开启
与引领。我们都是蜡烛，又都
是彼此的火柴。
在我进入北京四中任教之
后，我对于课堂的探索驶入了
“高速公路”
。学生旺盛、
纯洁、
饱
满的求知欲望与探索愿望，
再加
之我原本就对自己的课堂充满
了虔诚的渴望，二者相得益彰，
互为表里，密切配合，帮助我沿
着课堂求索之路一路疾驰而下。
在与语言美好艰难的摩擦
撞击之中，我与学生生出了共
同的课堂期盼，一节一节的课，
在无尽高远之处召唤着我们，
我们都兴致勃勃，跃跃欲试。
我好像对自己的课堂进入了一
种痴迷的状态，深陷其中，不可
自拔。我在课堂深处遇到了一
个个更为完整与充分的
“人”
。

李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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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堂中“三个人”的魅力
教育最核心的规律与魅力，不
庭春雨瓢儿菜，满架秋风扁豆花。” 人 的 灵 魂 之 光 吗 ？ 教 育 是 帮 助
我们的那个“自己”，也可以限制
是要求什么，而是影响了什么；不
一副对联将王淡人的精神气韵 “人”进行自然内在的自我生命发
我们的那个“自己”
。
是给予了什么，而是启发了什么； 浮雕而出，在世人的眼光中，平朴
现，这个发现一旦在师生的心魂上
这第三个“人”是学生自
不是夯实了什么，而是柔软了什
的王淡人却飘逸着满身的风雅。这
完成，整个“人”不但是幸福的，
己。美好内在的课堂是一种经
么；不是外在表现了什么，而是内
风雅是一种秀美挺阔的精神气韵。 而且是有光亮的。
历，在这种充分自然的经历中，
在承认了什么……基于以上认知， “一庭春雨”与“满架秋风”
，孕育
这第二个“人”是教师自己。 一个人感受了什么，理解到了什
在教育中，人对人的影响无疑是深
与搭建出的是雅致、风范、磊落。 我们一直以为教学是在教学生，而
么，触及了什么，诞生了什么，
刻而内在的。
他的风雅不酸腐，不柔弱，与平朴
教学更内在更丰富的力量恰恰是在
放弃了什么……真正内在的教育
这第一个“人”就是课文作
自然、醇厚美好的日常生活融为一
影响教师自己。我们在自己的课堂
诞生在人无限辽阔与丰富的内部
者。我们沿着语言的通道，就是要
体。他的生活质朴而有味，平淡却
里发育并成长。课堂可以延伸到哪
世界中。教育就是让“人”的
与这个“人”以及他笔下所展开的
有范儿。这个“范儿”是王淡人的
里，更完整的那个自己便可以延伸
心，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回来。
世界交融。汪曾祺先生在 《钓鱼
精神与灵魂之光，照亮全篇。读
到哪里。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
这段很远很远的路程，就是教育
的医生》 中，塑造了王淡人这位钓
罢，令人难以忘怀。钓鱼的医生所
课堂是与自己精神思想的尺幅等长
给予人终身受益的东西。
鱼的医生，他写道：
具有的灵魂“范儿”，正是汪曾祺
的。我们的课到了哪里，我们更完
最奇妙的是，在课堂中这三种
王淡人的医室里挂着一副郑板
自己的灵魂自然而内在的投射。所
整意义上的那个“人”便到了哪 “人”相互生成，彼此辉映，最终“难
桥写的 （木板刻印的） 对子：“一
谓教育，不就是帮助人长出并呵护
里，反之亦然。课堂可以无限延展
解难分”
，
汇成一片
“光”
之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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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课应从教师内心抵达学生内心

优质课不是想出来的，甚至不
是“研究”出来的，是一节一节课
上出来的。学生状况与我们内心的
思想风暴决定着我们对于课堂的理
解。
我们常以为课程内容，经由
教学方法、课堂组织形式、课程
编排状况等就可以顺利到达学生

那里，但这种想法常常是一厢情
愿，这种到达往往是外在的，不
是内在的。外在的抵达也可以构
成师生的发展，但外在的抵达最
直接的后果就是培养了内部世界
无根底的人。
来自教师自己内心深处的
课，才有力量与智慧走到学生的

内心深处。一节优质的课，经由
教师内心的处理后到达学生内
心，才能温润而富有价值、美好
而带有弹性。这股到达学生内心
深处的力量，经过学生内心的赋
予与创造，又会形成一道力量，
再次有力地折返到教师那里。在
这样循环往复的折返传递中，师

4 课堂的深度与美源于“人”的互动
决定课堂内在品质的恰恰是
那些隐约而柔软、可能不被我们
注意的东西。对于课堂，我们必
须小心翼翼，从完整意义上
“人”的角度去建构。这样学生
才能得到更充分与更完整意义上
的发展。
我们再来看汪曾祺先生 《钓
鱼的医生》 中的一段话：
王 淡 人 就 是这样，给 人看
病，看“男女内外大小方脉”，
做傻事，每天钓鱼。一庭春雨，
满架秋风。

向

“给人看病”，“看‘男女内
是王淡人的“范儿”——精神特
外大小方脉’”
，
“做傻事”
，
“每
征与精神气韵。
天钓鱼”：这些都是王淡人做的
在课堂的深处住着“人 ”，
事情，但“一庭春雨，满架秋风” 也住着一个“社会”，还住着一
不是，为什么要放在一起呢？请
个“未来”。放弃局限，放弃那
注意
“每天钓鱼”
后面的句号。
“一
些浮于外表的东西，向着课堂
庭春雨，
满架秋风”
是王淡人的精
美好而宽广的深处去。课堂深
神图画与人格象征。
处本身便是一种充分的师生相
如若我们用心一读，就读出
处。在相处中，“人”是彼此深
了王淡人的急公好义与潇洒淡
刻影响的。这其间，因为有了
泊，他集医士、侠士、隐士、文 “人”丰富的参与，所以这样的
士于一身，他让平淡的生活生出
课堂有着优美的弧度、开阔的
高贵。“一庭春雨，满架秋风” 深度。

新

而

教师上
过的课，
都在慢慢
地建构教
师 的 思
想。你怎
么上课，
你的思想
就怎么形
成；你的课
到了哪里，你
的思想就到了哪
里。

行

——“双减”政策下的特色课程建设
左海电

落实“双减”政策
聚焦高效课堂①

【编者按】
推进课程改革与育人
方式变革、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和学生在校学习效率
是落实“双减”政策的根
本保障。从本期起，课程
周刊特开设专栏，反映中
小学在落实“双减”政
策、提升课堂教学实效、
优化教学设计、实施个性
化教学等方面的创新举
措，敬请关注！

生在课堂上经历一次次自我的发
育与更新。
要把课上到学生的心里，这是
教师的向往与追求，但是如何把课
上到学生的心里呢？教师首先要把
课上到自己的心里。我们不能奢求
当教师的灵魂不在场的时候，学生
的灵魂却常常在场。

为积极探索“双减”政策下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面建成社会主
课程与教学改革，江苏省盐城市新
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都路小学坚持“知新、求新、创
兴的中国梦之中。
新、立新”的办学理念，打造富有
回归·俱新——课堂重实效
传统文化特色的“向新”课程体
系。学校对课程设置进行整体规
构建基于学校特点的课程体
划，合理安排课后两小时，提高作
系，提升学校课程规划、
实施、
管理和
业布置质量，丰富学生课余生活，
评价的能力，力求基础型课程校本
优化学生学业评价体系，增强学生
化、拓展型课程多样化、探究型课程
体质，充分发挥学校育人主渠道作
创新化。
“双减”
政策下的课堂不能做
用，使教育教学质量进一步提升。 “减法”
，
而要做
“加法”
。教师在传递
知识的同时，
应聚焦学科核心素养，
厚德·日新——《读本》重落实
让学生对学习拥有热情，
对知识充满
为深入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好奇。学校在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优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
化教学方式、强化教学管理、提升学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切实发
生在校学习效率等方面同时发力，
进
挥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一步突出学生的主体参与，
提高学生
义思想学生读本》 的铸魂育人作用，
的综合素质，
确保学生在校内学足学
使学生不断深化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好，
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
使学生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认识，逐步
回归校园、
回归课堂。
形成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
守正·出新——课后重拓展
思想，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
同、
自信和自觉。学校坚持用思想铸
为满足学生课后服务需求，推
魂育人，
引导学生坚定
“四个自信”
，
把
动“双减”政策落到实处，学校进
爱国情、
报国志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
一步升级课后服务，设置低年级口

头作业、高年级自主作业、各学科
特色作业等灵活多样的作业方式，
丰富德育活动及社会实践活动，切
实保障“5+2”课程实施。
在课后服务过程中，教师可以
给学生答疑解惑，帮助学生合理规
划学习任务，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提高自主学习能力。学校设置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合课程，
开展
“特级
教师国学大讲堂”
活动，
引导学生走
进传统文化，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多位特级教师提炼经典国学文化精
髓，为学生开设多元化的传统文化
课程，
激发学生的文化认同，
提升人
文底蕴，
在推动文化传承的过程中，
更增添学校的人文气质与墨韵书
香。体育活动是学校提供课后服务
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体育特级教
师的带领下，学校精心设置不同学
段的体育活动，
编写活动教程，
使学
生热爱运动，科学运动，增强体质，
让童年拥抱自然，
绽放活力。

格致·创新——社团重提升
学校以
“小新星课程”
实施为支

鲁迅经典
作品《药》
执教者：连中国

扫描二维码
即可观看

点，
创设
“德法与健康、阅读与语言、
科学与思维、艺术与审美和 STEM
与综合”五大体系。新，即新芽，寓
意新都儿童是天地间一粒粒独立的
种子，
扎根土壤，
自由生长；
星，
即星
空，寓意新都儿童是宇宙中一颗颗
运转的小星星，树立志向，未来可
期。
结合学校
“小新星课程”
五大体
系以及传统文化创意课程，全校 70
多位教师人人参与，
挖掘自身潜能，
发挥专业特长，编写 20 余种社团活
动教材，烘焙、陶泥、金工、书法、国
画等 26 个功能教室在丰富的社团
活动中演绎别样精彩。各项社团活
动聚焦传统文化，挖掘学科中的传
统文化元素，使传统文化在继承中
发展，
在发展中创新，
不断焕发时代
特色。学生在活动过程中感受优秀
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体验获得知
识的快乐，懂得传统文化的历史意
义和现代价值。
学校为学生开展菜单式服务，
搭建个性成长的平台。各年段结合
“小新星课程”五大体系以及传统
文化创意课程设置丰富多彩的社团
活动，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个性特点
及兴趣爱好自主选择社团，真正做
到让教育返璞归真，让儿童自由生
长，让童年熠熠闪光！
（作者系江苏省盐城市新都路小
学副校长、
正高级教师、
特级教师）

追寻课堂教学的原本意义

连中国 北京市特级教师。中国语文报刊协会写作教学专业
委员会副理事长，课堂教学分会秘书长。北京教科院基教研中心
市级教研员。北京四中首届人文实验班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北京
四中首届道元实验班语文教师。全国语文报杯课堂大赛一等奖获
得者。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研究生及免费师范生培养兼职导
师。出版专著有 《唤醒生命》《语文课》《语文课Ⅱ》《语文课
III》《读透名著——整本书阅读策略》 等。

沿着课一直走下去
就会遇到
“人”

追溯过往二十年我国
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
成效不容置疑，成就蔚为
壮观。然而如果仅仅聚焦
教学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
个现象，却颇具意味深长
的警示意义，这就是：在
许多课堂教学中暴露出意
义误读、价值迷失、规律
走样和操作不当等问题。
深究之，原因之一在于，
对新理念的激进追逐和对
新口号的盲目推崇，致使
许多教师把新理念和新口
号奉为圭臬，而忽视了其
内涵，以致遗忘了课堂教
学的原本意义、根本宗旨
和基本规律。这让我们不
禁追问：我们是不是已经
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
为什么而出发？甚至忘记
了从哪里出发？
曾有一项专门对中小
学教师教学观念状况的调
查显示，许多教师对课堂
教学概念的理解基本停留
或局限于“教师传授知
识”和“学生掌握知识”
等层面，对教学基本规律
或原则的理解大多片面地
认为“让学生走上课堂的
前台”“教师要把课堂还
给学生”“课堂教学必须
坚持先学后教、以学定教
的原则”。当然这并不是
对教师素养的质疑与非
议，我们宁愿认为这是教
师的思维习惯和职业文化
使然。毕竟，教师更为重
视的往往是思考和研究类
似“究竟如何上好一节
课”这样更为实用的、操
作性强的关于“落脚点”
的问题，而繁重的教学任
务使教师无暇以至没有自
觉意识去思考“究竟什么
是课堂教学”这样更为根
本的、概念性的关于“出
发点”的问题。
通常，某一事物的概
念蕴含事物本身的意义、
功能、价值以及内在规
律。与此同时，概念也是
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对
于课堂教学来说，深刻精
准地理解课堂教学的原本
意义，不仅是教学论的首要问题，也是导引教师认识
和实施课堂教学的实践支点，是确保教师塑造落实立
德树人的高品质课堂的理论前提。
我们究竟该如何追寻课堂教学这一基本的教育活
动的原本意义呢？
首先，课堂教学是一个活动系统。在课堂教学中
包含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及教学内容 （即
人类优秀文化） 这三个基本的要素，而这三个基本要
素并不是静态孤立的存在。其中，教学内容是“教”
与“学”活动的中介，
即：
教师依托教学内容实施
“教”
的活动，学生依托教学内容展开“学”的活动；教师的
“教”
与学生的
“学”
内在统一，
“教”
与
“学”
彼此呼应，
相
辅相成。教学过程是
“以学定教”
与
“以教导学”
的动态
统一。概而言之，课堂教学应是以人类优秀文化为中
介的“教”与“学”相统一的教育实践活动。这就意
味着，课堂教学中的三个基本要素之间通过交互作用
形成一个活动系统，这三个要素内在互相关联、缺一
不可。如果忽略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及其功能，或者割
裂和曲解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都不是具有本真意
义的课堂教学。
其次，课堂教学是一种教育文化。文化应是人类
实践活动中“文以化之”的动态过程与“化之为文”
的静态成果的辩证统一。文化也是“化人”与“人
化”的内在统一。教育是基于传承和发展人类优秀文
化而展开的“为人”与“人为”的高尚实践活动，教
育无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文化。立足这一意义并基于
“课堂教学是一个活动系统”审视，课堂教学既然是
作为师生以人类优秀文化为中介的“教”与“学”相
统一的教育实践活动，自然也就应该是一种“化人”
和“人化”的文化，是师生同享人类优秀文化从而使
学生获得生命成长的一种动态创生的教育文化。
当我们立足“系统”和“文化”的概念基点追寻
课堂教学的原本意义，至少可以从课堂教学的宗旨定
位上获得更为清朗的实践启示，这就是：课堂教学的
根本宗旨是育人。事实上，课堂教学必然有人类优秀
文化所蕴含的真善美对学生生命的启迪、鼓舞与浸
润，必然有教师高尚的道德情操对学生生命的关怀、
感召与示范，也必然有学生自身主体生命的充分激活
与完美释放。从这个意义上说，课堂教学系统中三个
要素的交互作用构成了课堂教学内在的文化创生逻
辑，而这个逻辑无疑也是课堂教学的育人逻辑。即：
课堂教学依托教学内容的育人功能、教师的育人功能
以及学生的主体功能三个要素整体相互协调作用，最
终实现学生健康成长。这也诚如教育科学之父赫尔巴
特的光辉论断：“我想不到有任何‘无教学的教育’，
也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
。
”无视教育属性的
课堂无异于空中楼阁；放弃育人立场的教学岂不沦为
无家可归的流浪儿？正因为如此，育人应是课堂教学
的灵魂与命脉。
立足课堂教学的原本意义，
我们更需沉思：
我们真
的把课堂教学作为一个活动
“系统”
和一种教育
“文化”
了吗？我们真的让课堂教学成为曼妙而深刻的人生旅
程了吗？我们如何让人类优秀的文化唤醒并滋润学生
的灵魂？我们如何感召学生？我们怎样才能让学生的
精神世界完满打开？我们如何真正体现师生之间、学
生之间智慧与情感的彼此观照？我们如何让学生通过
课堂教学获得丰满的智慧启迪和真善美的精神润泽？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