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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小要 合肥工业大学

王 丹 长春工业大学

王 杨 大连理工大学

王 征 北京理工大学

王 骏 青海警官职业学院

王 滨 （女） 大连东软信息学院

王 蕊 （女） 昆明理工大学

王 蕾 （女） 中国矿业大学

王文语 西安交通大学

王吉祥 遵义医学院

王延鸿 兰州大学

王丽静 （女） 四平职业大学

王启明 陕西师范大学

王洪波 南京师范大学

韦 柳 （女， 壮族） 河池学院

扎西塔杰 （藏族） 西藏大学

方 芳 （女） 河南农业大学

方小雄 安徽师范大学

方红萍 （女） 三峡大学

尹忠明 （满族） 辽东学院

申让平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叶成洁 （女） 文山学院

田 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田世红 （女） 南京财经大学

田晓勇 （满族） 河北工业大学

田翠英 （女） 滨州职业学院

付小鸥 （女） 东南大学

付海军 河北民族师范学院

冯 鹏 天津外国语大学

邢晓晖 （女） 海南师范大学

吉慧兰 （女） 新疆财经大学

吐龙阿义·娜斯尔 （女， 乌孜别克族）

新疆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曲 音 （女） 石河子大学

吕 芳 （女， 满族） 内蒙古科技大学

吕 炜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刘 卓 （女） 北京工业大学

刘 真 （女） 华中科技大学

刘 娴 （女） 云南师范大学

刘 蓓 （女） 重庆大学

刘 毅（女， 壮族）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刘庆华 黑龙江科技学院

刘志斌 南京农业大学

刘青娥 （女） 鄂州职业大学

刘欣然 江西师范大学

刘荣义 中南大学

刘继农 陕西理工学院

许梦怡 （女） 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阮俊华 浙江大学

牟将军 四川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苏立辉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李 江 烟台大学

李 迪 （女） 渤海大学

李 晨 新疆农业大学

李 源 长春中医药大学

李 霞 （女） 哈尔滨医科大学

李双贵 （女）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

李亚琴 （女） 吉林大学

李志朋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李承明 北京化工大学

李慧卿 （女） 河北科技大学

杨 明 中国民航大学

杨宏楼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吴 迪 （女） 沈阳音乐学院

吴 晶 （彝族） 西南财经大学

吴耀华 （女） 华南理工大学

何 军 河南理工大学

何丹娜 （女） 云南大学

何玛丽 （女， 藏族） 西藏农牧学院

谷世业 青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宋 娟 （女） 北京邮电大学

张 丹 （女） 成都中医药大学

张 帆 湖南工学院

张 伟 （苗族） 琼州学院

张 玲 （女） 郑州大学

张 娜 （女） 沈阳师范大学

张 娟 （女） 广州中医药大学

张 琴 （女） 武汉理工大学

张丽芬 （女） 北京体育大学

张科海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张爵宁 南通大学

阿依先木古力·吐尔地 （女， 维吾尔族）

新疆医科大学

陈 丹 韶关学院

陈 磊 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陈文收 中国海洋大学

陈双梅 （女） 皖西学院

陈玉梅 （女， 回族） 兰州工业高等专

科学校

陈英文 华侨大学

陈怡名 （女） 平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陈革新 燕山大学

陈恒英 （女， 苗族） 阿坝师范高等专

科学校

武永江 长安大学

武亚珍 （女） 华东理工大学

范 严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

林喜臣 上海海洋大学

郏宁扬 （女） 南京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欧 阳 （女） 贵阳中医学院

卓 飞 电子科技大学成都学院

周 彦 （女）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周 梦 （女） 湖南大学

周永军 大同大学

周宝松 中国美术学院

郑 伟 安徽大学

郑 蓓 （女） 河南师范大学

郎东鹏 华中师范大学

赵国年 内蒙古农业大学

赵雪川 清华大学

赵锦兰 （女） 中国人民大学

胡玉定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胡吉芬 （女） 安徽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胡利军 包头师范学院

姜廉毅 潍坊学院

聂 鑫 （女） 厦门大学

格桑尼玛 （藏族） 西南民族大学

倪 宇 （女） 北京科技大学

高纲领 黄淮学院

高海涛 东北电力大学

郭远景 三明学院

席健峰 甘肃政法学院

唐 艳 （女）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

唐 静 （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唐海龙 中州大学

唐智锋 浙江万里学院

黄义斌 江西中医学院

黄锡榜 广东金融学院

黄锦生 福建师范大学

曹 永 凯里学院

曹 阳 （女） 华北科技学院

崔英静 （女） 济南大学

章小纯 （女） 湖南中医药大学

章成斌 温州医学院

梁 俊 太原师范学院

隋璐璐 （女） 北京师范大学

彭 革 四川大学

彭国军 浙江工业大学

葛萨楚拉 （蒙古族） 内蒙古民族大学

蒋 玮 北京林业大学

蒋 莉 （女） 西南政法大学

韩 萍 （女） 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

韩 霞 （女） 日照职业技术学院

喻华宝 南昌大学

曾 华 （女） 东华理工大学

谢 语 遵义师范学院

慕海军 哈尔滨师范大学

蔡建文 西安石油大学

谭 琦 （女） 哈尔滨工程大学

潘丽莎 （女） 武汉科技大学

薛 毅 天津大学

戴宝印 上海交通大学

魏 虹 （女） 兰州理工大学

魏金萍 （女）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魏媛媛 （女） 中北大学

“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评选结果揭晓

一、“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获得者（按姓氏笔画为序，下同）

吴奇凌 武汉大学

王 黎 南方医科大学

王在民 山西财经大学

王郦玉 （女） 华东师范大学

王晓强 兰州交通大学

王德瑜 北京交通大学

王帅亭子 （女） 川北医学院

尹晓华 （女） 中国政法大学

石昌远 东北大学

龙明堂 （侗族）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玄令增 青海大学

任 伟 山东大学

向延娥 （女） 湖南师范大学

孙 蓉 （女） 西安财经学院

李书华 （女） 上海财经大学

李海平 （壮族） 广西大学

杨森清 （女， 壮族） 广西师范大学

吴 垠 （女） 中央财经大学

谷 今 铁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闵翠翠 （女） 贵州大学

张 序 山西大学

张文仙 （女） 南昌航空大学

陈 平 南京林业大学

陈秀妍 （女） 海南大学

邵 丽 （女） 宁波大学

林 杰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林嫦娥 （女） 集美大学

周 强 福州大学

周成刚 黑龙江大学

庞亚宾 河南中医学院

孟 琪 塔里木大学

赵福祯 河北大学

郝青梅 （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胡 阳 （女） 湘潭大学

柏 杨 重庆邮电大学

姜 红 （女） 宁夏医科大学

姜 兵 浙江工商大学

娜 仁 （女， 蒙古族） 赤峰学院

夏跃军 吉林农业大学

郭 燕 （女） 北京联合大学

二、“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奖获得者

三、“2010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入围奖获得者

严长征 同济大学 李 涛 山东理工大学 李玉莲 （女） 北京大学 邵清友 云南艺术学院 林 忻 （女） 中山大学 季 芳 （女） 南开大学 哈那提·艾克拉木

（哈萨克族） 新疆大学

舒 刚 西南大学

向着既定目标不断前进

———山东省泰安泰山实验中学教学改革纪实

吴文君 漪 江

一个支点，让一节课堂由封闭沉闷走

向开放高效；一场改革，让一段历史从此

转折而谱写出新的篇章；一个目标，让一

所学校从一个辉煌走向另一个辉煌。 这个

支点，就是“以学为主，当堂达标”；这场改

革 ，叫作 “以学为主 ，当堂达标 ”；这个目

标，仍然是“以学为主，当堂达标”！

2008

年

4

月

16

日，泰山区“构建有效课

堂”现场会在泰山实验中学举行，该校向

全区展示了“以学为主，当堂达标”教学改

革的显著成效： 学校在会上作了典型发

言，

9

个学科的教师代表执教了公开课。

2009

年

3

月

31

日， 泰安市教研工作现

场会在泰山实验中学召开，该校“以学为

主，当堂达标”课堂教学模式得到与会人

员高度评价，以该校为主体组织的三校联

片教研活动现场展示，更是成为全市同行

关注的焦点。

2010

年

12

月

2

日， 在泰安市教育科学

“十一五”规划课题结题鉴定会上，听了泰

山实验中学《“以学为主，当堂达标”教学模

式实践与研究》课题研究报告后，泰安市教

科所的专家禁不住击掌叫好：“参加了这么

多的课题鉴定会，听了那么多的课题汇报，

你们的课题是最有特色的———朴实、扎实、

翔实，完全达到了全市领先水平！ ”

那么， 这到底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

一个什么样的集体，在默默无闻中干事创

业、在日积月累中厚积薄发？

反思篇：

如何让减负与增效相

辅相成

坐落于雄伟的泰山脚下的泰山实验

中学， 原名泰安市御碑楼中学， 创建于

1983

年，

2003

年更名为泰山实验中学 ，是

一所全日制初级中学。 建校以来，在各级

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历届学校

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广大教师， 励精图治，

薪火传承， 使学校各个方面有了长足发

展，

1993

年被命名为泰安市第一所初中省

级规范化学校。 近年来，泰安市经济、社会

各项事业快速发展，这所原本地处泰城西

部城乡接合部的学校，伴随着市政中心西

移、泰城西部的开发建设，学校也因与市

政中心毗邻而一跃成为泰城的黄金地段。

如何进一步加快发展、办学水平再上新台

阶、办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学校迫在眉

睫的问题。

2002

年下半年，新一届学校领导班子

提出了“三年大翻身，中考创一流”的奋斗

目标。 心动不如行动，说到不如做到。 泰山

实验中学人以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毅力

和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干劲，投身到工作中

去，提前一年超额达标———

2004

年

8

月

27

日，《泰安日报》以“发展

与质量双赢”为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

他们的事迹：“

2004

年中考从泰山实验中

学传出喜讯，该校在中考

42

个指标的考核

中，获得

26

项第一、

7

项第二、全区总评第

一名、全市总评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泰山

实验中学成为泰城西部冉冉升起的一颗

教育新星。 ”学校连续被评为泰山区教学

质量先进单位，稳步跨入区直学校领先行

列，社会声誉日益提高。

面对取得的成绩，泰山实验中学人认

识到：新课改的要求进一步规范了学生的

学习时间，向时间要质量，向强度要质量，

不仅是对师生精力体力的掠夺，也不符合

新的教育教学理念。 他们深刻反思：只有

大胆解放思想，敢于解剖自己，正视现实，

不回避自身存在的问题和矛盾，对学校现

状进行客观的、科学的分析，发现问题的

症结，才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困惑之时，泰山实验中学人想到了那

些敢为人先的教改名校。 学校果断决定：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们必须走出去！ ”

他们派出业务校长、教务主任、教科研副

主任深入江苏省洋思中学观摩，派出教研

组长、 备课组长队伍到德州市宁津县考

察，派出骨干教师深入聊城茌平县杜郎口

中学揣摩。 至此，一条属于泰山实验中学

自己的“以学为主，当堂达标”的教学改革

思路逐渐形成。

实践篇：

构建 “以学为主 ，当堂

达标”教学模式

� � 2006

年

10

月，泰山实验中学申报的泰

安市教育科研“十一五”规划课题《“以学

为主，当堂达标”教学模式实践与研究》获

得立项。 他们围绕“转变教师角色以更新

教育观念、 转变学生角色以提高学习能

力、转变课堂模式以优化教学效益”，确定

了三大目标： 创立具有本校特色的课堂教学

模式；提高教师整体素质；优化课堂结构，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

2006

年下学期开学初，学校印发《课堂教

学改革推行意见》征求全体教师意见之后，迅

速下发了《“以学为主，当堂达标”课堂教学模

式解读》和《实施细则》，目的是先给大家一个

直观的印象：一堂完整的、教学效果有保证的

课就应该是这样的。

诸多问题反映上来， 像 “是不是所有年

级、 所有课型都要这样严格遵守这些环节和

时间”、“以学为主是不是就不用讲了”、“每堂

课必须有达标训练题吗”、“大班额教学有可

能实行分组教学吗？ ”等等。 这些在今天看来

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 却是当时不少教师的

真实困惑。

这也让他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尽管推

行的改革实质上是对于课堂教学本真状态的

回归，充其量也就是一种“不伤筋不动骨”的

自我改良，广大教师从内心深处是认可的；但

是，要转变那些习惯成自然的思维定式，要打

破那种多少年如一日的工作节奏， 也要经过

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

在这个决定是否改革、 改革向何处去的

关键时刻，学校领导当机立断，在全校大会上

发出了《关于“以学为主，当堂达标”课堂教学

模式的推行意见》，确定了本次改革的三大基

调：改革是为了进一步规范全校的课堂教学，

减少、 避免各个教学环节中的随意性和盲目

性；既要以行政强制手段来确保推行力度，又

要灵活地领会、贯彻和完善课改方案；改革要

分步实施，不能以降低教学质量为代价。

稳定军心之后，他们制定了“骨干先行，以

点带面”的工作方针。仅

2006

年

11

月到

12

月，就

先后推出了

9

位教师执教的试行课、

15

位教师

执教的研讨课、

9

位教师执教的示范课，

2007

年

1

月，选出

3

位教师为全校执教了“以学为主，当

堂达标”公开课。在反复的听评研讨中，各个学

科的课堂教学模式相继出台，大家对“以学为

主，当堂达标”有了清晰的认识。

2007

年

1

月

28

日，泰山实验中学七届三次

教代会隆重召开， 与会代表经过充分酝酿和

讨论，审议通过了题为《推行课堂教学改革，

为学校的明天奠基》 的课堂教学改革推行意

见，“以学为主，当堂达标”教学改革的序幕正

式拉开！随着“以学为主，当堂达标”课堂教学

改革的推进， 逐渐完善的机构建设和制度建

设的作用显现出来。

整合学校管理资源， 实现学校管理过程

中的政令畅通， 运转高效， 这是改革的前提

和基础。 学校原有的管理机构无一例外地成

为改革的中坚力量， 同时又在原有职责的基

础上赋予了改革的责任， 并对这一职责给予

重点的考核和评价。 学校各部门的工作全部

统一到课堂教学改革上来， 达成共识， 消除

了杂音。

一切为改革让路， 一切为改革服务。 学

校从教学常规管理、 教研组的评价方案、 教

研例会、 教研活动， 到干部教师的谈话制

度、 德育工作方案、 教师考核评价机制等，

引领广大教师积极主动地投入到课堂教学改

革中来。 在不过分增加教师负担的情况下，

找准改革阶段性的主题实施突破， 实现小步

快跑， 实施就有收获。

经过两年的实践， 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

理念发生了转变， 由开始的不理解、 畏难、

怀疑到积极投身到课改中， 由旁观者变成了

实施者， 由困惑、 不知所措到课堂教学效益

的提高。 可以说， 广大教师伴随新课改在一

同成长， 精神面貌和教学能力都有了新的起

色和改观， 教学改革凝聚了人心， 激发起学

校发展的活力， 使教学质量的提高站在了新

的起点上。

任何改革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个体的内部

需求，最大阻力同样来自于个体的心理排斥。

泰山实验中学将教育教学工作统一到 “以学

为主，当堂达标”的主题之下，紧扣主题举办

系列活动， 将教师个人利益与课堂教学改革

直接挂起钩来。 作为贯穿整个学期的全校性

教研活动，他们从

2008

年下半年重点抓了“以

学为主，当堂达标”观摩课活动，鼓励教师主

动申请执教公开课。公开课的组织情况、执教

次数直接纳入教师个人及教研组长的绩效考

核。在此基础上，学校进一步规范了周研讨会

和教研例会， 周研讨会的主题之一就是公开

课的推选和听评， 教研例会为各教研组提供

一个交流做法、共享经验的平台，借助于两会

把公开课的打造与观摩落到实处，以“教课、

磨课、观课、议课”推动“以学为主，当堂达标”

教学改革向纵深发展。

2010

年新年伊始， 学校领导在全体教职

工大会上作了题为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的几

点意见》的动员报告，正式引入“小组合作技

术操作规程”教学改革实验，并明确指出：全

校全体教师务必把“以学为主、当堂达标”的

改革模式进行到底，原来的教研活动和制度、

督促机制、各类课型的观摩、研讨、比赛，各种

机构、机制建设一切不变，而且要更加科学，

更加真实有效。

很快，一个令所有教师眼前一亮、跃跃欲

试的选聘方案———《骨干教师教学常规免检

方案》印发到每个人手中。 该方案执行以来，

受到广大教师尤其是骨干教师的大力拥护，

他们纷纷表示：“学校这一决定既减免了大量

的无用功， 更是对我们的能力和素质的最大

肯定。有了学校的这种信任和支持，我们投身

教学改革的热情更高了，干劲更大了！ ”

收获篇：

打造“以学为主，当堂达

标”常态化高效课堂

学校先后出台多项针对性、 实效性强的

规章制度， 使之成为干部教师设计和诊断课

堂教学的有效工具。

他们将所有教师划归中层以上干部， 每

个干部负责

5－7

人， 要求每月至少听

8

节以上

所承包教师的课， 听后座谈， 双方填写 《听

课反馈表》， 从教学目标、 课堂训练、 作业

设计等三个方面进行沟通交流。 通过两个学

期的使用观察， 他们发现 《干部听课反馈

表》 更多地停留在操作层面， 在其引领之

下， 课堂教学的发展方向是 “怎样让这堂课

更像 ‘以学为主， 当堂达标’”， 尤其是一些

年轻教师更容易简单地把 “以学为主， 当堂

达标” 理解为一种定式。

为此， 他们借鉴华东师大崔允漷教授关

于构建听评课新范式的理论， 设计印发了

《“以学为主， 当堂达标” 课堂观察表》， 对

干部教师学习、 使用 《“以学为主， 当堂达

标” 课堂观察表》 提出了明确规定： 研讨课

由教研组长根据 《“以学为主， 当堂达标”

课堂观察表》 明确分工， 每位教师带着任务

进入课堂； 周研讨会上听课教师针对各自观

察维度发言， 整理后的文字稿由组长存入

《周研讨会档案》； 《“以学为主， 当堂达标”

课堂观察表》 的执行利用情况， 作为各学科

组周研讨会检查的重要内容， 与期末考核直

接挂钩。

两个学期的使用情况， 证明了 《“以学

为主， 当堂达标” 课堂观察表》 成为广大干

部教师课堂教学的得力助手： 既是备课讲课

的指导方向， 又是听课评课的有效工具， 在

不知不觉中深化和提升了 “以学为主， 当堂

达标”。 尤其是四个观察维度 （学生的学、

教师的教、 学科性质、 课堂文化） 的提出，

对于干部教师从 “生成” 的角度去看课、 听

课、 评课， 起到了点拨开化之功。

几年来， 泰山实验中学广大干部师生伴

随教学改革一同成长， 精神面貌和素质能力焕

然一新， 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升。

课堂教学发生变化。 一是关注教学目标

的设立，避免了课堂的随意性。二是切实体现

教师“导”的作用，重视学法引领，由单一的学

习方式向多样性转变。 三是给予学生施展自

己个性的空间， 促进课堂教学计划性与生成

性的有机结合。 四是注重了达标检测的层次

性，实效性。

中考成绩再创新高。 继

2009

年泰安一中

指标生分数线名列六所区直学校第三名后，

2010

年泰安一中指标生分数线他们又以

984

分进入区直学校前两名， 该校张启迪同学以

1049

分的优异成绩，进入泰城考生前三名。

师生获奖情况攀升。 从

2006

年下半年到

2010

年， 学校有

40

多名教师在市区教学能手

评选或认定中过关。 在优质课、 创新课评选

中， 一名教师获得全国二等奖， 一名教师获

得山东省一等奖， 四名教师获得山东省二等

奖， 一人获得全国协作区一等奖，

64

人次获

得市区一等奖。 在教科研论文评选中， 一百

余人次的教学论文在国家、 省市区评选中获

奖。 在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 全国初中

化学奥林匹克竞赛、 全国初中应用物理知识

竞赛、 山东省初中数学竞赛中， 有全国一等

奖八人、 二等奖四人， 有

52

位同学分获山东

省一、 二、 三等奖。

泰山实验中学自

2003

年以来已经连续

8

年被评为泰山区教学质量先进单位， 还先后

获得泰山区教科研先进单位、 泰山区校本研

究先进单位、泰安市教书育人先进单位、泰安

市课程和教学先进单位、泰安市教学示范校、

泰安市教学创新学校、 山东省中小学校本研

究重点实验基地、山东省艺术教育示范校、全

国教育科研重点课题研究先进单位等荣誉称

号，

2010

年他们又顺利通过了省级规范化学

校复评验收。

如今，泰山实验中学人满怀自豪和喜悦。

他们坚信： 改革是课堂教学永恒的主题，“以

学为主，当堂达标”已经成为课堂教学的主旋

律，当初的改革口号“让课堂教学改革落到地

上，扎下根去，结出果来”正在他们的实践中

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