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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周刊·

2012年 4 月 5日 星期四

给学生一双看世界的眼睛

■

王丽萍

高一第一次作文课， 我又期盼又不

安。

根据高一必修一的课本编排， 我这

次出的作文题目是叙事散文， 题目是

《记忆中的———》， 目的主要是想看看学

生初中四年的作文基础如何。

期盼是因为班里的60多名学生来自

不同的学校， 我期盼能有让我眼前一亮

的文章。 而不安则是因为， 作为一个从

初一教到初四、 现在又带高一的语文教

师， 我对他们的写作思路实在是太过熟

悉。 我很担心这群不熟悉的学生让我看

到的仍是一篇篇熟悉的文章。

怕什么来什么。 其实准确一点说，

所怕的也是意料之中的。 生病时的关怀、

考试后的风暴或温情、 朋友离别的思念，

从初一到初四学生作文的三大类内容，

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翻阅着这

些一篇篇熟悉的作文， 心中真是无奈。

说实话， 我已经厌烦了看这样的作

文。 学生也同样早己厌烦了写这样的作

文。 在这样的文章里没有真挚的情感，

只有技巧的不断进步。 有时，学生会将我

一军， 说：“老师， 再给我们写篇下水文

吧。 ”我笑笑：“你们同学中优秀的已经超

过我了，用不着老师再写了。 ”其实，是因

为，让我写也不知该写什么好了。

4年来，尤其是初四这一年的时间，因

为中考要求写记叙文，所以，我们已经几

乎把学生训练成了写这样作文的机器。 只

是，大家都心知肚明，这样写，是最保险

的：主题向上，细节突出，一般不失大格，

起码保证基本合格分。

高中， 还要这样写下去吗？ 学生说，

老师， 这样写都够了， 上作文课就犯愁，

觉得一点意思也没有。

高中，还要这样教下去吗？ 我问自己。

把心里的悲哀说给不错的同事， 同

事的孩子也正上高一， 她边摇头边说，

也不怪你们语文老师， 写作来自于生活，

现在的孩子哪有生活， 怎么会写出真情

实感的文章？

一番话说得我更是难过。 作为语文老

师，哪能没有关系？ 我说，我想改改试试。

她说， 要作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高

中时间紧任务重， 要改变会非常难。

难我也想试试。

曾看过一篇教育随感， 有这样一段

话深契我心：

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叫学

生记住别人的思考， 而是引导学生产生

自己的思考， 不是要学生记住课本中的、

教参上的或教师讲的思想， 而是要让学

生产生自己的思想， 不是要培养一个会

记忆的民族， 而是要培养一个会思考的

民族， 而要培养一个会思考的民族， 没

有自己的思考、 批判、 探索， 就难以有

所创新、 有所突破。 “生活中的重大突

破都来自全新的答案， 它们来自挑战现

状， 而不是接受现状。”

于是， 我改变了我的作文教学思路。

除了家庭生活、 学校生活外， 社会生活

也应成为学生关注的一部分， 特别是即

将成为成年人的他们， 两点一线的生活

让他们没有时间和机会去关注社会生活，

这将渐渐失去关注与思考的敏感与敏锐

性， 不利于他们成长的。 作文课完全可

以成为他们认识、 关注、 思考社会、 人

生的一个窗口。

于是我利用班级里的多媒体设备，在

作文课上打开著名人物的博客，把里面的

好文章介绍给他们，看他们对教育、对生

活、对社会的思考与解读。 同时，中外新闻

热点如“小悦悦事件”、“乔布斯逝世”等也

是我们关注的内容之一。 同时，我也把我

的博客开放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分享我的

个人空间。 我不再过多要求他们的体裁、

语言、结构技巧，我首先要做的，是把他们

从失语状态中改变过来。

给他们空间和自由后， 学生的思想

开始活跃了起来， 他们开始在随记中发

表自己对某个问题的看法。 比如： 我给

他们看过 《生命的消逝》 这篇文章， 内

容写摄影家厉求良为了拍到“理想” 的

照片， 在身边的同伴陈小米面临被狼吃

掉的危险时， 不是去帮助， 而是举起了

相机， 拍摄了陈小米被吃的全过程， 尔

后在照片获奖后选择了长眠于沙漠。

有同学读后写道：

人的一生如此短

暂， 从呱呱坠地到升入高中也只不过是

一眨眼而已， 我到底是平平淡淡的过完

一生还是光辉灿烂却危险的不虚此生呢？

我会选择后者， 我会去努力争取， 让自

己不虚此生。 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

中的 ， 我命由我不由天 ， 只要努力过 ，

即使失败了也不后悔， 这才是真正的我！

有同学说：

当今社会也有这样丧失

本心的人， 而且还日益增加， 这些人失

去了自己的正义和信仰， 只为一己之私

去损害了诸多人的利益， 而如今的我们

这些还未踏足社会的人又能为此做些什

么呢？ 呵！ 我们只能看淡此事， 一笑了

之。 不去改变， 也改变不了。 只求自己

以后能够问心无愧。

有一位老师的博客里有一幅日本清洁工

跪地清洁马桶的照片， 学生看后深有感慨，

有同学写道：

我们对于生活中的自私自利早就习惯

了， 对于社会中小偷小摸， 说话不讲诚信等

不良现象也早就习以为常了， 甚至以此为

乐。 但我们这些自以为 “不错” 的行为却赢

得了外国人的厌恶。 是什么让外国人与国人

形成这种差距呢？ 我想关键就是自己的心态

与心理了。

从不记得那些贩卖地沟油、 出售伪劣产

品的人心里有一点点愧疚。 因为在他们看

来， “钱， 胜过生命。” 从不记得那些见死

不救、 见难不助的人心里荡起涟漪， 因为他

们眼里这些不是事， 只是一部 “短篇花絮”。

我们犹记得别人帮助我们之后的喜悦，

却不曾想想帮助别人后我们的收获。

外国人说：“中国人没有素质。 ”

伪君子说：“中国的振兴，不靠我，是靠社

会。 ”

真小人说：“中华民族的振兴少我一个与

多我一个没有两样。”

这难道是真的吗？

看到学生笔下有了生活我觉得很高兴，

但同时， 学生写作时流露出来的负面情绪与

消极思想也引起了我的关注。 我觉得敢于表

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勇于批判的精神是可贵

的， 但是一个只会指责、 抱怨， 只关心自

己的人或民族是没有幸福感的， 不应让这

些成为学生成长中的主流思想导向， 从而

影响他对他人及社会的评价。 于是在教给

他们客观解读社会、 人生的时候我注意了

用社会中或身边正向的力量引导与影响他

们。 比如在“小悦悦事件” 发生后， 在舆

论一片“国人道德沦丧” 的评论中， 我及

时告诉他们“烟台最美的姑娘刁娜” 的感

人事迹， 让他们有比对、 有借鉴， 在心中永

存道德的正义力量。

我的高中作文教学， 就这样开了头， 而

且还在继续中。 我不知这样的引导对于考试

而言结果是否美好， 但诚如一位老师所说：

为什么要阅读， 因为我想知道别人是怎样思

考人生的苦与乐、 生活的美与丑和社会的善

与恶等这些直接跟灵魂有关的问题的。 为什

么要写作？ 因为我们想要告诉别人自己关于

这些问题的思考。 阅读和写作都是对话， 是

灵魂的对话。

我愿意让我的学生成为一个会思考、 能

对话的人。

（作者单位： 山东省烟台市三中）

刘堃， 现任济南市教育

局副局长，曾任山东省实验中

学党委书记、校长。 国家普通

高中新课程专家工作组成员

教师应有

形象意识

有一次在某学校听课 。 授课者是

位青年教师， 这位教师手抄在裤兜里

就进了教室， 手也不拿出来就开始讲

课。 看上去他对教材相当熟悉了， 而

且大概他认为这样讲课显得蛮潇洒

的。 但我们听课的几个人坐在下边互

相交换了一下眼色， 大家的感觉是一

致的， 就是对这位教师的举止很不以

为然。 难道这种形象就表示教师很有

学问吗？ 这让我不由得思考， 教师在

认真授课之外是不是也应该注意自己

的形象呢？

还有一次去听一节物理课 ， 授课

的内容为 “分子的扩散 ”， 教师站在

黑板前手拿两个装有水的烧杯作实

验 。 他向其中一个滴入蓝色钢笔水 ，

让学生看颜色的扩散速度。 当时这位

教师穿了一件黑色的毛衣， 我坐在教

室的后边， 看到教师手举烧杯， 黑板

和教师的黑毛衣作背景， 怎么能看清

楚钢笔水的扩散呢？ 于是学生们纷纷

嚷嚷起来， 而教师却不明白问题出在

哪儿。

写到这里， 不由想起我在学生时

代时曾教过我的那些教师的形象了。

中学时代有两位教师给我印象很

深。 一位是语文老师， 他的古诗词讲

得特别好， 讲到激动时， 他有个习惯

动作就是不停地卷袖子， 在讲台上来

回走动， 边走边卷， 口若悬河。 老师

的这些举动 ， 现在说来叫 “个性张

扬”， 但在当时却激发起了同学们学习

语文的热情， 我当时甚至萌生了学文

的愿望。 另一位就是化学老师， 他是

一位南方人， 典型的书生形象， 他的

特点是边做实验 ， 边问同学们 “对

吧”， 同学们对他印象特深， 也许正是

因为这个缘故， 我特别爱学化学， 以

至于最终选择了化学教育专业。

在大学期间， 教有机化学的老师

也很有自己的特点， 每一次讲完一个

主题， 就站在讲台上边搓手边问大家，

“还有什么问题吗？” 他总是那么自信，

从而给我们以极大的学习勇气和信心。

整洁、 稳重、 端庄是教师传统的

仪表形象。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 第五条 “为人师表” 中有这样的

表述： 教师要 “衣着得体， 语言规范，

举止文明”， 具体规定了教师仪表方面

的职业要求。 其实， 由于特殊的位置

和身份， 使得教师的一举一动不仅反

映出教师个人的素养， 而且还会对学

生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教师的着装

仪表、 习惯动作会对正处在成长阶段

的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示范、 榜样作

用。 教师的手势、 眼神、 表情都属于

教学行为， 会对学生的听课效果产生

影响， 甚至还会影响学生的一生。

我们常说要做一个有智慧的教师。

教师在课堂上的智慧之一就要体现在

善于对学生听课时的各种变化进行及

时观察、 捕捉并作出应有的反应。 学

生在听课过程中的神态是不一样的 ，

他感兴趣的内容总是会全神贯注； 他

不屑听的内容往往是心不在焉； 他听

不懂的内容只能是一脸茫然 。 因此 ，

教师不仅仅是个讲授者， 还是个表演

者， 更是个指挥者。 教师就像是一个

乐队的指挥， 每当发现有不和谐的音

调他就会配合着表情用指挥的动作去

提醒、 去纠正， 帮助所有的学生共同

顺利完成这部师生教学交响曲。

教师对自己在课堂上的形象不能

有丝毫懈怠和随意，要用自己智慧的语

言、优美的姿态、有感染力的手势去吸

引学生、影响学生，让学生对教师产生

可敬 、可爱 、崇拜 、向往的感情 ，“亲其

师，听其言， 观其行， 信其道”， 从而

达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

推动课堂教学转型新视角

■

韩立福

当前， 课堂教学改革正从“以教为

中心” 向“以学为中心” 转变， 经过课

题实验， 笔者认为当前课堂应从“教师

导学” 课堂走向“问题导学” 课堂， 继

而走向“自我导学” 课堂。 围绕这种转

型， 课堂将呈现以下特征。

思维：由教师主导的“先

教后学”思维走向师生合学的

“先学后导”思维

受传递式教学影响， 我们习惯性了

“先教后学” 的教学思维。 这样的教学思

维忽视学生自主学习潜能和学习主体意

识发挥， 不利于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主

动学习的能力与习惯。 淡化教师主导作

用、 充分相信学生潜能、 提倡师生合学

的“先学后导” 教学思维， 对培养学生

学会学习、 学会终身学习能力是有益的。

“先学” 是指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结构化

备课、 学生结构化预习， 师生共同发现

问题、 生成问题， 针对共性问题进行学

习。 “导” 是指“生本联导、 生生互导

和师生相导” 等三层含义。 在实践层面，

有许多教师怀疑学生的学习能力， 这正

是“症结” 所在， 教师要以身作则、 示

范性地引导学生学习， 相信学生很快能

够学会。

课型：由单一化的新授课

走向多元化的课型体系

对于学习而言， 在单一课型课堂学

习， 还是在多元课型体系课堂中学习？

哪一个课堂更有利于学生成长和教师发

展呢？ 以新授课为主的单一课型从本质

上看， 强调教师的传授和主导作用， 却

忽视了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和潜能。 长此

以往， 学生潜能被忽视、 思维被限制、

智力开发被轻视、 情感被压抑， 不利于

学生学会学习。 课型体现着教育的理

念、 思想、 方式、 思维等。 从问题学习

角度、 思维品质角度、 能力品质角度等

来设计课型， 如体现“问题学习” 理念

和思维的课型设计， 可根据问题学习规

律来设计。 “问题学习” 是按问题发

现、 问题生成、 问题解决、 问题拓展的

过程来学习，那么，体现“问题学习”特

征的课型，可创新为“问题发现课”、“问

题生成课”、“问题解决课”、“问题拓展

课”和“问题综合解决课”等。 在这种课

型的课堂中学习，学生容易学会问题发

现学习、 问题生成学习和问题解决学

习，既能提高学习兴趣，又能促进学生

学习能力。 因为，有效的问题解决学习，

必须要选择合作讨论、展示对话、问题

训练等学习方法，而这些方法有利于学

生思维能力的培养，也有利学生合作能

力的培养。

内涵：由传递知识为主走

向问题导学为主的学习

从内涵发展角度来看， 课堂教学发

展可分四个阶段： “教师知识讲授” 阶

段、 “教师导学” 阶段、 “问题导学”

阶段和“自我导学” 阶段。 以传递知识

为主的课堂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

生天赋、 能力和智力的发挥， 即使“教

师导学” 的课堂也难以实现， 因为， 教

师主导和控制下的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

习依然是有限度的。 而“问题导学” 的

课是以问题为主线的学习， 在这种课堂

中， 教师和学生都是问题发现、 生成、

解决的主体， 在角色上都是发现者、 生

成者、 解决者、 合作者、 分享者、 建构

者。 没有权威式的教师， 也没有奴隶式

的学生， 教师作为一个“大同学” 和学

生一道共同学习、 合作交流、 解决问题、

建构知识， 实现共同发展。 在这样的课

堂中， 学生的天性被保护、 潜能被挖掘、

智力被开发、 兴趣被激发， 学生既能学

会自主、 合作、 探究学习， 也能培养发

现问题、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还能促进个性化发展。

课时：由统一固定走向弹

性化

一般而言， 中小学课时都是40分钟

或45分钟， 已经成了习惯。 这个课时时

间数据是根据西方行为主义心理学家根

据动物注意力倾向和特征为主要依据的

研究结果确定的， 是关注人的注意力长

度、 效度等指标。 如果按这个时间来上

课学习， 只能支持教师讲授式课堂教学。

在新视野下，课堂学习不完全是关注注意

力， 更要关注学生和教师的学习兴趣、学

习热情。 从注意和兴趣的长度来分析，兴

趣持续比注意持续更长久。 激发学习兴

趣，能够提升学习热情；如果能够提升学

习热情，就能够大大提高学习效率。 当有

了兴趣和冲动以后，就不想受单位时间限

制。 所以，问题导学的课堂在课时上也应

当适当灵活与弹性， 但具体该是多长时

间，当然还要具体研究。

模式：由传递型模式走向

内涵式模式

建国以来，赫尔巴特、凯洛夫的五段

式教学模式对我国课堂教学产生了十分

重要影响。 课改后，许多学校结合教学改

革实际，引进新课程理念和要素，创新性

地提出了一些新的教学模式，但大多数依

然属于“教师导学”范畴，强调的是单一课

型学习、强调教师指导下的自主合作探究

学习，没有清晰地走向问题学习。 走向“问

题导学”的课堂，教学不能仅仅局限在单

一课型，而要走向适合学生学习发展的多

元课型。 重点突出的是问题式、建构式、思

维性、体验性、生成性等新的学习特征，构

建关注内涵发展的课堂学习模式。

组织：由“舞台式”的“我对

您”走向“小组式”的团队合作

从夸美纽斯建立“班级授课制” 起，

班级授课都采用“舞台式” 的教学组织

形式， 一直沿用至今。 新视野下， “小

组式” 的团队合作学习的主要特征是多

元、 双向的对话关系， 开放、 民主的人

文关系， 和谐、 促进的合作关系， 平等、

互助的团队学习， 追求的是真实、 高效。

实施“小组式” 的团队合作学习可以达

成两大目的： 一是让学生学会自主合作

学习， 提高单位时间的内学习效率， 逐

步缩小学生学习差异， 大面积提高学业

成就； 二是让学生学会合作交往， 提高

社会化能力， 这在“舞台式” 的“我对

您” 的教学组织形式下是不可能实现的。

方法：由“被动式”的教授

走向“主动式”的建构

在“教师知识传递” 的课堂中， 教

师最擅长的是采用权威式、 命令式、 指

令式、 告知式的教授法进行教学， 如提

问法、 讲授法、 示范法、 测试法等， 这

些教学方法都属于“被动式” 的接受法。

长期使用被动式学习法， 不论是思维还

是行为上， 不论是态度还是行动上， 都

会使学生学习变得越来越“懒”。

美国缅因州贝瑟尔国家培训实验室

对“学生在每种方法指导下，学习24小时

后的材料平均保持率” 进行了科学研究，

研究结果是：采用“讲授”方法进行学习，

学习24小时后的材料平均保持率仅仅达

到5%；采用“阅读”方法进行学习，学习24

小时后的材料平均保持率仅达到10%；采

用“视听结合”方法进行学习，学习24小时

后的材料平均保持率达20%；采用“示范”

方法进行学习，学习24小时后的材料平均

保持率达30%；采用“讨论组”方法进行学

习， 学习24小时后的材料平均保持率达

50%；采用“实践练习”方法进行学习，学习

24小时后的材料平均保持率达70%；采用

“向其他人教授/对所学内容的立即运用”

方法进行学习，学习24小时后的材料平均

保持率达90%。 前4种方法都属于教师主

导下的被动教学方法， 学习效益值均小；

而后3种方法都属于学生主动参与的学习

方法，学习效益值均高。 从课题实验结果

来看，也证明了这个结论。 在“问题导学”

课堂中，主要采用合作讨论、展示对话、思

维训练等学习方法，学生的学业成绩得到

明显提升。 所以，随着教师观念的深度转

型，在走向“问题导学”课堂过程中，采用

激励学生主动学习、合作学习、对话学习

的建构式学习方法，将成为今后课堂教学

改革的重要趋势。

范型：由“教师搭台教师唱”

走向“学生搭台学生唱”

课堂教学不是静态的， 而是动态发展

的。 我们把课堂教学范型用一个通俗的“唱

戏” 来比喻， 分成“教师搭台教师唱”、

“教师搭台师生唱”、 “教师搭台学生唱”、

“师生搭台师生唱”、 “师生搭台学生唱” 和

“学生搭台学生唱” 等六重境界。 这里的

“教师搭台教师唱” 是指“教师知识讲授”

课堂， “学生搭台学生唱” 是指“学生自我

导学” 课堂。 教师在“教师搭台教师唱” 课

堂中教学生基本知识和学习方法； 在“教师

搭台师生唱” 课堂中共同学习、 共同交流，

促进学生成长； 在“教师搭台学生唱” 课堂

中， 让学生根据教师的预设进行自主合作探

究学习； 在“师生搭台师生唱” 课堂中， 师

生合作主持课堂学习， 教师和学生共同发现

问题、 生成问题、 共同解决问题， 培养学生

综合学习能力； 在“师生搭台学生唱” 课堂

中， 学生主持课堂学习， 教师参与学生的问

题学习， 根据学习目标与学生一道发现问

题、 生成问题， 整合问题， 让学生自主合作

探究解决学习； 在“学生搭台学生唱” 课堂

中， 学生已经完全学会“问题式” 自主合作

探究学习， 教师可以走向“退隐”， 学生成

为真正的主角， 当然， 这是一种理想状态。

文化： 由封闭控制走向人

文开放型

以往的课堂， 文化特征是单向、 封闭、

专制、 控制的， 而“问题导学” 课堂是以

“问题” 为主线的自主、 合作、 探究学习，

课堂组织形式基于小组合作的团队学习， 教

师和学生都是问题学习的发现者、 生成者、

解决者， 学习过程的体验者， 问题解决的合

作者， 学习成功的分享者， 这样的课堂文化

走向合作对话、 团队学习， 尊重人性、 关注

人格、 满足学生精神发展需求， 呈现出民主

化、 人文化， 多元、 开放的课堂文化特征。

在这样的课堂中， 学生逐步成长为主动学习

者、 主动发现者、 主动建构者， 而教师也将

走向互学共研式的智慧型教师。

（作者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副研

究员，曾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教育部

规划课题“有效教学的行动策略研究”）

让作文课成为学生认识、 关注和思考社会、 人生的一个窗口。 禹天建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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