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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独特的教学体系促进学生学业水平不断提升

作为一所省级示范高中， 沈阳市第

二十中学经过十年探索， 在深化课改的

同时， 赢得高考； 在提升学生学习品质

的同时， 促进学生学业水平不断提升。

自新课改以来，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

的教育教学成果显著， 高考成绩逐年提

高， 学生学业水平考试通过率名列辽宁

省三甲。 可是， 在沈阳市高中录取中，

排在这所中学之前的有3所高中， 其中

录取分数线最高的一所比沈阳市第二十

中学高10分 （2012年）。 与同类学校的

比较，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学生学业优

势愈加明显。 2005-2012年与同类学校

联合测试的历史数据显示： 沈阳市第二

十中学与当年联合测试中第二名的分差

越来越大 （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 从每届学生成绩

的纵向发展来看， 2008－2012届学生

的联合测试成绩均呈现分差递增的趋

势。 尽管有个别年份出现波动， 总体处

于差距扩大之中。

从图1可以看出： 从每届学生的时

间横向比较来看， 每届学生在同一年级

的数据基本呈现出分差递增的趋势。 以

高一上学期的成绩为基点， 2008-2012

届对应的时间分别为2006-2010年， 分

差随着课改措施的推进时间的延伸与成

熟度的不断增加， 总体呈上升态势。

从图1中可以看出， 2010-2012届

学生成绩中在2009年左右出现了成绩

趋缓和下滑， 俞校长分析原因时认为是

导学纲要的使用尚处于探索阶段， 教师

还未能熟练掌控， 学生尚未适应， 随着

导学纲要研发与使用的成熟， 沈阳市第

二十中学与联合测试中第二名的分差又

回归到继续扩大的趋势。

三、独特的教学体系促进课改向纵深发展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多项课改措施

正是来源于教师的教学创造， 才使得这

所学校课改更具活力， 更有生命力。

1． 《教师学习手册》 紧扣课

改进程， 转变观念引导行动

在教学改革的理念与方法方面， 调

查数据显示，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教师

们更重视教学理念的先导作用。 在如何

看待观念与方法的问题选项中，68.29%

的教师选择“结合实际， 自己想， 自己

做”。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教师群体完全

脱离了简单模仿的阶段， 把教育理念与

自己的教学实践相结合， 走上了独立思

考，自主发展的专业发展之路。

为了帮助教师们更新教育教学观

念、 促进教师们专业发展， 沈阳市第二

十中学每学期印发一本自编的 《教师学

习手册》， 内容紧扣学校课程改革的现

实进程。 于是， 我们从内容、 态度评

价、 行为记录等方面对教师们进行了问

卷调查。

在内容方面， 41.46%的教师最喜

欢“教学新思路”， 29.27%的教师最喜

欢“爱的新观念”。 这组数据表明， 教

师们更加关注对教育智慧的追求和教育

艺术的领悟。 在态度方面， 98%的教师

认为这个手册记录了课改以来自己的心

路历程。 在行为记录方面， 75.5%的教

师能够做到用心记录手册。

调查数据显示， 这所学校的教师们

充分认可学校开展的各种教学、 教研活

动的作用。

2．“两纲一模、 两动一主”

紧扣创造力培养， 成为课改核心抓

手

实现了教学理念的更新必然会带来

教学行为的转变。 在推进课程改革进程

中，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以“两纲一模、

两动一主” 为基本内容的新教学体系的

建立， 是干部、 教师十年探索形成的集体

智慧的结晶。 这个体系实现了教与学的有

机结合， 形成了这所学校鲜明的教学改革

核心特色。

“两纲一模” 的具体内容是课程纲要、

导学纲要、 教学模式。 其中课程纲要是根

据 《课程标准》， 对模块教学内容、 目标

及评价的教学预设系统， 包括模块课程的

目标、 内容、 实施、 评价四部分， 课程纲

要明晰了教学活动过程中的目标、 内容体

系。 导学纲要是教师在一定的教育教学思

想的指导下， 基于教材、 学情， 结合教学

需要， 为学生设计、 提供理解新知识的有

效信息 （材料）。 教学模式是体现课改理

念的以生为本的多种教学程序。 模式的构

建与运用经过三个时期， 最终成为了师生

教与学的思维习惯， 教师们经历了“入

模” 到“出模” 的华丽转身， 整个教学模

式相应地从“硬模” 变成了“软模”， 乃

至进入了“无模”。

调查数据显示，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

教师们对“两纲一模” 教学体系极其认

可。 他们全员参与了撰写课程纲要， 将它

作为模块教学的指导性文件。 目前， 每个

学科都形成了“两纲一模” 的教学“基件

库”， 实现资源的共享。 “两动一主” 是

这所学校促进学生进入良性学习状态的举

措。 “两动” 即学生个体主动学习和组

内、 组间、 师生间的互动学习； “一主”

即小组自主学习与管理—班级中以小组自

主学习为单位。

2009年开始， 这所学校要求各班改

变传统的排排坐， 推行小组“团团坐”。

目前的调查数据显示： 92%的教师很喜欢

小组“团团坐” 的上课方式， 51.5%的学

生表示收获较大， 21.45%的学生表示收

获很大。

沈阳第二十中学的“两纲一模， 两动

一主” 是其课改经验的精髓所在。 从形式

上看这所学校的做法没有其他学校的课改

经验那样复杂， 却在教学质量的提升中发

挥着实实在在的重要作用。 其本质特征将

教与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着力培养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两纲一模” 切实解

决了教与学的目标与技巧， “两动一主”

则解决了学教与学的动力与过程。

3．师生关系伴随课改进程在波

动中不断走向和谐

回 顾 分 析 沈 阳 市 第 二 十 中 学

2005-2012年的学生对教师满意率评价的

数据， 无论是高中一年级还是高中二年

级， 学生对教师的满意率都呈现出不断上

升的趋势 （见图2）。

图2不断攀升的数据曲线表明： 伴随

着课程改革的推进， 新的教学方式越来越

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形成了学习与

交流和谐的教育场， 师生在教与学的过程

中的沟通越来越有效， 教学民主促进了师

生关系越来越和谐。

（宁炜系沈阳市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陶双宾系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王文东系沈

阳市第二十中学校长助理、 田金华系北京

麦斯迪教育咨询中心主任、 刘玉和陈中原

为本报记者）

荩荩荩调查结论之一：初步定量分析结果

一、独特的教学体系促进了学生学习品质大幅提升

为了准确了解学生“核心品质” 的形

成， 我们借鉴、 改进了发达国家对学生评

价方式， 重点调查了学生学习品质的六个

维度， 即： 自主学习的品质、 自我表现性

的品质、 个体-群体统一性品质、 人际关

系品质、 创新性品质和自信心品质。 调查

中， 我们从纵向、 横向两个维度展开了调

查。 纵向是学校之间的比较， 包括高中阶

段与同档次学校之间的比较、 同一所大学

中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毕业生与其他中学

毕业生的比较； 横向是年级之间的比较，

由于高三进入了高考准备阶段， 为此我们

重点比较了高一、 高二年级。 两个维度的

数据都显示，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真正培养

出了学生的优秀学习品质， 从而形成了学

校优质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学习品质的校际比较

为了检测品质差异， 我们选择了一所

同档次高中的高三学生与沈阳市第二十中

学的高三学生进行对比， 以期检验课改对

学生的学习品质的作用效果。 调查数据分

析结果表明， 除人际关系品质外， 沈阳市

二十中学各项品质均与对比学校存在显著

性差异 （见表1）。

表1� 学生若干学习品质的校际比较

由表1分析结果可见， 除了人际关系

品质之外， 二十中学其他水平都较大程度

地高于该高中样本， 且均有统计上极其显

著的差异。 应该说， 这种“胜出” 的优势

与二十中学近年来立足教与学的改革， 创

新和深化“两纲一模、 两动一主” 的课改

举措是分不开的。

2.多项学习品质同期提升的“综

合效应”

从高一、 高二年级的纵向比较可以看

出：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课改举措效果极

其显著。 两个年级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

除人际关系品质外， 其他各项品质均具有

统计上极其显著的差异 （见表2）。

表2�高一高二学生

若干学习品质指标的比较

从表2可以看出， 课改效应本身带来

了高二学生多项学习品质的显著性提升。

这组数据表明，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课改举

措， 形成了提升学生多项学习品质水平的

“综合效应”， 这自然会衍生出高水平的高

考成绩， 从而实现了人才素质与高考成绩

的同步提高。

3.小组合作交流生成学习的“磁

场效应”

为便于和促进学生在课堂上的自主学

习与相互交流， 沈阳第二十中学以“学习

金字塔” 理论为依据， 在实施“两动一

主” 学习方式中， 采取了“团团座” 形

式， 便于进行小组合作学习。

调查显示： 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行为

上： 91.4%的学生在上课过程中经常采用

小组讨论、 合作学习的方式； 在小组讨论

时， 56.85%的学生主动参与， 积极发表

意见。 这表明这所学校的绝大多数学生们

在学习中积极主动参与合作学习。

在对待小组合作学习的态度上：

66.4%的学生喜欢课堂讨论的学习方式；

对于高中学习更强调学习的自主性和探究

性， 64%的学生选择愿意积极参加， 只有

2.7%的学生表示感觉困难； 52.05%学生

认为“给同学讲” 是效率最高的学习方

式。

在小组合作学习方式的改进建议上：

38.7%的学生期望课堂讨论的时间应更加

合理； 36%的学生认为应该加强小组管

理， 增强小组的凝聚力。

上述数据充分显示， 学生们对于自

主、 合作、 探究的学习新方式非常认可且

适应。 他们认为， 较为合理的学习小组应

由5-6人组成； 小组成员应为不同成绩

（但差距不要过大） 的同学混搭组成； 小

组成员不要频繁调整， 半学期或一学期为

宜； 小组长为推选的固定人员， 交流中各

抒己见， 老师也要适时作为小组中平等的

一员参与共同讨论。

与小组合作学习方式相配套， 沈阳市

第二十中学还推行“自主命题” 的全新措

施。 在校内的大型考试中， 学校向学生征

集高质量的命题， 有些考试学生自主命题

比例曾高达70%。 在校学生的调查数据分

析结果清楚显示， 学生的学业水平与自主

命题的参与度成正相关。 40.23%的学生

认为， 自主命题促使自己理解知识更深

刻、 结构更全面。

4.人生规划助力学习过程的“目

标效应”

学习的主动性不但需要营造有利于学

习的“场”， 也需要合理定位人生目标形

成导向。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十分重视引导

学生进行科学的人生规划。

在高中的人生规划之前， 55.65%的

学生对自己未来3到5年的发展计划不是

很清楚； 58.65%的学生承认考虑过自己

的人生规划， 但是还没有规划好。

在高中的人生规划之后， 53.25%的

学生明确回答对于目前人生规划确立的追

求 目 标 ， 是 自 己 充 分 考 虑 后 决 定 ；

38.40%的学生承认是仍在思考的决定。

经过高中的人生规划， 65.52%的学生对

以前的理想作了很大的调整。 显然， 人生

规划在这所学校产生了很好的“目标效

应”， 学生的学习动力更加强劲。

5.升入大学优秀学习品质的“延

续效应”

这种崭新教学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

进入大学后是否仍然具有优势？

为此， 我们选择了一所坐落在沈阳市

的大学， 以期调查沈阳市第二十中学培养

出的学生优秀学习品质在大学是否继续保

持， 即与其他中学毕业生相比是否仍然具

有显著性的差异 （见表3）。

表3� 毕业生在大学的表现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 与其他中学的毕业

生相比，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毕业生学

习品质依然保持着明显的优势。 调查中

发现， 相当多的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毕

业生在大学一年级时即表现优异， 较快

地适应了大学的学习方式， 融入大学生

活，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毕业生大量的

在学生会和社团组织中任职， 或者在专

业领域学习出类拔萃。 这表明， 这所学

校所关注的学习品质恰恰是大学最需要

的人才品质， 也是社会紧缺人才应该具

备的优秀品质。

从改革的执行者走向思想的自觉者

■王艳玲

课堂教学是学校教育的主战场， 是

学生获取知识,提升能力的主渠道， 学

生从旧知识出发， 运用综合、 归纳、 分

析等方法对新知识重新发现一次， 再现

当年科学家发现的过程， 体会科学家创

造性发现的探索精神与知识的来源， 有

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性品质。

陶行知在1919年发表文章 ,主张教

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 1927年他在晓

庄师范演讲时说： “我自回国之后， 看

见国内学校里先生只管教， 学生只管受

教的情形， 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 他

当时提出， 将“教授法” 改为“教学

法”，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委员会

上讨论两个多小时没有通过。 可见， 改

革时时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阻力。

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提高课堂教

学效率， 提高教育质量是教育的永恒

主题， 也是教育改革中最艰难的工作。

在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 课程改革

始终没有停止过。 辽宁省普通高中课

程改革已经走过了7个年头， 在推进过

程中， 我们欣喜地发现， 沈阳市第二

十中学的课堂教学真正向习以为常、

司空见惯的教学模式、 教学方式、 教

学方法发起了挑战。 第一， 他们按照

教育规律办事， 成功构建了“两纲一

模、 两动一主” 的教学体系， 将课改

的理念渗透在日常教学中， 尤其在学

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优秀学习品质形

成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二， 提

升了教师队伍素质， 有效的校本培训

使教师的专业主体意识开始觉醒， 从

改革的执行者走向了自觉的思想者，

教师从教育教学实践中感悟教育的本

质， 走向自主学习、 文化自觉的状态。

第三、 致力于学习方式的变革， 开发

了“导学纲要”， 为学生真正实现自

主、 合作、 探究学习提供了有效载体。

二十中学创造了课改的新经验， 形

成了自己的特色， 教学成果令人满意，

也让人耳目一新， 为辽宁省普通高中的

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样板。 我们的课程

改革核心在课堂， 课改的核心就是改课。

基于此， 二十中学成为辽宁省普通高中

教学特色学校， 也期待他们以此引领高

中课程改革。 另外， 在课改推进中还会

有一些问题， 我们还想继续关注和支持

他们， 使他们的课改坚持不懈走下去，

成为一个既有示范引领作用又特色鲜明

的高中。

（作者系辽宁省教育厅副厅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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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品质是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课程改革调查报告（上）

我国21世纪第一轮课程改革的核心是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沈阳市第

二十中学落实课程改革的要求， 始终把以自主

学习、 自主发展能力和创新思维品质作为人才

培养根本目标， 遵循科学发现与发展规律， 构

建独特的教学体系， 实现了教学质量的飞越，

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优质学习品质的学生。

2003年沈阳市第二十中学被评为辽宁省

示范高中， 在构思学校未来发展时这所学校的

三点规划特别引人注目： 1、 广泛吸收国内外

先进教育思想， 瞄准学校发展的现实需求， 探

索、 构建有中国特色的、 有效服务学生的现代

中学教学体系。2、提升教师的现代教育理念，改善

教师的心智模式，建立具有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

能力的学习型组织。 3、倡导、服务学生的自主学

习，实现教的进度、频率与学的进度、频率同步、共

振。

在课改实践中， 沈阳市第二十中学针对课堂

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大胆的教

学改革， 创造了高中课改的新经验。 这所学校遵

循“教的进度服从学的进度” 的教育理念， 转变

教与学的方式， 经过十年的探索与深化， 形成了

“两纲一模、 两动一主” 的教学新体系， 在学生

创新能力培养和优秀学习品质形成方面取得了突

破性进展。

为了科学总结沈阳市第二十中学的课改经

验， 我们与沈阳市教育研究院、 沈阳师范大学、

北京麦斯迪教育咨询中心等单位合作进行专题调

查， 旨在梳理课程改革关键要素， 分析实践中的

经验与问题， 为进一步深化全国高中乃至整个基

础教育阶段的课程系统化改革提供一个值得借鉴

的样本、 一个值得推广的样板。

本报告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初步的定量分析

结果、 几起教学事件的初步定性分析、 基本经验

与面对的挑战。 分别于本期和下期调查版刊出。

敬请关注。

本次调查

主要采用问卷

调查、 座谈交

流、 教学观摩

和历史资料研

究等方法，对

教师、在校生、

毕业生以及可

兹对比的学校

进行了调研，

以 期 获 得 全

面 、 准确、多

样、 深入的信

息；历时5个多

月。

为保证问

卷的可靠性和

有效性， 分别

随机选择了20

名教师和50名

学生进行了试

调。 根据试调

中出现的问题

对问卷进行修

改， 形成最终

问卷定稿。

教师问卷

主要包括校本

培训效果 、专

业发展历程 、

教 学 方 式 转

变、 对学校课

改的认识与实

践等内容。 调

查对象涵盖所

有学科专职教

师 及 行 政 人

员； 共发放问

卷100份，有效

问卷97份。

学生问卷

包括学生学习

品质、 小组自

主合作探究学

习方式、 人生

规划能力等内

容； 调查对象

包 括 在 校 学

生、 其他同类

学校部分高三

学生、 同一所

大学的部分沈

阳第二十中学

毕业生和其他

高中学校的毕

业生。 调查校

内学生共发放

问卷472份，经

过核查后 ，有

效问卷460份。

校外随机发放

问卷200份，有

效问卷189份。

■宁炜 陶双宾 王文东

刘玉 田金华 陈中原

20中 某高中 分析结果

自我表现性

品质

30.20 23.86 极显著差异

创新性品质 6.23 4.25 极显著差异

自信心品质 21.73 17.95 极显著差异

个体—群体

统一性品质

22.93 18.30 极显著差异

自主学习品质 38.92 26.53 极显著差异

人际关系品质 27.73 27.51 差异不显著

高一 高二 分析结果

自我表现性

品质

34.18 38.15 极显著差异

创新性品质 7.23 8.25 极显著差异

自信心品质 23.14 23.71 极显著差异

个体—群体

统一性品质

25.37 26.01 极显著差异

自主学习品质 42.90 44.89 极显著差异

人际关系品质 27.57 27.54 差异不显著

20中 其他中学 分析结果

自我表现性

品质

29.87 27.75 极显著差异

创新性品质 5.35 3.13 显著差异

自信心品质 19.98 18.59 极显著差异

个体—群体

统一性品质

16.94 16.01 极显著差异

自主学习品质 32.23 28.49 显著差异

人际关系品质 18.91 18.21 差异不显著

图2� 高一、 高二年级学生历年对教

师满意率评价

92

91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0
5

︱

0
6

上

0
5

︱

0
6

下

0
6

︱

0
7

上

0
6

︱

0
7

下

0
7

︱

0
8

上

0
7

︱

0
8

下

0
8

︱

0
9

上

0
8

︱

0
9

下

0
9

︱

1
0

上

0
9

︱

1
0

下

1
0

︱

1
1

上

1
0

︱

1
1

下

1
1

︱

1
2

上

1
1

︱

1
2

下

1
2

︱

1
3

上

图1� 2008—2012届高中学生三年

学业成绩与同类学校第二名分差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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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