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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外：做最懂孩子的教育
□本报记者 崔斌斌

◤新闻专递◢

深化课改需要上游思维
□本报评论员

评 论
会议内容：
海外声音+平行论坛+现场观摩+观
课议课+学生反馈+互动答疑+徽剧
展演

观摩看点：
如何打破常规课表且不脱离课标规
划全校项目学习周

阅读如何成为一种“学习工具”和
“研究方法”支援其他学科的学习

30年传承至今的学制改革和“自育
自学”教育体系如何转化为课堂文化

中国·合肥

共创开放演讲名额，邀您一起

全国中小学深化课程改革研讨会暨

“高质量学习”包河现场会

2017

2017年5月11日—12日
（5月10日全天报到）

我们研究的，正是你关心的——

学生是如何学习的？

学生喜欢怎样学习？
教师如何研究学生的学习？

教师如何成为学习者与学生共同学习？

什么样的学习是高质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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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遂宁，有一所充满故事的
学校。

校长的产生就充满故事感。5 年
前，还是中层领导的李启书被办学人张
启明推向了校长岗位。一个不愿意做
校长的人做了校长，会怎样？李启书自
己都没有想到能把学校带向哪里。

如今，李启书所在的学校已经成为
当地的领跑学校，每到招生季都炙手可
热，学位一席难求。其实，吸人眼球的
不仅仅是这些，而是一个年轻团队所缔
造的教育故事。

这所学校就是四川省遂宁市遂州
外国语小学校（以下简称“遂外”）。10
年，他们只做了一件事，用爱和智慧经
营校园里的一切，做最懂孩子的教育。

“课堂背后的育人价值是活的”

“我认为，遇到像帕尔曼这样的残
疾人应该搀扶，因为你去帮助遇到困难
的人，别人也会帮助你。”“我认为，不需
要搀扶。你搀扶时有没有想过被搀扶
者的心情，这样会不会让被搀扶者产生
依赖呢……”

3 月 23 日，遂外五年级七班的课堂
上，语文教师黄焜正在带领孩子们学习

《不用搀扶》一文。很难想象，五年级的
孩子能有这样充满思辨的对话，碰撞出
如此精彩的思维火花。其实，这在一定
程度上要归功于遂外的智慧课堂——

“三学一论坛”思维课堂教学模式（以下
简称“三学思维课堂”）。

走进遂外，你远远会看到 3 个巨型
问号雕塑，这是学校物化教育理念的
体现。“不会问，何以学”“孩子们来到
学校是来学‘问’的”。遂外的三学思
维课堂最显著的标志是让学生“生疑”

“质疑”。
“我们发现，许多学校关注的是技

巧性知识，学生缺乏主动思考的欲望，
缺乏思维的过程，往往是被动地等待。”
副校长李伟介绍说，“由此我们开始在
课堂寻找突破口”。

几年的时间，遂外人的足迹遍布上
海、山东、山西等地的学校，也考察过四
川省内的优质学校。2010年春天，富有
遂外智慧教育特色的“三学思维课堂”
应运而生。

何 为 三 学 思 维 课 堂 ？ 李 伟 介 绍
说，三学思维课堂分为正学、反学、合
学、展示、迁移、梳理等 6 个环节。正
学，即正面思考，自主学习；反学，即反
面质疑，交流辩论；合学，即合学共商，
互助双赢。

身兼数学教师的李伟给记者举了
一个例子，在上四年级《三角形的内角
和》一课时，正学环节教师导入：举例说
明什么是三角形的内角和？猜猜三角
形的内角和是多少？教师通过一系列
问题，让学生产生探究的欲望并进行验
证。而在反学环节教师则会问学生，刚
才大家用自己的方法证明了三角形的
内角和为180度，那么是不是3个角的度
数和为180度就能拼成三角形呢？教师

通过设置逆向思维的问题，让学生思考
辩论，增加课堂的含金量。

“反学环节其实就是让学生思考还
能通过哪些思路进行学习。”李伟介绍
说。而前文中《不用搀扶》一课的教学
片段，正是反学环节的精彩画面。合学
环节则是让学生通过正反两方面的思
考，梳理自己的思维过程，采用小组合
作等形式，解决自己的疑难问题。

三学思维课堂的6个环节中，后3个
环节可以统称为论坛环节。“后3个环节
重点关注学生的表达、梳理和迁移运用
能力，不过有时会因课时和课型原因进
行不同程度的整合。”李伟说。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听课时发
现，进行后3个环节时，遂外教师往往会
把课堂完全放手给学生。比如，由学生
扮演的“小导师”代替教师组织课堂展
示和迁移等活动。记者看到，即使是三
年级的“小导师”，组织课堂都毫不胆
怯，有模有样。

如今，随着三学思维课堂的深入实
践，孩子们主动思考的情况越来越多，
这让遂外的教师们备感欣慰。回顾三
学思维课堂的发展历程，李伟感慨万
千：“从刚开始的按照基本模式、环节
做，到后来的关键环节定位突破，这一
路走得真不容易。”

一名英语教师告诉记者，之前由于
知识积累较少，学生主动思考的习惯还
未养成，课堂上的反学环节较难把握。
于是，遂外的教师们让学生一次次尝
试，一次次试错，这一试就坚持了7年。

“模式是死的，但人是活的，课堂背
后的育人价值也是活的。”李伟解释说，
不能完全囿于课堂模式，只有适合学
生 ，能 让 学 生 思 维 活 跃 起 来 的 才 是
好的。

“好课程，有料、有趣、有味道”

做有思想的教育，做最真诚的教
育，做最懂孩子的教育！这是遂外人恪
守的教育信念。这样的信念决定了遂
外人不会就课堂而论课堂。

如果说课堂为学生的学习提供了
空间，课程则为这个空间增添了丰富多
样的色彩。

在李启书看来，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在课程，好课程要有料、有营养，能满足
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需要；好课程要有
趣，有趣学生才会选择，才会走进；好课
程要有味道，让学生流连忘返；好课程
要有色彩，让学生感到鲜活且多姿多
彩。而遂外精心设计的智慧课程，本着

“教孩子6年，为孩子负责60年”的初衷，
已经成为聚焦核心素养的多元化、个性
化教育超市。

在遂外，除列入课表的课程之外，
许多智慧课程都等待学生积极参与。
李伟不无调侃地说：“我们三分之一时
间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堂探究，三分之一
时间在开展活动课程，另外三分之一时
间在准备活动的过程中。”

3月下旬，当记者走进遂外时，负责
德育的副校长孙丽玲正在进行“创想课
程”的前期准备工作。创想课程是学校
今年新开设的一门课程，主要是以“勇
于探索，敢于创新”为出发点，鼓励每个
孩子积极主动地学习、思考、探索、研
究、创造，培养孩子勤动手、善动脑、懂
合作的良好习惯，全面提升孩子的思维
力、创造力和合作能力。

据孙丽玲介绍，第一期创想课程的
主题为“创想服装秀·巧手绘童年”。从
3 月下旬到 4 月上旬，学生通过观察生

活，搜集服装的演变历史、流行趋势、色
调走向等，完善自己的服装设计理念和
灵感；4 月上旬到中旬，学生绘制创想
服装的草图，然后进行班级交换展示。
班级推选最优秀的草图绘制者或小组
到其他班展示；4 月中旬到下旬，各年
级学生根据创意服装的草图，利用不同
的材质制作服装。之后，各年级组织模
特队进行走秀排练，4 月下旬进行校级
展示，学校根据表现进行评比。

“学生一般比较喜欢动手的课程，
现在已经有许多学生在忙活了。”孙丽
玲笑着告诉记者。

在遂外教学楼的背后，有一大片菜
地，里面种着莴笋和其他蔬菜。记者采
访的当天下午，只见许多学生放学后朝
这边走来。原来，这里是学校农耕课程
的实践基地。

“每个班级都有一块菜地，蔬菜从
选种、播种、浇水、施肥、成熟到最终收
获，一系列活动都在学生和教师的互相
配合下进行，贯穿整个学期。”课程处主
任罗丽介绍说，学校希望通过这一课程
让学生了解农作物的种植方法和相关
常识，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体验劳动
的辛苦，从而更加珍惜食物，养成节约
的好习惯。

据了解，这些蔬菜成熟后会送到学
校食堂，成为学生餐桌上的美食。“学生
们吃着自己种的蔬菜，心情别提有多高
兴了。”罗丽说。

每年秋季，持续一周的研究课程会
被提上日程。去年，研究课程的主题为

“探索国防科技 传承民族精神”。一周
的时间里，学生自主查阅资料，师生通
过知识竞赛、演唱、舞蹈、绘画、手工、演
讲、短剧等形式，汇报研究成果，度过了
不一样的科学研究生活。 （下转2版）

深化课改面临诸多难题。要破解
这些难题往往需要思维升级。

“不治已病治未病”，是中医治病
的一条原则。中医认为，心、肝、脾、
肺、肾五脏分属五行。五行、五脏是一
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比如，肝脏的功能
弱了，高明的中医往往不直接调理肝，
而是从肝的上游——肾入手，通过调
理肾解决肝的问题。这其实是一种上
游思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用
这种思维分析解决课改深化的问题，
才能事半功倍。

方法的上游是意愿。许多校长、教
师推行课改仅仅停留于方法、理念的层

面，最爱问的是“有什么具体方法和策
略”。的确，解决课改中的问题离不开
方法，但需要注意的是，方法是双刃剑，
是不能不讲对象、照搬照抄的，否则必
然事与愿违。如果用上游思维来审视，
这些校长、教师更需要注意的是自己的
课改意愿。如果课改意愿满满，坚定不
移，而不是犹犹豫豫、前怕狼后怕虎，那
么恰当的方法就会自然生成。

主动的上游是自主。如何调动教师
课改的积极性是众多校长的普遍困惑。
教师工作不积极、不主动的深层原因是
长期不自主。所有的工作都是校长或副
校长牵头，教师往往只是被动执行，长此

以往会导致教师主动性、创造性丧失殆
尽。如果认识不到这个真相，仅仅靠物
质刺激，短期内也许有效，但必然不能长
久。所以，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的根本
在于让教师逐步走向专业自主。同样的
道理，要想让学生保持良好的学习热情，
必须告别“被学习”。

分数的上游是“状态”。言必谈分
数，是一些教师的职业特征。更有甚
者，在不少教师眼中，分数是第一位
的，学生是第二位的。“没有分数过不
了今天，只有分数过不了明天”。这些
教 师 关 注 的 主 要 是 前 半 句 ，后 半 句
基本无暇顾及。过于关注分数的教师

往往很辛苦，甚至很“敬业”，但距离真
教育却很远。其实，分数的上游是学
生的生命状态、学习状态。如果教师
能走进学生的心灵，善于引导学生打
开心扉，使学生始终处于开心、喜悦的
正能量状态，就能实现“不关注分数，
分数却好得不像话”的目标。

品牌的上游是“境界”。为创建品
牌学校，许多校长忙于搞硬件、请专家、
办活动、请媒体，然而，仅仅在这个层面
下功夫能成就真正的教育品牌吗？其
实，品牌就像一棵大树，树上的花和果
仅仅是品牌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品牌
的真正根源是花和果的上游——树干
和树根。对于品牌学校建设而言，课
堂、课程、文化就是大树的花和果，树干
和树根则是校长的教育使命、教育情
怀、教育思想、教育担当。看树看其根，
根系发达则必能硕果累累；看人看其
神，境界高远则必能创产兴业；看校看
其魂，以道驭术则必能教育成功。

《2016年教育部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年度报告》发布

本报讯 3 月 30 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
《2016 年教育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度报
告》。2016年，教育部通过政府信息公开专
栏公开公文类信息共计576条。

《报告》显示，通过门户网站，教育部公
开了 2016 年部门预算和 2015 年部门决算，
定期更新公布了全国及分省各级各类学校

（机构）情况、学生情况、教职工情况、专任教
师情况等相关教育事业统计数据；召开新闻
发布会30场，发布新闻稿550余篇；刊发《教
育部公报》12期，公开政府信息115条，出版
发行《中国教育年鉴》，发布年度教育工作要
点、教育发展统计等信息；加强了教育政务
新媒体运用，组织网络访谈、微访谈 24 场，
官方微博粉丝总数超过 1172 万，官方微信
订阅用户近60万；开设建议提案公开专栏，
分批次公开了建议提案答复意见882件。

《报告》显示，2016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教育部共收到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
过各种形式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 6775 件，
已全部答复。

下一步，教育部将成立政务公开和政
务服务领导小组，明确职责分工，完善工作
机制，统筹推进教育部政务公开和政务服
务工作。 （师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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