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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手记

方法重要，教师的姿态更重要
□崔 征

33年后，再次登上讲台
□赵新芳

上课初衷

我对走进课堂的定位是“体验、省
悟”。我曾有过9年的执教经历，1977年高
考前当过 5 年民办教师，大学毕业后又在
中等师范学校任教 4 年。之后，就一直在
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工作，担任领导职务
后，又一直主管教学业务工作长达15年之
久。几十年来，面对一线教师和教育管理
者，自己还讲过许多所谓的“先进教育理
论”，听评过许多课……

但是，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心
头一直有一个结，即自己主张倡导的教
育理念，究竟有多少切合实际？又有多
少能真正落地？真的需要在自己职业生
涯即将结束时来一次大检验、大反思，而
检验、反思的最好办法就是走进课堂、走
上讲台。

如何准备

一是基于课标。课前，我对《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进行了比
较深入细致的研读，特别是对重点章节
的内容逐一进行解读，如对“学段目标与
内容”从几个学段横向进行比较和分解，
系统领悟其要义。通过解读课标，进一
步加深了我对语文学科素养的理解，以

及对语文教学规律的认识与把握。
二是基于教材。课前，我通读了七年

级语文教材，深刻领会教材编写者的初衷，
区分教材的系统性和阶段性目标，尤其是
明确每一个章节的重点与难点。

三是基于学生。课前，我多次在七年
级听课以了解学情，还拜当地名师为师，并
以助教的身份参与课堂建设，主要是了解
该年龄段学生的学习能力与思维程度。

四是基于课堂。在听课、磨课和助教
活动中，我逐渐能熟练运用课堂语言，掌握
了课堂教学的基本流程和规律。在此基础
上，为自己的课堂确立基调，即力避官架
子，力避官话、套话，力避报告性语言，要向
学生示弱，一定要以学生为主体，充分体现
民主、平等、自由。

教学思路

执教七年级下册文言文《卖油翁》一课
时，我设置了 3 个教学目标，即疏通课文，
积累文言文词汇；掌握通过“表情”“动作”

等细节描写人物的方法；体会寓言故事所
蕴含的道理和思想。我用两个课时完成教
学任务，其中第一课时是精讲，第二课时为
巩固练习、拓展阅读。主要的课堂教学过
程为：介绍“梳、译、读、背”文言文学习四字
法，引导学生参照四字法，通过看注释、查
字典、同伴交流直译课文，多形式反复读课
文，并复述课文内容。利用支撑句背诵课
文，在疏通课文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讨论总
结本文的写作手法。最后，让学生反复默
读课文，体会、讨论主题思想，此环节重在
生成。此外，课上还让学生拓展阅读清代
诗人袁枚的作品《卖蒜叟》。

课后反思

我先后在4所学校给不同班级的学生
上课，并与 4 位教师进行同课异构活动。
前两次均为一课时，时间较紧，加上对学情
了解不够，效果不太理想。后两次均为两
节课联排，加上充分吸取了前两节课的经
验教训，效果较好。但经过与教师、专家交

流，仍感到有诸多不足，主要是对学情了解
仍有欠缺；目标设置过多，达不到“一课一
得”；不乏报告性语言等。

意外收获

通过这几次上课，我深切地体会到教
师工作的辛劳。每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每
周要上 10 节以上的课，而且这些教师大
多兼任班主任，况且还要面对诸多的培
训、进修、检查验收等。如果把教师看成
是为生存而耕耘的农夫，那我充其量不过
是在经营一片“开心农场”，心态迥然，不
可作比。

同时，通过这几次执教，再次验证了
信息技术只能优化教学过程，不能替代更
不可能超越教学。我们常讲课堂上信息
技术利用率低，这往往不是教师的问题，
而是硬件常出问题，不好用或时间短因而
难操作。

关于课堂教学的模式和形式，我认为，
对于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而言，可用 3 句
话概括——“只要你心中、眼中有学生，什
么模式都行”“只要你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什么方式都行”“只要你能达到课标
要求的教学目标，什么教材都行”。

（作者系河北省邢台市教育局主任督
学、原副局长）

今天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因
为听说给我们上课的是教育局领导。
他看起来头发花白，但精神头十足，笑
的时候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给人一
种亲切的感觉。

一开始，我以为这位老师讲课会
很枯燥，但后来发现自己完全错了。赵
老师讲课不仅不枯燥，反而很有意思。

上课初，赵老师问了我们一个浅
显的问题：《卖油翁》这个题目中的

“翁”字是什么意思？同学们回答道：
“是老人的意思。”赵老师接着问道：
“那我可以被称作翁吗？如果可以，那
我又是什么翁呢？”同学们有的说是

“老人翁”，有的说是“学问翁”，有的说
是“课翁”。赵老师听着听着笑了起来，
说道：“我教过的学生的学生都已经有
了学生，那我是不是该被称为‘赵太师
翁’呢？”同学们听到都点头称赞，哈哈
大笑起来，刚上课的紧张气氛一下子
变得轻松起来。

上课中，赵老师又突然发问：“同
学们信不信，只听我讲课就能背诵

《卖油翁》呢？”我们听完都摇头，怎么
短短两节课就能让我们背诵这篇课
文呢？

首先，赵老师让我们翻译文言文。
然后，赵老师选了几个同学上讲台复
述这个故事。这时，我们班的搞笑王小
刘上讲台开始了他的“表演”，小刘讲
的实在太有意思了，一脸浮夸的表情，
加上一身夸张的动作，在讲到“有卖油
翁释担而立，睨之，久而不去”的时候，
小刘也斜着眼睛看着大家……赵老师
听完这个故事不禁笑了起来。赵老师
不仅幽默，教学方法也很好。他告诉我
们，学习文言文必须记住 4 个字：“梳”

“译”“读”“背”。前 3 个环节已经完成
了，就剩最后一个“背”了。他打开投影
仪，自信地看着我们，让我们对照 PPT
背诵。原来，赵老师把《卖油翁》一文中
的关键部分留下，其他内容作为空格
呈现，让我们玩填空游戏。始终不信很
短时间就能背诵课文的我们，在赵老
师的指导下出现了奇迹，这点真让我
们震惊……

两节课很快就过去了，赵老师也
要走了。虽然赵老师只教了我们两节
课，但我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因为赵
老师上课非常有意思，他教会了我们
在“学中玩，玩中学”！

（作者系河北省邢台市经济开发
区思源实验学校学生）

学中玩，玩中学
□顾亚楠

3月22日，河北省邢台市经济开发区思源实验学校的一场同课异构活动中，邢台市教育局主任督学、原副局长赵新芳选择
在自己正式退休前给学生上“最后一课”。他为什么要上这样一堂课？师生对他的课堂有哪些评价？本期，让我们一起听听课
前课后的故事。

特别策划

局长“最后一课”背后的故事

为什么他如此迷恋课堂
□褚清源

教师说
学生说

3月 22日，河北省邢台市教育局主任
督学、原副局长赵新芳来我校参加同课异
构教学活动，上课的内容为七年级下册

《卖油翁》。这篇课文是北宋政治家、文学
家欧阳修所著的一则寓言故事，记叙了陈
尧咨射箭和卖油翁酌油的事。

一上讲台，赵新芳就带着微笑亲切地
问学生：“同学们，卖油翁的翁是什么意思
啊？”同学们热情地回答：“长者、老人家、老
头的意思。”赵新芳接着说：“那大家知道为
什么让我来讲这节课了吧？赵老翁喽！”师
生都哈哈大笑起来。伴随着和谐欢快的课
堂氛围，学生们开始了课文的学习。

赵新芳首先请所有学生默读课文，梳
理难识的读音，然后请学生分角色朗读。
这样一下就把学生的注意力集中到课堂
上，陈尧咨和卖油翁的人物性格也凸显
出来。课堂上，赵新芳频频故意“示弱”，
让学生指出自己的“错误”，从而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

一位长者能在课堂用谦和恭卑的态
度和示弱的姿态面对学生，这让许多听
课教师感慨不已，也值得每一位教师在
教学过程中深思。

接着，赵新芳采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请

学生理解课文——不加技巧地直译课文。
然后，他让学生用自己的话把这个故事讲
出来，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翻译概括
能力，这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课堂上，我们往往习惯于将所有知识
灌输给学生，却恰恰忽略了学生能力的培
养，常常导致学生不会表达。课堂上注重
学生能力的培养，这既是课标的要求，更
是每一位教师今后努力的方向。

梳理完课文内容后，赵新芳指导学生
背诵课文，并延伸学习了《卖蒜叟》一文。
同样是文言文，哲理启示异曲同工，有了
前面的铺垫，学生的学习变得轻车熟路，
课堂学习的容量倍增。

短短两节课时间，赵新芳为我们完
整地呈现出文言文的学习过程。这样快
速有效的学习方法值得我们思考，而赵
新芳的态度、姿态更值得我们每一位教
师深思。

授课完毕后的评课活动上，赵新芳动
情地说：“我一开始就是教师，现在要退休
了，还是想在课堂上结束。”这番话，让我
久久难以忘怀。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邢台市经济开发
区思源实验学校）

有时候，一节好课会超越课堂本身，
让你看见的不是教学，而是情怀。

3月22日，时隔33年，60岁的赵新芳重
回课堂上了一节语文课。赵新芳是河北省
邢台市教育局原副局长，马上要退休的他
自称这是自己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课”。

33 年前，以上课的方式开始职业生
涯，今天他想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职
业生涯。这是他刻意设计的结果。在他
看来，人生是需要设计的。以这种方式作
别职业生涯，是对自己最大的奖赏。

在局长岗位上，赵新芳做了许多在别
人看来是分外的事。他是一些学校的不
速之客，常常一个人驾车早早守在校门
口，据说他造访的学校都是有故事的学
校，都是校长敢于谋变、改革的学校。许
多时候，他是比校长到校还早的人，一进
校就坐进教室，倾听、发现、访谈、记录。
他曾经连续一年时间跟踪一所名叫“段
村”的村小，写下了大量的段村教育故
事。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赵新芳
出版了两本很有分量的书。别人说他高
产，其实他自己清楚，这些文字不是写出

来的，而是用脚步和心灵丈量出来的。
交代这些只是背景铺垫，意在说明已

经离开讲台 33年的赵新芳为什么要执意
用上课的方式作别教育。这绝不是作秀。

其实，局长上课不是新闻，一位局长
执意以课改的方式上课才是新闻。

这一次他依然选择的是一所课改学
校——邢台思源实验学校。这所刚刚创
办两年的学校，学生已经高度自主，课堂
改革风生水起。

赵新芳执教的是文言文《卖油翁》。
一上课，没有精彩导入，以一句再朴

素不过的话开场：今天我们共同学习《卖
油翁》，为什么是共同学习呢，我以前没学
过，起点与大家一样。

他的课堂立意很有前瞻性，跳出了教
师教的层面，而是思考学生如何学，整堂
课是基于学习的设计。

他首先抛出了学习文言文的“四字
诀”：“梳、译、读、背”，让学生通过查阅工
具书来疏通文意。

而他让学生复述故事情节的设计，直
击了学生学习的痛点。

一堂课下来，赵新芳很少讲，他真正
成了课堂的组织者和点拨者，不越位，不
缺位，必须到位。

第二节课，在赵新芳看来，陈尧咨和
卖油翁，一个大人物和一个小人物的写作
特点值得关注。

“通过学习《卖油翁》如何把握人物
特点呢？”赵新芳让学生现场描述自己的
特点。

“您特爱笑。”
“老师，您的手部动作很丰富。”
“老师，您的一头白发，最引人注意。”
于是，这位老人在与学生的愉快交流

中又收获了一个新的名字“赵太师翁”。
这节课上，赵新芳是一位虔诚的倾听

者，精彩属于孩子们。在总结这篇课文告
诉了我们什么道理时，学生们展开了观点
的碰撞。

有学生说，熟能生巧，有学生说，高手
在民间，也有学生说，有量变才有质变，还
有学生说，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这节课由此达到了一个“沸点”。

课的最后，赵新芳利用 10 分钟时间

拓展了一篇文言文《卖蒜叟》。学生很快
可以通过直译复述文本的内容。

两节课结束了，学生们意犹未尽。赵
新芳则看起来上得格外轻松。如果说示
弱是赵新芳的课堂艺术，那么真诚则是他
最大的特点。因为真诚，师生之间的距离
拉近了。

有人说，这是一节既有质量意识，又
有未来意识的课，既做到了考试的底线保
障，又有思维的拓展。

赵新芳却道出了自己上课与其他教
师上课的不同。

“我耕种的是“开心农场”，不是真正
的农夫，所以我的课堂不足以作为样本。”

赵新芳是在用行动诠释课改没有那
么难，用行动注解课堂是他的最爱。对他
而言，这一生属于教育，不可能转向别处，
即便退休。

诗人艾青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
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赵新芳
何尝不是这样。为什么他选择这样一种
退休的方式，为什么他如此眷恋课堂、迷
恋课堂？因为他对教育爱得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