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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深度教研的新范式
——3位记者眼中的“创课进校园”第三站活动

“我们以前的评课或学情反馈往往是间
接反馈，但更科学的方式显然是直接反馈。”
近日，在河北邢台思源实验学校举行的“创课
进校园”活动中，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理事长
王红顺的这一观点让人耳目一新。这一观点
也被写入此次会议的成果——《3.0版观课评
课体系成果》报告中。

的确，在以往的评课中，我们一般采用
的方式是教师坐在教室后面听课，之后在会
议室或其他地方向授课教师反馈对这一堂
课的看法，而且听课者更多的是对教师教学
的评价。但这个过程中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主

体——学生。学情反馈的受众不应该是学生
吗？学生在这堂课上学得如何？这些问题被
许多教师遗忘了。从观察教师到观察学生，
从观察“教情”到观察学情，课堂反馈从面向
教师到面向全体师生，这就是从间接反馈到
直接反馈的转变。

此次公益活动的主题为合作学习与深度
学习，其中河北邢台经济开发区教师发展中
心主任景龙刚的一个观点让人印象深刻。他
说，学生在课堂上讲的内容一般不会比教师
好，那为什么还要让学生频繁展示？而他的
回答是，主要的目的是暴露，暴露学生的盲

区，暴露学生的不足，暴露他们存在的问题。
这个观点对于长期研究课改的教育工作

者或许并不陌生，但放在这样一个会议主题
下显然意义深刻。教师践行课改的一大阻碍
就是认知，“我为什么要让学生展示？我为什
么要让学生合作？我为什么要课改……”当教
师真正理解课改中一些操作方法背后的意义
时，或许才会成为他们课改的真正起点。

“以知识为载体，培养能力，启迪思维，优
化性格。”同样，四川遂宁遂州外国语小学校
校长李启书的这个观点朴实而不普通，他解
释说，我们不仅要让学生了解知识是什么，还
要最大化地发掘知识对学生成长的意义。真
正能坚持践行这一理念的学校，值得我们致
以深深的敬意。而这不正是合作学习与深度
学习需要明确的目标吗？

当然，不论是合作学习还是深度学习，

学习最终都是学生个体的行为。正如河北邢
台思源实验学校校长张海晨所总结的：“学
习始于独学，终于独学。”学习其实是从学生
独学时的不懂开始的，不管是对学、群学还
是其他合作学习方式，甚至是深度学习，最
后的落脚点都要回归到学生的独学。学生真
正把合作学习、深度学习中的内容，内化为
自己理解的东西并融会贯通，这才是真正的
学习。

几个观点并不能完全体现一场会议的
价值，但我们或许能从中窥探一二。当课改
步入深水区，我们不仅仅需要“课堂反馈由
间接反馈变为直接反馈”这样的新理念、新
见解，同样需要对“学生展示”“启迪思维”

“始于独学，终于独学”这些课改理念的坚
守和不懈践行。课改，其实就是坚守与突破
的交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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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需要创意，理想需要创见。
当“创课进校园”公益活动第三站落下帷

幕时，作为会议的组织者，我们对创课和媒体
的转型又有了新的认识。

这是中国教师报年度公益活动系列之
一，此前中国教师报的许多公益活动都深受
一线教师欢迎。从“课改中国行”到“民办学校
公益游学”行动，再到“创课进校园”，这是中
国教师报作为教育专业媒体发展方式转型的
探路，秉承公益精神，坚持落地思维，我们致
力于做最接地气的课改活动，无论是专家报
告还是课堂研讨，我们努力传播有思想的技
术和有技术的思想。

“创课进校园”活动源于中国教师报发表
的一篇文章。2015年11月18日刊发的文章《有
一种课叫创课》，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关注。

2016 年 3月，中国教师报正式发起“创课
进校园”公益活动，每期走进一所学校，每期
锁定一个主题，进行创课、晒课、观课、议课。

课，是创课进校园的一个重要对话媒介。
本着“以课为媒，让课说话”的原则，我们努力

将“创课进校园”打造成一个深度教研的圈
子，一个跨区域教研的平台。

这样一个平台可以帮助更多的课改学校
走出平时校内教研的同质化议课困境，不同
区域、不同学校之间的评课议课，有效地打破
了一所学校内部教研的“审美疲劳”和学术观
点的“近亲繁殖”，更重要的是激发了一线教
师的教研动力。

何为创课？
创课，就是要上出有创意的课、有创新价

值的课。如果说仿课是从1到N，创课则是从0
到1。

创课创什么？创课既包括创课堂，也包括
创课程内容、创学程设计。它可以围绕课堂
教学的任何一个结构、流程和元素进行创
新，既可以进行颠覆性系统创新，也可以进
行单项优化的微创新。我们倡导的原则是，
每堂课创意一点点，改变一点点，优化一点
点。总之，让创课不再高不可攀，让创课成为
一种教学常态。

我们期待着，通过“创课进校园”引领课堂

新气象，我们也坚信，从创课出发必将催生一
个群体现象，这个现象叫“创课型教师”现象。

本次创课活动的主题是：合作学习与深
度学习。一天半的时间，通过教师、学生、专家
多元视角的观课、议课，发现推进合作学习与
深度学习的密码。

合作学习已经成为今天许多课改学校的
课堂常态，但合作学习也潜藏着一种风险，就
是有可能阻碍深度学习的发生，许多伪合作、
被合作催生的虚假课堂繁荣，让课堂上的学
习陷入了肤浅状态。所以，本次活动基于“合
作学习与深度学习”这一主题，我们通过改
进、优化合作学习和同伴多元互助方式，从而
促进深度学习的发生。如果说合作学习是手
段，那么深度学习就是目标和目的。

“创课进校园”活动以展课拉动教研，以
立体评课体系深化教研。围绕《端午的鸭蛋》
进行的两节同课异构课例，成为此次观课议
课的主要内容。

这次评课活动中，我们特别安排了学生
评课团，就是要听取学生的声音，看看来自
学生的视角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在课堂建设
中，学生作为课堂学习的主体，他们的声音
不可缺席，他们才是创课的主体！

而学情观察员的设置，让课堂变得更透
明，让教与学更有机会变得平等。作为上课教
师的第三只眼，学情观察员让与会代表看见

了以往几乎看不到的真实、具体、鲜活的学
情。活动现场，我们在与会教师中征集了12名
学情观察员，参与到课堂中来。学情观察员制
度让读懂学生、读懂学情变得具体、可操作、
看得见了！

此外，我们还设置了教师评课团、专家评
课团，通过近看和远观，完成对课堂更多元、
更系统的诊断。

这样的观课议课，让教师有一个发现问
题的抓手，有一个研究问题的载体，教师成了
一个深度学习者、研究者，不断提升自身的专
业素养。

在全面体验感知全新的观课评课流程后，
作为会议的主办方，中国教师报发布了《3.0版
观课评课体系成果》，全面解读了基于学生立
场的理念和操作体系，受到与会教师的高度关
注。这一活动形式实现了教师培训方式的翻
转，即先学习再点拨分析，重体验，重分享，让
每一位参会者都成为成果的贡献者。

有参会代表评价说，这是一次高效课堂
系统建设的迭代升级，是一次教师专业成长
原动力的创见。毫无疑问，创课进校园为一
线教师提供了一种深度教研的新范式。

而在我们眼中，这是一次由策划者、上课
教师、学生、与会专家和参会者等主体，共同
参与完成的一项“从验证性学习到发现式学
习”办会模式的创新。

作为中国教师报系列公益活动之一，“创课进校园”活动深受一线教师欢
迎。5月23日-24日，该活动的第三站走进河北邢台思源实验学校，主

题锁定为合作学习与深度学习。在本报记者眼中，这场活动有哪些精彩看点——

基于落地思维的“创课”活动
□本报记者 褚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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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创课进校园”公益活动第三站的主
办方，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无论从活动内容的
专业引领性，还是从参会者的学习积极性，都
呈现出令人可喜的状态。一天半的活动，绝大
部分参会者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他们或表示
收获满满，或感觉意犹未尽，还有不少学校提
出愿意承办这样的活动。

让课改在传递中彰显力量

“创课进校园”活动，每次锁定一个主
题。本次活动的主题是“合作学习与深度学
习”，主会场《端午的鸭蛋》同课异构案例，由
山东茌平杜郎口中学和河北邢台思源实验
学校的两位年轻教师袁艳艳和李万红分别
呈现。

作为有着 20 年课改史的杜郎口中学，多
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课改的探索，从最初为了
生存的被迫改革，到高效课堂模式的建构，
再到自主教育的内化提升，育人成为学校教
学的核心价值取向，敬业成为教师发展的最
高道德。

承办此次活动的邢台思源实验学校建校
不到两年，但从学校创办之初就带着课改基

因，从自主管理的建构到自主课堂的实施，凸
显学生中心的自主教育文化在学校发展中不
断夯实。

这样一老一新两所课改学校的年轻代
表，为与会者呈现出新课堂的魅力和更多可
能性。

袁艳艳激情导入，以巧妙的游戏设计迅速
拉近师生距离，在有效的点燃与引导中，与学
生一起感悟文本、拓展体验；李万红则循循善
诱，引领学生在课堂上自主互动、质疑对抗。

在这两节课进行的同时，还有 12 位参会
者作为学情观察员深入小组跟踪观察，更有
学生观察团介入课堂现场……

当然，此次活动还有来自全国各地选送
的近40节好课同步呈现。

让深度学习指向立德树人

活动的微报告环节，河北邢台经济开发
区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景龙刚、四川遂宁遂州
外国语小学校校长李启书等进行了分享，他
们从学校实践探索到理论提升建构，从深度
学习到合作学习，呈现了一组实用而具有启
发价值的思想。

这些都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从课改迭代
升级到高效课堂理论体系建构成熟，从好课
共识到合作学习新样态的深化，再到此次活
动中评课系统的 3.0 版本，课堂教学已经从
知识本位的“堂堂清”，发展到核心素养培育
的“创生”。没有“创”的课堂学和习，显然不
能称为真正的好课堂。

如果当下的课堂依然纠结在每节课的知
识检测，依然津津乐道于“堂堂清”的流程设
计，那显然不是真正的课改，因为一节课检测
不出学生成长的精彩。如果今天的学校依然
将教学与育人割裂开，绞尽脑汁用活动支撑
德育，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显然无法真正在
学校教育中全面体现。

因此，当我们坚持教育的学生立场时，问
计学生就成为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最重
要的方法与路径，也是最核心的价值取向。

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理事长王红顺正是
基于这样的思考，提出从师本课堂到生本课
堂再到自本课堂的升级理念，进而引领教师
走进“新学习时代”。

让好会风见证好学风

当下正值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最忙碌的阶
段，一天半的活动时间，几乎所有参会者都坚
持到了会议的最后一分钟。整个会议期间，会
场极少响起不和谐的手机铃声，也很少有人
走动，会议也没有特别设计中间休息环节，但
没有人抱怨。

良好的会风引发了不少人的感慨。这不
禁让我想起上个月在杜郎口中学举行的一场
活动，当时 800 多人的会场开幕时座无虚席，
甚至临时加了椅子，会议结束已是中午 12 点
半，可是会场秩序井然，还是接近满员……

这两次都是由中国教师报主办的公益活
动，都是关于高效课堂的现场会，都没有邀请

“大牌”专家，都非常注重参会代表的参与，以
及现场的碰撞与生成。

两次活动呈现出来的效果，呈现出来的学
风，再一次有力地说明：今天的教育者依然愿
意潜心学习，也愿意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
会；活动议程的设计就像课堂的学程设计一
样，要基于学生（活动参与者）的需求和兴趣
点；今天的高效课堂成为完整的教育实践和理
论概念后，已经是当下基础教育教学改革无法
绕过去的一大体系；如今教育会议或培训的吸
引力，不在于专家的名气和品牌效应，而在于
能否在合适的位置生发出真正能指导一线实
践的思想和方法；当下的参会者都愿意成为活
动的一部分，成为活动的主体，在交流展示中
体现个体或团队的价值……

正是本着公益精神和落地思维，中国教
师报坚守课改立场，发展课改样本，传播课改
理念，引领课改走向。不管是回顾梳理来时
路，还是展望发掘新领域，中国教师报都希望
通过不断的自我超越，成为助推教师成长的
家园，引领教师前行的灯塔。

公益在路上，课改也在路上。唯愿携手共
进，再创新的教育文化。

特别策划

教研活动也要坚持主体立场
□本报记者 韩世文

课改是坚守与突破的交响
□本报记者 崔斌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