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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
对话

本届课博会在聚焦课堂的同时，还通过“对话沙龙+
工作坊”的形式，全景呈现专家、校长心中关于核心素养、
关于课改、关于教育的深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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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教，学生学，以教为中心是第一
种教学关系。从教师教过渡到学生学，以
学为中心是第二种教学关系。教中有学，
学中有教；师非师，生非生；师亦是生，生
亦是师，以师生互动为中心，体现为教中
有学、学中有教为第三种教学关系。

在第三种教学关系中，教师的作用是
什么？在第一、第二种教学关系中，教师的
作用是教书育人，教书是实实在在，但育人
似乎是虚的。第三种教学关系的核心是传
道育人，而核心素养的核心也是做人。

在第三种教学关系中，教师的作用
概括起来是四句话：思想上引领、学习上
辅助、生活上服务、行动上鼓舞。其核心
在哪里？那就是教材，要变教材为学
材。所谓教材是教师教学用的材料，是

第一、第二种教学关系下的产物，教中
心、师中心的核心是教材。

我们创建的学材，有例题、有模仿、
有探究、有创新，能让学生自己轻松学
会。由繁到简是编的思想，由简到繁是
学的过程。在我看来，越不会教的教师
越不教，越会教的教师越教，为什么？因
为会教的教师总要给孩子讲一讲，不会
教的教师总是让学生按照学材学。

有人说，我可以三分钟让没有学过
数学的学生会做中招题。比如在有理数
比大小中，我们画一个数轴便提问，“同
学们看，这些数字往哪边越来越大？往
哪边越来越小？”问毕，也就讲完了。3和
2 哪个数字大？0 和-1 哪个数字大？比
完大小接着做中考题，并且标明哪一年、

哪个省市的中考题。这样做就是让学生
对学习有信心、爱上学习，让学习成为学
生的信仰。

“学海无涯苦作舟”，但是苦不能成为
信仰的，信仰是自觉自愿的，必须快乐。
要让学习快乐，教师必须让学生喜欢自
己。为什么学生喜欢我？我第一次给新
入学的学生讲课就告诉他们，我是教育的

“扫地僧”，虽其貌不扬，但自有神机妙算，
跟着我不用写作业，能学会下象棋、学会
音乐、学会画画。我能让小学四年级学生
学完初中数学，愿意不愿意？跟着我，我
们一天共同学习60分钟足够了。

通过学习，低年级的学生总结出三句
话：学习原来这么简单，学习原来这么有
趣，我原来这么聪明。遇到难题学生会到
处问，问教师、问同学甚至可以问董事长、
校长，如果都不会还可以问“度娘”。教学
可以这么简单，教学可以这么有趣，教师
可以这么轻松、这么幸福。
（作者系河南省汝阳县圣陶学校董事长）

关注学科背后的“人”

褚清源：今天沙龙的主题是核心素养
教学转化之道，第一个问题是，大家怎么理
解核心素养？

毛玉菊：我认为教育要培养的人，其核
心素养一是会生存，二是会生活，三是会创
造。会生存就要有生存的能力，既要有知
识，又要有技能，还要善于与人交往；会生
活就是懂得生活、享受生活、活得幸福；会
创造就是实现生命的自我超越。

张宏伟：核心素养的提出，真正让我们
从学科的知识和技能中跳出来，真正开始
专注学科背后的人，核心素养实际上是关
乎人性、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素养。核心素
养要求教师在学科教学中眼睛不是盯着学
科，而是盯着背后那个人，让这个人完整地
认识这个学科，完整地认识这个世界，继而
完整地认识自己，让每一个人真正成为他
自己，成为一个能够使自己幸福和使他人
幸福的人。

赵新芳：我觉得核心素养不必刻意追
求，也不能刻意追求。核心素养很简单，
就是关注人。从“双基”到三维目标，不是
做错了，而是做对了，但还缺少家国情怀
和国际视野，比如今天台湾教师吴慧琳上
的课就涵盖了核心素养，她跳出音乐上音
乐课，不把音乐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
一种素养，把节奏渗透到生活当中，我觉
得这就有点核心素养的味道。另外，她的
课还体现了课堂文化，她经常说的几句话
非常有特点，“我们到学校是来玩的”“你
们不要站队”“叫我姐姐，别叫我老师”，这
是一种民主。

强光峰：核心素养教学转化之道，首先
要有学生立场，我们讨论核心素养的转化
指向谁？一定是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这
是我们讨论转化的前提，因为教与学的关
系是教师和学生，核心素养的转化首先要
指向学生，要有学生立场，学生核心素养的
生成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们要真正读懂核心素养的本质内
涵，那就是以学生为中心、以人为本，就是

围绕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这三个方
面真正理解、践行。所以，我们必须聚焦学
生的学习，不断持续提升学生的学习力。

核心素养怎样落地

褚清源：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核心素
养到底如何落地，请各位专家给大家支招，
方法是什么？

韩鑫：在我眼里核心素养非常简单，就
是培养一个合格的人，培养一个健康的人，
培养一个正常的人。

本学期开学时，学校转来两个姐妹，她
们的爸爸是亲兄弟，而妈妈都抛弃了他们，
相同的血缘、相近的经历，考虑再三我把她
俩分到一个班里，这个班的班主任兼任学
校的心理辅导员。一个星期后，她找我说，
那个姐姐无论你怎么跟她交流，她都是与
外界屏蔽的，她的表情也是与外界屏蔽
的。我与班主任商量的办法就是先让孩子
开口，让她的面部有表情。

来参加课博会的前几天，这位班主任
非常高兴地找到我说，这个姐姐能跟她笑

了，而且每一句话她能有回应了。昨天我
收到了班主任的微信：我又一次给她做了
一个沙盘，第一次做沙盘的时候她摆的是
一个厕所和两条蛇，我不知道这个孩子心
里是多么恐惧。但第二次做沙盘时，沙盘
上有许多有生命的东西，而且跟我交流许
多。我问她你最爱的人是谁？她居然说是
老师。

核心素养有许多理解和解释，但从这
件事上我感觉一个比较自闭的孩子，通过
学校教育能够正常与人沟通，能够熟练地
表达，这也是核心素养的应有之意。

张宏伟：就学校层面而言，要基于核
心素养重构课程体系，我们学校从 2012
年开始就重构了整个课程，低年级除了英
语、数学是独立的，其他学科全部融合成
一门课程，我们打通了国家课程、地方课
程，融合了语文、科学、美术、音乐和体
育。我们的课程和传统课程最大的区别
是什么？别人的教材是按知识体系编排
的，而我们的孩子进学校是要过每一天都
不同的生活，比如，在学习南瓜的时候，许
多学校都是学习有关南瓜的字词句，而我

们科学教师会教瓜果的分布、种类和结
构；音乐和美术教师会教跳南瓜舞、开瓜
果运动会；美术和英语教师会联合举办一
个万圣节的活动，教化南瓜妆；数学教师
让学生了解南瓜的粗细、长度、轻重，还把
南瓜进行解剖；最后还有一个南瓜美食
节，我为瓜果代言。

我们研发课程的依据主要是三个方
面：第一，当下孩子认识世界所必需的；第
二，当下孩子能学会的；第三，当下孩子喜
欢学的。如果具备了这三条，就应该成为
我们当下孩子要学习的内容。

以学习革命推动课堂革命

强光峰：刚才是解读，现在是设计。一
个区域学生的核心素养如何落地？以泰安
市为例，通过参加本届课博会，我认为
2018 年以学习革命推进课堂革命是我们
应该进行的顶层设计。

学生究竟是怎样学习的，基于对学习
论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中国基础教育的痛
点，也是最薄弱的一点。我们关注课程、关
注课堂、关注教师持续的专业成长，这一切

都很重要，又都不重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
要弄清楚学生究竟是怎么学习的，并以此
推进我们的教学。

在设计学习上，我思考了四个问题：第
一，要发展学习目标，让学生的学习从发现
开始，这是前提。第二，要寻找学习路径，
让学生的学习策略多样化，可以是自主学
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可以是主题式学
习、项目式学习；可以是线上学习、线下学
习、兼而有之的混合式学习。第三，我们要
检查学习结果，让学生的学习具有有效
性。第四，我们要拓展学习的延伸，让学生
的学习具有可持续性。我非常赞成张宏伟
说的，不管你怎么做，最终指向的都是跨学
科学习，所以核心素养转化之道就是走向
跨学科学习。

赵新芳：作为教师，我们向内看，改造
我们的课堂固然很重要，但我们也需要系
统思考，在整个核心素养系统中我们是什
么定位？比如高考，谁也回避不了，高考
也在改，新高考马上就来，谁距高考最
近？是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大家会说高
中，实际上是错的，距新高考最近的是初
中和小学，现在高中学生肯定是参加传统
高考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研究新高考背
景下的课程设计，新高考也是在核心素养
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改革。

毛玉菊：如果说课堂是社会的一个缩
影，那么所有学生走出课堂、走向社会所应
该具备的能力，都应该在课堂上落地。一
是教师要内化三维目标、学科素养、学科方
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必须厘清它们之间的
关系和学科素养以及核心素养之间的内在
关系。真正的核心素养落地不只是有路径
就可以，必须有一个外在的组织形式，这就
是合作学习，合作学习里有倾听、有尊重、
有包容、有沟通，所有核心素养所要的东西
都在这里面。

褚清源：我相信如果有时间每位专家
会有许多好的观点、好的方法和动人的故
事呈现，最后用两句话概括我们核心素养
的教学转化之道，那就是以生命视角重构
课堂，用设计思维改变教学。

（本报记者 王占伟 综合整理）

教育的所有学问都可归结为两个
字：人学。它由5部分组成：发现人、发展
人、成就人、成为人、超越人。

教育的任务是什么？就是抑其恶，
扬其善。

人的存在一定是以某种文化形式存
在。人的命运是谁决定的？是文化属性
决定的。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个体还是
群体，一定是中国的文化属性决定的，中
国教育一定是中国教育的属性决定的。

人的命运由什么决定呢？我画两条
线，人的命运就在两条线之间，一条线叫
能线，一条线叫忍线，两条线中间有多
宽，你的命运选择范围就有多宽，如果这
条线很窄，你的命运选择性就很窄。所
以，我们的生活会有许多选择性。

课改实际上在做什么？课改就是帮
助学校和孩子在能线上做工作。所以，
在能线上称为创业、奋斗，在忍线上叫作
挣扎。文化决定命运，所以今天的课改，
学校也好，个人也罢，如果你不能解决文
化问题，就不可能成功。

人是怎么具体存在呢？人所有的关
系最终只有三种，一种是与天地，一种与
社会，一种与自己。教育在哪儿？教育的
行为在这三种关系中。现在的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无论是显性课程还是隐性课
程，都在社会关系里，就是与他人的关系，
社会就是他人。教育发生作用最后沉淀
的效果在哪儿？在自己。所以，只要孩子
不学习，教师讲得再好也没用。所有的教
育都是自我教育，所有的管理都是自我管
理，所有的学习都是自主学习。

这三大关系哪一个比较简单？天地关
系比较简单，这个重要，但是比较简单。简
单到什么程度？答案就是敬天畏地。

人与社会的相处很复杂，其中教师
与学生的相处非常关键。所以课改究竟
在改什么？就是改两大关系，一个是师
生关系，一个是生生关系。师生关系什

么样？未来的干群关系就什么样；生生
关系什么样，未来的公民关系就什么
样。河南省汝阳县圣陶学校王天民校长
创生了第三种教学关系，其实一个最简
单的解读就是不二关系，即不再分教师
和学生，生亦师、师亦生。如果我们的孩
子进入课堂的时候都是不二的心态，会
是什么样的效果？所有孩子的潜力、思
维、合作、倾听等都在这个关系下才能真
正实现。

教育究竟是什么呢？教育就是人对
人的相互影响。其中，第一个“人”许多
人会把它理解成教师，对也不对。第二
个“人”许多人会把它理解成学生，对也
不对。人对人的相互影响，其中的教师
和学生是没有必要清晰区分的。

（作者系山东兖州一中原校长、中国
教师报特聘专家）

全 景 式 数 学 教 育 是 我 基 于“ 全 课
程”教育实验，于 2013 年底提出并一直
践行的一种数学教育理念和方式。它
从“内容的全景、结构的全景、现实的全
景、历史和文化的全景、数学思考的全
景、学习方式的全景、课型和课堂结构
的全景、目标和评价的全景”等 8 个不同
维度进行补充、调整、完善，甚至是重
建。最终期望通过这 8 个维度的变革，
重构一套立体的，以学程为中心、主题
项目为推进单元的全景式数学教育课
程资源和学习平台。

2016年，我以《长方形和正方形的周
长》一课为例进行教学目标调研。调查的
地点包括广东东莞、浙江浦江、湖南长沙、
江苏扬州等地，地点分布在我国南部、北
部、中部、东部和西部，共回收问卷 901
份，明确把数学思考列为学习目标的只有
71份，占7.9%，细化并列出培养路径的只
有2份，仅占0.2%。它多多少少反映出我
们的数学教学依然聚焦、桎梏于知识技
能，而不是学生的思考力。

那么，对数学而言，什么才是学习的
核心和关键呢？我认为，是学会数学思
考、涵养数学智慧。

对学生而言，学会了知识，掌握了技
能，解决了问题并不等于他学会了数学思
考，增长了数学智慧；对教师而言，教了数
学知识，不等于教了数学思维、数学智慧。

教育的现实状况是，许多教师在大多
数时候确确实实是“只教数学知识，不教
数学思考”。也就是说，许多数学课堂是

“只有知识，没有智慧”。
这些现象说明，数学教育在“数学思

考”方面是有问题的。全景式数学教学团
队对数学教材、数学教学、数学思考方面
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全面分析、全景反
思和系统梳理。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梳
理出来 10 个方面的问题，并试图进行相
应的改进和完善。

“全景式数学教育”首先将学习的重

心从数学知识技能的获取、转移、回归、聚
焦到数学思考能力的系统培养上。我们
在课程编排和教学中，充分重视、真正落
实“培养数学思考”的核心地位，努力达成

“启其心智，开其慧根”的教育目的。我想
这不仅仅是数学，也应该是所有学科共同
的核心追求。

学生思考力的培养应该落实在日常
教学的每一节课中，而不是靠另外再开
设所谓的思维训练课。我觉得，有的学
校除了常规的数学课，再单独开一节所
谓的数学思维训练课，说是为了专门训
练数学思维，我感觉这是很奇怪、很滑稽
的事情。教材上每道例题所呈现的“思
考”过程，日常数学课中一次次的“思考”
活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生数学思考
能力、数学思考方式和数学思考习惯的
养成。

因此，我要求跟我一起践行全景式
数学教育的人，在教每一项内容、上每
一节课、甚至做每一道题都要追问自
己：它培养学生数学思考的课程价值到
底是什么？它能给孩子们的思考力带
来哪些增量？上完每一节课都要反思：
我是否始终关注了学生如何思考？我
是 否 在 尽 力 引 导 学 生 学 会 如 何 去 思
考？我有多少时间和精力是用在数学
思考力的培养上的？

我们认为，每一个年级、每一项内容
都有相应的思维培养功用和价值，关键
是作为教师的我们，是否坚持以培养学
生思考力为核心审视、发现它，建构出好
的培养思维的过程，并落实于我们的教
学活动中。

全景式数学教育倡导始终关注并充
分发掘每一项内容、每一次教学活动在培
养数学思考方面的重要价值，让学生用数
学学会思考，更多地为学生的思维发展而
教，更大程度上把“数学知识的教学”转变
为“数学智慧的教育”。

（作者系北京亦庄实验小学教师）

主持人：褚清源《中国教师报·现代课堂周刊》主编
嘉 宾：强光峰 山东省泰安市教育局副局长

赵新芳 河北省邢台市教育局原主任督学
张宏伟 北京亦庄实验小学特级教师
韩 鑫 内蒙古乌兰察布卓资山逸夫学校副校长
毛玉菊 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教体局中学教研室主任

张宏伟：数学思考的全景式重建 杜金山：课改就是改两大关系

王天民：第三种教学关系

以生命视角重构课堂
——“核心素养教学转化之道”沙龙实录

工作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