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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有千面，同理，本届课博会也是千人
千面，让我们不妨看看记者与参会者眼中
的课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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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节有未来的音乐课

感触最深的是吴慧琳博士执教
的课，这也是“一节有未来的音乐
课”。她广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毫
无违和感地融进了一节跨学科的音
乐课，课中的活动设计成为核心素养
落地的重要载体。以师生在富有节
奏感的音乐中和乐而动的热场活动
为例，学生从“舞编”简短的指令中获
得信息，在没有队形的舞台上表演整
齐的集体舞，在舞间穿插实现肩碰
肩、膝接膝的花样舞要求，学生在乐
学中涵养了捕捉信息的素养。一个
陌生的教师在短短的几分钟内便深
度融进了学生中，彰显了她驾驭课
堂、与学生相处的能力。

（天津市雍阳中学 闫景春）

核心素养与学业过剩

郑州之行，听到一个词“学业过
剩”，即以死记硬背获取标准答案和高
分数为取向的教与学。细想，这其实
是教育领域的常态，课改进行得如火
如荼，但我们教育真正跳出“学业过
剩”的陷阱了吗？毋庸置疑，答案是否
定的，且昨天如此，今天依旧。

自己常常埋怨生源不好，也为
如今孩子的价值观而担忧，作为一
线教师，是否也是“学业过剩”现象
的始作俑者，我为这种现象的改变
做了什么？该如何做？北京师范大
学教授刘坚提出社会发展需要“生
态教育”，似乎解答了我的一些疑
惑。“生态教育”即教育需要孩子不
仅有知识、技能，还需要刻苦勤奋的
精 神 ，更 需 要 有 创 造 性 和 好 奇 心
等。我想，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
本”，也是核心素养的核心。
（河南省洛阳市第十七中学 李素霞）

面向未来做教育

在学习期间，几个问题一直在
我的脑海中翻涌：教育是什么？学
习是什么？教师需要做什么？正如
郑 州 市 第 八 十 中 学 校 长 赵 晓 燕 所
说：“在未来学生也许会从事我们从
来没有从事过的事，也许他们的工
作我们想都没有想过……”创新型
人才危机会把中国拖入“中等收入
陌阱”，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刘坚
的 担 忧 ，反 衬 出 基 础 教 育 任 重 道
远。如何以生活视角重构课堂，如
何用设计思维改变教学？用学习充
实思想，用思想实践落实。

（河南省洛阳市龙城双语初级中
学 白叶丹）

最美课堂显在学生脸上

“以生活视角重构课堂，用设计
思维改变教学”，这是核心素养背景
下第五届课博会的主题。为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
革，核心素养成为重要的育人目标。
身为一线教师的我，一直在探求核心
素养的落地方法。核心素养重在以
人为本，从长远来说，就是要为学生
的一生发展奠基。从眼前来说，就是
要用心地去读懂每一个孩子内心对
课堂的渴望。

每个孩子都有其独特的成长密
码。尊重孩子的差异性，用心读懂每
一个孩子的渴望，跟孩子进行心与心
的沟通，让孩子脸上绽放幸福的笑
容。我想，这就是最大的以人为本。

（河北省威县苏威仲夷学校 柴换力）

12月1日，郑州的气温降到了零下3
度。下午一点刚过，千余名参加课博会
的教师被 20 多辆大巴车送到郑州中原
区的 3 所学校。在那里，来自全国各地
的100多名教师精心准备了100多节课，
正在等着他们。严寒中，教师们不停地
在教室与教室之间穿梭，寻找着自己感
兴趣的课。因为教室空间有限，许多人
只能站着听课，作为主办方的中国教师
报的编辑记者，无一例外地跟随教师一
起听课，辛苦不言自明。

不知道教师们想过没有，我们为
什么要办课博会？为什么要坚持把会
议 开 进 校 园 ，让 教 师 走 进 真 实 的 课
堂？为什么我们坚持给参会者更多展
示和体验的机会，而不是仅仅让大家
听专家讲座？

我们是想让大家看到一些这样的
课堂：教师不板着脸灌输，学生不打瞌
睡；师生之间相互喜爱，同学之间相互
交流；知识作为载体，生活作为背景；每
个人都启动自己大脑中的小宇宙，感
知、认识、发现、思考这个世界，构建自
己的认知体系。

当然，看课也不是最终目的。
课堂犹如教育这棵大树的枝叶，是

看得见摸得着的教育载体。然而，决定
大树成长的更多奥秘，是深埋在地下的
根，是看不到的课前与课后。

大家看到的是枝叶，但我们要探讨
的是根。不同的课堂背后可以追溯到
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不同。解读课堂，其
实要回答诸如“学生意味着什么，教师
意味着什么，学习和成长又意味着什
么”等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也就是为什
么一个小小的课堂变革可以引来强烈
的社会反响的原因。

什么样的根才能长出我们所希望
看到的枝叶？我会说，“眼中有人”是课
堂之根、教育之根。

教师不能围着分数转，不能围着教
材转，也不能围着学科知识转，更不能
围着学校领导的要求转，而是要围着学
生转，围着学生发展转。只有当教师所
有课堂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学
生的真实需求与发展时，才有可能上出
好的课。

如果教师只看到“学生”，还是不

够的。因为校园里的“老师”和“学生”
一旦走出校门，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他
们都有着各种各样的其他社会角色。
我们教育孩子的目的不是培养一个

“好学生”“好孩子”，而是培养一个身
体健康、人格健全、能力全面的面对未
来世界的独立的人。教育的最根本目
的是促进“人”的成长与发展——真正
的教育要从“尊重学生的已然存在”出
发，最终目标是让每个人最大程度地
在所有可能的方向上得到个性化发
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师生把自
己回归到“人”的层面，教育才可能有
好的效果。

如果一个教师眼中无人，他会觉得
教科书、作业、试卷、分数、奖状都是教
育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而当他的教育
核心和关注点是“人”，对他而言重要的
则是孩子的感受、兴趣、习惯、见解、理
想、见识、爱好、特长，等等。

因为我们都是“人”，教师对学生应
该是尊重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平等的。
平等和尊重的关系中，学生是放松的、
自然的、安全的，学生呈现出的是最本

真的自我，从而让自主成为可能。我们
说，一切学习都是自主学习，一切学习
的起点都是自主。而教师能尊重和允
许学生成为他自己，就成了学习发生的
必要条件。

因此，眼中有“人”，课堂得生：让学
习真正的发生，让学习有效率地发生，
让学习在愉悦中发生。

当眼中有人时，许多问题都会有
另外的答案。比如，孩子拒绝写作业
时，也许你不会那么计较和生气，也许
你会反思自己留的作业是否妥当；当
孩子上课走神时，你可以多一分理解
和接纳；当考试成绩不好时，你会多一
份淡定，不盲目焦虑和担心。因为，只
要我们确信孩子的生命是在正常的成
长轨道中，那些外界的衡量标准都不
必计较，让每个生命按照自己的节奏
自然生长。

课博会，不仅仅要让大家的枝叶在
空中相互致意，更要让大家的根在地下
蓬勃生长，紧紧相连，从而更强有力地
推动教育的变革，让每个教育人的幸福
更多一点。

正如学校有学校文化一样，会议也
有会议文化。比如，由中国教师报发起
组织的课博会正在形成一种独特的会
议文化。

5 年前，课博会发端于湖南长沙，
风起于山东青岛，那个时候会议的定
位是围绕创新成果开展的研讨会，而
非博览会。从上海金山开始，会议正
式升级为课博会，再到江苏南通召开
的第四届课博会，规模和形式再次刷
新各项记录。如今，第五届课博会在
河南郑州落下帷幕。

之所以发起课博会，源于中国教师
报的课改立场和教师视角。我们认为，
课堂是教育和课改的主场，始终坚持课
改立场，为课改鼓与呼的中国教师报，
自然将课堂纳入到关注的中心。

定位于创新成果的课博会旨在发现
创新、集结创新、唤醒创新，让创新成为

课堂的一种常态，借此发现中国好课堂，
展示中国好课堂，让更多的一线教师看
见不一样的好课形态。走过5年的课博
会已成为中国教师报的年度品牌会议。

每一届课博会都有一个既定的主
题，本届课博会的主题是“核心素养的
教学转化”。围绕这一主题，我们确定
的主题宣传语是“以生活视角重构课
堂，用设计思维改变教学”。如果说“核
心素养的教学转化”是本次会议的目
标，那么“以生活视角重构课堂，用设计
思维改变教学”则是我们倡导的“核心
素养教学转化”的路径与方法。

课博会积淀下的重要会议文化体现
在“观点立会、成果立会和共识立会”上：

关于观点立会。课博会是生产观
点的大会。观点是会议的灵魂，当有人
说，报纸应该是有思想的观点的时候，
我们要表达的是，课博会应该是有思想

的观点会。本届课博会上有诸多让你
脑洞大开的观点。比如，数学不仅是精
确的，也是浪漫的；比如，摸着石头过河
的课改逻辑已经误入歧途，我们摸到了
太多的石头，却忘记了目的是过河；比
如，虚拟世界越发达，真实世界越宝贵；
比如，课改的上游思维和归原思维……
总有一个观点会触动你、打动你。

关于成果立会。“以课为媒，让课说
话”是课博会的特色定位。课博会的重
要成果就是指向创新特质的好课。本
届课博会我们特邀北京亦庄实验小学、
重庆谢家湾小学、山东茌平县杜郎口中
学等课改名校的展示课，还有特级教师
张宏伟、丁卫军，独立教师项恩炜、张平
和来自全国各地 60 余位一线草根名师
的现场授课。名校名师的课旨在引领，
草根教师的课旨在展示。我们认为，展
示即成长。我们坚信，真正的创新成果

一定诞生于民间，诞生于一线，这也是
为什么课博会将更多的机会给了一线
教师。

关于共识立会。共识力就是生产
力，共识力就是课改力。每一届课博会
闭幕式上都要发布会议最终达成的共
识。就像一节课结束时要有一个总结
一样，会议的最后也要有一个经典的总
结。每一次的会议共识都是根据与会
专家的分享现场提炼而成，是高度呼应
会议主题的共识。本届课博会的7条共
识发布后，引起了业界的广泛关注。

好的会议一定是有温度、有愿景
的。中国教师报愿与全国1500万教师一
起共同烹制一场关于好课的盛宴，让一
年一度的课博会真正成为聚焦课堂创新
成果的大会，成为思想碰撞的大会，成为
凝聚共识的大会，成为集结力量的大会，
成为引领课堂改革风向标的大会。

从上海金山到江苏南通再到河南
郑州，黑龙江省北安市和平小学已经
连续三届选派教师参加课博会，并且
每届都有教师上展示课。“我们在学
习、吸纳其他省市学校课堂的优点与
长处的同时，也为课博会贡献着自己
的力量。”北安市和平小学副校长回
全红如是说。

事实也的确如此，12 月 1 日下午，
河南省郑州市伊河路小学二年级（4）班
教室被围得水泄不通，一节古诗《雪》的
多学科融合课，让观摩教师连连惊呼

“原来课还可以这样上？”“这个班级的
孩子真幸福”……

这节“不一样”的课是北安市和平
小学选送的，由语文、音乐、美术 3 个学
科教师联合执教，他们打破学科边界，
实现诗、歌、画的深度融合。只见课堂
上，当其中一位教师上课时，其他两位
教师成为小组的“学情观察员”，及时将
收集到的信息反馈给上课教师，上课教

师借助反馈信息及时掌握学情并做相
应调整。原本45分钟的一节课，学生有
朗读、吟唱、手工，有体验、有感悟，课堂
容量无限丰富的同时，学生有了别样的
成长。

北安市和平小学前后为课博会贡
献了语文课《故乡的芦苇》、数学单元
整合课《多边形的面积》。“力争每次都
有改变与创新，我们追寻好课，也创造
好课，好课已成为我们的信仰。”回全
红说。

在本届课博会上，独立教师张平
展 示 了 一 节 二 年 级 作 文 课《唤 醒》，

“老师，我有许多写作的想法，但就是
写不出来，怎么办？”“希望张老师教
我如何写作”，在课前的任务布置上，
许多学生把困惑抛给了张平。想用
一节课让学生掌握写作的方法或者
写 出 一 篇 佳 作 ，这 不 是 张 平 能 做 到
的，但她却能激发学生的写作愿望，
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通过望、闻、

问、切把所看、所思、所悟写出来，“不
分对错地写，让孩子我手写我心，进
而唤醒孩子的写作欲望。”张平说。

这只是本届课博会众多展示课的
缩影。

何为好课，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
答案，我们也试图通过持续关注课堂，
并以课博会的形式共同追问、探索、发
现好课的共性与个性。我们欣喜地看
到，以生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每个区
域、学校都能结合自身的优势与特色，
开发适合本土的课堂模式与经验，由课
堂教学走向课堂育人。

四川遂州外国语小学校教师唐国
翠执教的《植树问题》，以“正学、反学、
合学、论坛展示”的“三学一论坛”为抓
手，深度挖掘知识对学生未来成长的意
义，真正实现为思维而教，为未来而教。

内蒙古集宁新世纪中学教师李冬
梅的“三段四步”互助式教学模式，以
模式创新激发课堂活力。在课堂教学

中，让流程聚焦在不同层次、不同能力
的学生身上，不放弃每一个学生，并让
学习真正发生。

纵观整个课博会的 106 节展示课，
有着太多的不同：不同学段、不同年级、
不同学科、不同教材、不同课型，但不同
中有着本质的相同，即对好课的追求。
在众多不同中，也有着默契的相同，或
者说是好课应有的姿态和趋势。

从课堂的组织形式上，小组合作学
习已成为大家的共识。“无小组，不学
习”已经成为课堂的常态，小组学习成
为核心素养的教学转化的有效抓手；从
课堂的教学内容上，跨学科、多学科融
合成为趋势，大单元教学、思维可视化
让课堂丰盈、充实；从课堂学生的参与
度上，学生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也成为
课堂学习的“关键因素”……

好课应该成为每个教师的信仰，而
发现好课，是每次课博会的初衷，也是
我们的信仰。

参会者说

眼中有“人”，课堂得生
□本报记者 马朝宏

课博会积淀下的会议文化
□本报记者 褚清源

让好课成为一种信仰
□本报记者 孙和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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