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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思想照亮课堂坚守理想的“明师”，总
是在课堂唤醒生命

主持人：一次会议，无论是听讲座

还是观课，每个人眼中都会有不一样

的认识。那么，经过一天的体验学习，

你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朱道荣：会议期间，我一直心潮澎

湃，各位专家的报告和名师的课堂都

引起了我极大的共鸣。如果用一个词

来描述，那就是唤醒，大家都在做唤醒

的工作——警醒局长、惊醒校长、觉醒

教师、清醒学生、苏醒课堂，当学生被

唤醒了，他将真正学会学习。

主持人：这个概括太经典了，我想

唤醒可能才是教育的本质。最近一

年，我也一直用 4 个字来概括好的课

堂，即“五官苏醒”，就是当你看到了这

个课堂上的每一个学生，他的眼睛是

有光的，五官是苏醒的，就一定意味着

这个课堂是好课堂。

吴梅波：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总

想着怎样把书教好；后来分管学校的

教学工作后，总想着怎样抓好教学，让

我们的教师能把课上好；在学校实行

高效课堂改革后，我们想的是怎样让

学生学好。通过学习，我有一个感受，

就是不仅要让学生幸福地学，还要让

教师能够快乐地教。

林忠玲：这一天半的时间里我也

是学习者，会上给我触动最大的一句

话就是张宏伟老师说的：许多知识内

容也许我们的试卷不考，但是到了未

来，这个世界可能要考。如今我们做

教育感觉很难，无论是在一线还是在

行政部门，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感

受，那就是不管用什么方法都要让学

生考取高分，考入好的大学。但是我

们知道：没有分数，过不了今天；只有

分数，过不了明天。所以，我们进行

课堂教学改革，还是要坚持教育理

想，要凭借我们的良心将学生带向未

来的世界。

主持人：林局长又让我们重温了

张宏伟老师说的那句非常有力量的

话——我把张宏伟老师称作“明师”，

这样的老师一定能上出明明白白的

课，一定能为学生的当下以及未来负

责。我们的工作往往可以放在四个象

限来看：第一象限是紧迫而重要的事，

第二象限是紧迫但不重要的事，第三

象限是既不紧迫也不重要的事，第四

象限是重要但不紧迫的事。其实，真

正决定学生未来的是在第四象限，比

如读书就是重要但不紧迫的事情，今

天不读书没问题，但是一直不读书一

定会有问题。当我们在第一象限里摸

爬滚打许多年之后，需要抬头看一看，

第四象限是否关注了，即一个人成长

的“慢变量”，慢慢变才能支撑我们的

工作，支撑一个人的未来。

刘经阶：作为一名成功的教师，最

重要的是什么？什么样的课堂最成

功？我认为，让学生喜欢的课堂才是

好课堂。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

要让学生成为最好的自己，也要让教

师变得更好。所以，我们要做最好的

教育工作者。

回到原点的课堂转型，
人人有责

主持人：今 天 的 话 题 是 课 堂 转

型，几位嘉宾是如何理解课堂转型

的？你认为课堂转型要转什么？要

转向哪里？

刘经阶：课堂转型最开始来源于

美国，最先提出“翻转课堂”的是来自

美国山区的两位高中化学教师。为什

么要转型？是为了解决山区孩子上学

困难的问题。孩子有时候迟到，有时

候缺课赶不上，他们为了打一个时间

差，先把事情做出来，然后让学生自

主选择内容和时间进行学习，这是

“翻转课堂”的来历。那么，课堂转型

最该转什么呢？第一要转思想，必须

要有思想的转变，观念的更新，当然

一定要有人的执行；第二要转小组合

作方式，新课程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自

主、合作、探究，无论是什么样的课

堂，所有环节都离不开这三点。高效

课堂改革也有三大支持系统，一个是

文化系统，一个是课堂流程系统，还

一个是评价系统。

林忠玲：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谈课

堂转型，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课堂存在

着大量的虚假学习、浅表学习、逃离学

习的现象。这样的课堂如果不转型，

就没有出路。那么，要转向哪里？我

觉得要回到教育的原点。教育的目的

说到底就是回到“人”这个原点上。我

们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今天生活在课堂

里的每一个孩子发展得更好。对于基

层教师来说，要做好课堂的基本观察，

要用眼睛观察孩子在课堂的学习困境

究竟在哪里，不能沉浸在自己的预设

逻辑里面，将自己的种种想法强加给

孩子——这是控制型课堂。作为学生

最信任的教师，应该知道学生懂的不

讲，要讲的是凭着学生自己的努力没

有办法达到的。我们转型的课堂要追

求一个“少”，如果因为教师讲得少，就

判定这个教师的课不是好课，就会挫

伤一大批教师的积极性，因此首先应

该鼓励这种“少”，这样教师才愿意在

课堂转型的道路上继续坚持下去。当

教师和教育管理者都开始转型，课堂

转型的路才会越走越宽。

主持人：刚才林局长说转型人人

有责，每个人身处在转型当中，都要参

与、助力、支持这场转型，但同时他还

说了一点，课堂改革走进深水区之后，

学习过程中又发现了新问题，比如虚

假学习问题，所以改革永远在路上，转

型永远在路上。

吴梅波：应该说，监利县课堂教学

改革的风气还是相当浓的，县教育局每

年都有关于课改的研讨会。我们的课

改，最初重点是研究怎样把以教为重改

为以学为重。曾有个关于“什么时候学

生最需要老师”的调研，结果是：学生并

不是在学习新知识的时候需要老师，而

是在做题产生疑问的时候，这是学校开

展高效课堂的第一个思考。在鼓励先

学后教的过程中，我们要求整个晚自习

时间学生必须是安静、独立的思考学

习；在安静自习方面，首先是让学生在

文本材料上自学，然后教师在此基础上

进行讲解；学生在充分自习的基础上，

教师请学生充分展示。其次，在翻转课

堂上，教师在学生最需要的时候进行解

答，回答学生的疑问和在课堂上生成的

问题。最后就是合作学习，我们要培养

合作型人才，因此要构建自主合作型课

堂，创建合作型小组。

找到转型的工具，用理
论照亮实践

主持人：愿意改变的校长总是愿

意学习，但学习别人不是为了成为别

人，而是成为更好的自己。我们在学

习一些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如何建立

起自己独特的经验，适合自己学生的

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谈到先学

后教，前不久我和林局长在上海参加

了一个活动，一个高分学生谈到，在课

堂上最怕的是老师的不回应，但是，比

不回应更可怕的是肤浅的回应。因

此，教师最大的挑战是要不断提升自

己的素养，能够教到学生的需要处，能

够给出有高含金量的回应与点拨。我

们都知道，高中课改是很难的，许多校

长不敢改革，但是监利一中改了，并且

改得很成功，为他们点赞。

田保华：课堂转型指向的主体是

学生，我们要转变学生在课堂上的学

习方式，因为学生今天的学习方式就

是明天的生存方式。现在的学生需要

有创新的精神和创新的能力，而这些

从哪里来，就从我们今天的学习方式

中来。那么，学习方式如何转变？我

认为应该从被动学习走向主动学习，

从浅层学习转向深层学习。学生学习

无非是获得社会经验和生活经验，课

本上的知识是间接经验，如何把这种

间接经验变成学生自己的直接经验，

那就是主动学习。因此，主动学习与

深度学习方式的转型，就是生存方式

的转型，就是思维发展方式的转型，就

是成长方式的转型。

朱道荣：课堂转型我们首先要搞

清楚现在是什么样的课堂，这样才不

至于在转型的过程中迷茫。我们现在

的课堂主要是以教为中心，教师、教

案、教具、教材都是在研究怎么教，研

究这个班的升学率有多高，学生总是

在被动学习。因此，教师一定要改变

现在教学的现状，要把教的中心转到

学的中心，关注的重点是学生、学习、

学案、学具，要将课堂变成以学生为中

心的学堂，让学生进行主动学习、合作

学习、探究学习，这样的课堂一定是受

学生欢迎的，这样的课堂一定是有完

整的精神反思的。这是我的第一个观

点，即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要改。

第二个观点，怎么改？一是用教

育家的思想照亮我们的课堂，这是我

们前行的“远光灯”。陶行知先生早就

告诉我们要教学做合一，教的法子要

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

法子。叶圣陶先生早就告诉我们教育

就是培养习惯，如表述的习惯、书写的

习惯、思维的习惯等。苏霍姆林斯基

告诉我们教育的本质就是人学，苏格

拉底告诉我们教育不是灌输是点燃火

焰……二是核心素养应成为我们前行

的“方向盘”。基础知识包括科学精神

和人文底蕴，学会学习、健康生活、社

会实践与实践创新、责任担当等，这些

是每位教师的使命和责任。三是无论

讲什么模式、讲什么课型，我们都不要

忘了，教学原则是前行的“导航仪”。

课堂上，我们要看教师用什么样的方

式呈现所要教的内容。

主持人：朱老师提供给我们课堂

转型三个工具：一个是“远光灯”，一个

是“方向盘”，一个是“导航仪”，用好这

三个工具，我们的课堂会变得更好。

我一直认为，课堂改革的前沿阶段是

用“实践照亮实践”，但是一旦走进深

水区，你依然摸着石头过河，依然只是

埋头拉车，一定会出问题。换句话说，

走进深水区的课改一定要从“用实践

照亮实践”走向“用理论照亮实践”。

如此，我们才能走得更从容。当然，用

“理论照亮实践”是我们一线教育工作

者的短板，因为我们总是不愿意去涉

足理论。但是，如果你走进了深水区，

一定要去了解朱老师所谈的陶行知、

苏霍姆林斯基、叶圣陶等教育名家的

思想，然后用这样的理论更好地解释

我们的实践。

（本报记者钟原 综合整理）

■主持人：褚清源 中国教师报记者

■嘉 宾：田保华 河南省郑州市教育局原副局长 林忠玲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教育局副局长 刘经阶 湖北省监利县教体局副局长

朱道荣 湖北省洪湖市教研室副主任、首届荆楚教育名家 吴梅波 湖北省监利县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

有人说，课改从改课开始。作为

教师，我们在课堂教学改革上用的精

力最多，在改变教学方式上用的力气

最足。但是，我们可能都没有意识到，

自己是在带着镣铐跳舞。

我们仔细想过吗，当面临教学改革

时为什么不积极去改？因为我们害怕

考试成绩会降低，考试的镣铐在束缚着

我们；改变教学方式时为什么变化不

大？因为还有教材这个镣铐在限制着

我们。我们不敢超越教材的“雷池”，某

种程度上考试考的主要是教材。

我这么说不是在为教师开脱，我要

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要坐等教材和考

试方式的改变，而要主动改变自己。

国家统编教材是有普适性的，并不

是所有内容都适合我们所在地区生活的

学生，也不都适合我们所在地区教育的

发展水平。我们为什么要把教材当作不

容更改的“圣材”，为什么不根据实际创

造性利用教材呢？生活处处都是教材，

我们尽可以把生活中的一切拿来为我所

用。全景数学的创始人张宏伟老师，使

用他的创编教材不仅能做到让学生考试

成绩更好，还培养了喜欢数学之美、热爱

数学艺术、对数学充满激情的人。

不知教师们如何去评价自己的教

学，但考试成绩绝不可作为我们评价

自己的唯一标准。教师一定要有责任

感和使命感，要以人的精神成长来评

价自己的课堂。好的课堂孩子的眼睛

应该是发光发亮的，应该是充满期待

的，是有丰满的生命律动的。所有学

生的学习是真正发生的，每一个孩子

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每一个孩子都

有满足感，都有精神成长。

在课改的路上，我们教师往往满

足于以优秀者的实践照亮我们的实

践，这只适合改革初期。在改革的深

水区，我们一线教师的短板是理论，教

育家的思想才是前行的“远光灯”。教

师加强理论学习，不是为了成名成家，

而是为了我们的学生、为了我们的课

堂能够呈现出健康的生命状态！

（作者单位系内蒙古赤峰市明德小学）

主动改变成就课改之美
□万素丽

问答
现场

坐而论道，常常能让我们更清楚心中的目标，更明确脚下的远方。当我们谈到课堂转型，需
要明确如何转，转向何方，而课堂转型需要找到“远光灯”，也需要“导航仪”。在“课改中国行”走
进湖北监利的活动中，我们特别设计了这样的沙龙，邀请局长校长共同探讨课堂转型的问题。

提问1：当我们谈课改时，其核心到底是课程改革还是课堂改革？

褚清源：中国教师报对课改有独特的理解，课改原本是新课程改革的简称，但有许多专家说，课程改革只有

走进“改课”的领域才是完整、深刻的。课程改革不仅仅是改变教与学的方式，不仅仅是改变教与学的时间比例，

它还涉及教与学的内容，一旦涉及内容的时候，其实已经触碰到了课程。当然，教什么、学什么不是一线教师能

够决定的，国家把教材已经编好了，更重要的是你能否把国家的教材进行校本化落实、师本化开发，你是否有自

己独特的理解，所以我们提出课改要从单向走向综合。

我觉得好的改革，没有说课堂结构是最重要的，也没有说课堂内容是最重要的，走向综合才是最好的未来。

提问2：基层学校现在落实“先学后教、少教多学”的课改理念，总是绕不过去两个点，一是小组建设，一是导

学案。这两样是课改的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

林忠玲：当下进行课改的流派有许多，无论哪种流派，我觉得都应该回到让所有学生学习这个角度。我2016

年接触到“学习共同体”，我看到每个孩子在自己的课堂里都能发现自己的生命，都能有思考的时间，都能有表达

的时间。如果不分小组，就只有少部分学生和教师进行单向对话。好的教育就是给每个孩子机会，因此我觉得

如果要让孩子真正形成多层的对话关系，不分小组是不行的。小组怎么分？这里是有讲究的，经过大量样本的

采集发现，小组人数最多不能超过5人。关于导学案（学习单）的问题，实际上导学案就是一个支架，到底需不需

要？衡量的标准是能不能让每个孩子走进学习，如果这个孩子不需要这个东西，不是所有的课堂都是教师教，如

果是一堂朗读的训练课，就可以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