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标聚焦的目的是引领学生实现学习目标，解决实际问题，开放是课堂“收”与“放”的调控问题。 这
里，我主要谈一谈对目标聚焦的几点看法。

明确目标的重要性。 到学校听课，我走进教室第一件事是先看黑板，一是看是否可以保证每个小组有
一块使用版面，二是看黑板上有没有出示学习目标。 前者的普及率不是问题，学校意识到黑板的展示作
用，哪怕是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学校，也能想办法给学生提供这个平台，差距只不过在于黑板的质量
而已。 后者相对于前者，明显做得不够好，黑板很“干净”，不见学习目标，有的课堂甚至连这节课的题目都
没有。 在评课的时候，不出示学习目标是一个硬伤，因为，目标不清晰，课堂无效率。

解读课标，形成目标。 学习目标在课堂中的作用是解决“学生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它不能仅仅印在导
学案上，而应当在一节课之初就出示给学生，并在整节课中时时引领着学生到达“目的地”，这就要求，目
标要具体、有效。 什么是有效的目标呢？ 一句话说完的，不叫好目标，好目标应该清晰、指向性强。 教师需
要将课标解读、细化，与学情相结合，从而形成科学、具体的“本土化”目标引导。

谁来出示目标。 一般的课堂上，学习目标的制订者是教师，在强调学生自主的课堂中，可以尝试让学
生制订学习目标，同时，把“学习目标”改为“我的目标”，这样的改变，显然更突出了学生是学习主人的意
识。 开始培养学生制订学习目标能力的时候，教师可以帮助学生搭框架，把重要部分空出来，待学生自主
完成预习、分析课标之后，由学生填空完成。逐渐地，教师便可以完全让学生自主制订学习目标。不要认为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据我所知，已经有学校在做，并且做得很成功。 一切自以为是的“不可能”，都是前
行的绊脚石。

新校长：闫增国
我的教育观：坚持为学生

的成功人生奠基，为孩子的终
身发展负责，让学生体验成功
的快乐，让教师享受教育的幸
福，让课堂充满生命的张力。

我正在研究的问题： 如何
让教师有情有义地交往， 有声
有色地工作，有滋有味地生活？

我在读的一本书：河南省
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田保华的《教育即道德》。 今
天的教育不能“缺德”，这是对每一位教育人的深
刻提醒。 这本书也警醒我，不要压迫、束缚孩子，让
他们自由成长。

新教师：陈淑芳
我的教育观：让阳光洒满

课堂，让每位学生有一种晒太
阳的感觉，光亮、温暖。

我为学生做的一件事：历
史不仅存在于课本文字中，也
存在于现实生活中。 为了让学
生增强对 “历史是什么 ”的感
性认识，我设计了历史课外活
动，记录现实，留住历史，并和
学生约定 20 年后，我们再聚首，看这些材料，见证
这个城市的历史，也感受每个人的成长过程。

我的成长方式：首先是热爱历史。 每到一个地
方， 我都会留意该地的历史， 不管是城镇还是乡
村。其次是读书。触摸真实的书，能增长见识，开阔
眼界。 再其次是“行路”。 我总是寻找机会，到文化
遗址或历史博物馆中感受历史的真实存在， 书是
别人思想的物化，“行路” 则能够加快自己内化的
速度和深度。

新学生：王恺涵
我的新课堂学习感受：现

在我对每一节课都充满了期
盼，因为新课堂是师生共同创
造、体验“阳光”的时刻。 我们
的课堂既不是生硬知识和人
生道理的灌输课，也不是表面
热闹的故事会。 我们的课堂充
满了探究的思维活动。

我的一次成功体验：在一
次课外活动中， 完成了对菜市场各类蔬菜价格的
记录。 价格记录看似简单，但很多时候摊主们并不
合作。 还好，我在实践中总结了一个办法：嘴甜、找
闲、善观察。 活动结束，看着自己搜集到的数据，很
有成就感，因为我记录下的不仅仅是数字、生活，
更是自己的成长历程。

我最关心的事情： 渴望能够有机会走出学校，
有选择地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因为活动能够锻炼我
们的毅力，提高我们克服困难的能力，开阔我们的
视野，使我们多一点耐挫力和社会责任感。

（以上人物单位系河北省邢台市第二十五中学）

■课改人物志

学校·班级·小组文化巡展

出镜学校：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星海小学

课题：《我有一个梦想》（高一语文）
（一） 重申目标
师：每次上课前，我们都会相互问好致意。这是一

件小事，意义却非同一般，因为这是我们人格平等、相
互尊重的一种表现。但是，假如我告诉你，仅仅因为肤
色的缘故你得不到尊重：学校不接纳你，餐厅不为你
服务，公共场所不欢迎你，甚至在公共汽车上你也只
能坐在后车厢。同学们，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你又会
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 今天，就让我
们一起倾听马丁·路德·金发自心底的呐喊：我有一个
梦想。

文章的学习目标：1. 体会文本多样化的表现手法
和其中蕴含的感情力量。 2. 理解马丁·路德·金的“非
暴力抵抗”政策，感受作者博大的胸襟和仁爱的精神。

【解读】 收的策略表现为教师的介入和控制，体
现在教师课堂中的“控制者”角色中，具体表现为两收
两放。第一，方向上的“收”与“放”，课堂学习围绕目标
但不搞线性直达，成功的课堂其目标控制既有灵活性
又有明确的指向性， 既能防止直奔目标的功利主义，
又能防止阶段目标和最终目标的南辕北辙。要使课堂
变成吸引学生的强大“磁场”，课堂伊始的“情境”创设
很重要，“情感”触动更重要。 大家都对这次的导入设
计甚感满意，好像拳击比赛双方刚鞠躬完毕就开始出
拳了，迅捷、痛快。

（二）展示之朗读、体会
生：本文题目是“我有一个梦想”，那么马丁·路

德·金有怎样的梦想？请有感情地朗读这部分内容，并
试用几个词语概括梦想的核心内容。

马丁·路德·金的梦想就是希望让人生来平等，没
有种族歧视，并且社会充满光明和民主，黑人可以重
获自由，白人和黑人可以携手共进、共同发展。他梦想
的核心内容就是博爱、平等、正义和自由。

（朗读环节他们读得非常投入， 其中一个男生始
终紧握拳头。 “高唱这支歌”部分，他们真的唱了起来，
表情庄严，歌声激昂。 全班被感染，报以热烈掌声）

师（疑惑）：这是谱的什么曲子？
生：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师（转向大家）：听过没有？ 你们觉得这支曲子在

这里合适吗？
生（全体兴奋地）：合适。
师：很好，感谢一组精彩的展示，应该给颗星。
我发现最后要赏析品味的那个题，二组的同学也

是选的这部分内容，咱们正好一块来品味一下，好不
好？

【解读】 第二就是逻辑主线上的“收”与“放”，围
绕主线而又不唯主线，让主线引领课堂发展，但不能
让主线绑架课堂。既要根据导学案设计的逻辑主线控
制课堂的进展，发挥层次性问题的功能，又要防止出
现课堂发展的逻辑倒置现象，允许课堂围绕主线适当
振荡，让课堂富有生成与活力。

生：我们来看一下 24~26 段，这几句话写得非常
好，因为它运用了大量的修辞。其中有一句话是“刺耳
的争吵声”， 这句话比喻了现实不能够实现平等民主
时的争斗声，非常生动。 而且，在信念的支持下，在国
家真正民主自由平等后， 各族人民之间和谐共处，非
常美好。 “犹如一曲优美的交响曲”，这句话表达了作
者对自由民主平等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非常形象，引
起共鸣，有很强的感染力。

师：这段话，你能不能为我们读出这种感染力？
（该生朗读）
（老师朗读，学生热烈鼓掌）
【解读】 1. 设计问题的意图教师最清楚，而学生

展示往往只知道就题论题，不懂得“以读代讲”“以读促
情”，教师需要介入“收”一下。 2. 该生的朗读还不够
理想，教师激情范读。 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平等中的
首席”，该出手时还得出手，但绝不能抢学生的风头。

（三）展示之语言品读
生：请找出描述黑人生活现状的句子进行品读。
我们找的是第二自然段，首先请我们四组的同学

朗读一下这部分文章。
（四组同学朗读）
生：大家看一下，第二句把“种族隔离和种族歧

视”比喻成“枷锁”和“镣铐”，这让我们联想到黑人的

残酷境遇。 “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
困的孤岛上”， 把黑人的贫困比喻成生活在物质充裕
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这就让我们想象到一边是
一无所有，一边是应有尽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反映
出社会的不公，映射出黑人的孤立无援。从“生活在物
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到这一段的最后
一句“并且意识到自己是国家的流亡者”，这两句用了
比喻和排比的修辞方法，多侧面多角度地反映了黑人
境遇的悲惨、生活的贫困，精神备受歧视，没有安全感
和归宿感的悲惨现实。

师：我想问一下“多侧面多角度”都是哪些侧面和
角度呢？我注意到品读的时候先由一位同学领读第一
句，其他同学接着齐读最后几句，为什么要这样读？第
一个句子和后面的几个句子之间是什么关系？

【解读】 当展示组学生讲得头头是道时， 教师一
要时刻考虑其余学生的“接收”状态，这个“大多数”才
是我们课堂的第一主角；二要提防展示者是否照搬了
教参答案。 当然不是说学生完全不能看参考书，毕竟
学生主动学习也是我们的成功。 只是，教参上的知识
信息是否已经内化为学生自己的理解，这一点至关重
要。 出于这两点考虑，我适时追问、引导。

……
生：大家对这一段还有什么疑问吗？
（全班静默）
师：我看到有个词，希望同学们帮我描绘一下这

个画面，就是：“黑人仍然蜷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
“蜷缩”这个词让你感受到了什么？你脑海里想象到了
什么？ 这个词用得非常好，到底好在哪里呢？

【解读】 演讲词的展示对学生确实挺有难度，题
目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但对于同学们并没有“情感”的
触动，所以我又介入，想办法把文本中生冷排列的文
字变成生活中的直观景象，把文本中的字眼“移植”到
学生的生活经历中去，帮助学生在有温度、有气味、有
色彩的生活情境中去感觉、感受、感悟。以后应该直接
把类似问题设计到导学案上。

生：黑人在美国社会中受压迫，又不敢反抗，这个
词让我想到了一个孩子受到了欺负，不敢说，躲在角
落里，自己抚摸伤痛。

师：很畏惧，因为卑微而畏惧。不光是外在受到迫
害，心灵也是如此。

另外还有一处，作者用“欢乐的黎明”，一般都是
用“静悄悄”来形容黎明。这几个字在你脑海里呈现出
一种什么样的画面？ 为什么要用“欢乐”来修饰“黎
明”？ 大家商量商量。

【解读】 这个问题也是我临时生成的。 现代课堂
的开放性之一表现为教学内容的非完全预设性，教师
可根据课堂上的即时学情，调整学习内容。所谓“放”，
就是适当补充和增加；所谓“收”，就是对预设内容的
压缩和对离题现象的调整。

……

（四）展示之观点辩论
生：我们组的观点是支持非暴力。先问大家几个问

题：马丁·路德·金失败了吗？他用生命争取的主张失败
了吗？ 是软弱的吗？ 是无效的吗？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
他，学习他的这篇演讲，足以证明一个事实，他是成功
的！ 他的演说是成功的！ 他的主张是成功的！

我想起了一句话，“只杀身体不杀灵魂的，我们不
需要怕他们， 而能够把身体和灵魂一起埋在地下的，
才是我们需要怕的”，灵魂才是最重要的。

【解读】 现代课堂，讲究张驰有度、收放自如，收
不致死，放不散乱。 通过以上环节已经达成了第一个
学习目标，第二个“大放”阶段开始了。

……
【解读】 争论越来越激烈， 有位女同学眼睛里闪

现泪花了。这个环节要注意状态上的“收”与“放”， 当
群体表现出了倦怠，教师要及时引导、释放活力，让课
堂焕发生机。课堂不活，没有动力，无法体现生命的狂
欢，师生都无法感受学习的快乐，但如果“活”过头了，
“活”就变成了乱，同样需要防止。 当学生的对抗质疑
已经由“脑”入“心”，课堂呈现非理性状态，教师要立
即强制介入，收住即将脱缰的野马。

师：她已经沉浸到故事里边去了，对黑人的遭遇
非常同情……

生：以暴制暴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内。 如果说暴力
手段发展下去的话，那么这个世界就不会和平，战争
就永远不会结束，仇恨会一次一次地增加。

【解读】 发言的这位同学在班里有足够的影响力，
冷静而深刻的辨析让那女生平静了不少。我松了口气。

……
师：好，我们的争论到此结束，先请回。我说两句，

同学们是不是认可任何精神上的反抗要高于物质上
的或是肉体上的反抗这一观点？ 从你们的争论，我想
起了水，我们拿起石头打向水面的时候，水还击了吗？
没有，它从来不还击，而是敞开心扉迎接这个强敌，这
就是水的智慧，用包容来化解仇恨。这是不是更文明？
更能够维护人的尊严？ 更能够体现社会的文明？

（同学们陷入沉思）
【解读】 有人听课后曾问：“就这样给时间让他们

争论，教师不给出确切结论吗？ ”是的，对于需要生活
的累积、成长的经历才能更好地回答的问题，我认为
争论比结论更重要，这也是重视过程与方法的体现。

（五）当堂检测
……
（六）课堂小结
……
【解读】 “收”表现为课堂的组织性，“收”的方法

是教师的介入，若说前几个环节上的“收”是在知识的
河流上制造“弯道”、“漩涡”和“水坝”，减缓流速，让课
堂由奔流转为舒缓，那么，最后的“检测”“小结”可谓
是使课堂入“静”，让学生由知到识、由浅入深，满足课
堂深刻性的需求。

（作者系山东省兖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李 鑫
山东省兖州市第一中学 李 平）

因特网的普及，多元信息渠道的拓展，使教师
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教师不再是教学信息的
唯一传播者，而是帮助学生从多种渠道中汲取知识
的引导者。 课堂不再是一个演讲者面对四五十个听
众，而是一个自由交流的场所。 教师必须关注学生
的思维火花，在相互学习中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教研组长是引领教师专业成长、 落实教学常
规、创新课堂模式的中坚力量，从教学常规活动方
面看，教研组长的基本职能有：负责学科建设，制
订学科建设规划及教研组工作计划； 根据学校要
求及学科建设目标， 组织本组教师定期进行业务
学习；积极与省、市、区教研部门联系，组织教师参
加相关活动，了解教研动态，争取业务指导；组织
课题攻关，针对本学科教改的热、难点选择课题，
组织申报、落实任务、形成研究成果；负责校本课
程的开发和建设，认真学习课程标准，积极参与学
校课程改革；负责教师业务培训指导和业务考评，
坚持听课、评课，做好教案论文评审工作。

从提高教学质量的角度分析， 教研组长一方面
要做教师成长的导航者、教改的先行者。 教研组长一
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新人，促进青年教师的成长。
另一方面，教研组长应是教研的组织者、教研的佼佼
者、活动的设计者、关系的协调者。 教研组长应积极
带领团队，把教研活动组织起来。

教研组长要树立使命意识：第一，以更加开放
的心态和更加前瞻的认识， 引领本学科适应现代
教学的需要。 第二，掌握灵活自如的交流技巧，与
同事加强沟通与协调。 第三，带头学习多学科、跨
行业的知识，在精深与广泛两方面起带头作用。 第
四，同事间的知识交流、相互合作日益显得重要，
单打独斗式的教学无法适应新时代教学的需要。
第五，梳理事例资源、示范教学行为，成为教研组
长的重要任务。第六，协调各学科间的配合。第七，
掌握更加先进的现代传媒技术， 带领全体教师在
网上备课、网间传输，多课堂互动将成为现实，教
研组长必须做好准备。

为此，教研组长应该具备五种素养。 一是热爱
生活，做一个有生活激情的人。 教研组长要热爱生
活，充满情趣，用自己的激情去感染周围的人，唤
醒大家的生活热情。 组织同事爬爬山、打打球、外
出旅行，都是生活情趣的体现。 二是勤于读书，做
一个学识渊博的人。 在同行里，教研组长应该是那
个最佳的疑难解答人，是公认的学术权威。 不仅要
自己学习，还要影响周围的人一起学习。 三是业务
精湛，做一个有真本领的人。 不仅教学水平高，而
且业务能力也要强。 教出来的学生有素质， 有能
力，关键的一点，就是建立自己的非职权影响力。
四是淡泊名利，做一个有合作精神的人。 有什么样
的教研组长就有什么样的教研组。 教研组长如果
在名利面前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其他人就难以免
俗。 五是尊重同行，做一个谦逊友善的人，才能更
好地引导教师。 今天的教师生活在快节奏、高压力
的社会环境里， 传统的思想道德， 如爱人向善之
心、 敬畏报恩之心日渐淡薄。 如果缺乏有效的引
导，工作将很难开展，更难形成一定的局面。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高安市教师进修学校）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我 见

新课堂讲究“收放自如”。 “收”的策略表现为教师的介入和控制，“放”的方向则鼓励学生拓展与创新。课堂教学如何把握好“收”与“放”的度，使
课堂呈现出生动活泼、动静相宜、张弛有序的理想状态，下面的课例，值得揣摩、借鉴。

■课堂现场
教研组长的新使命

□ 杨 帆

课堂上的

童本校园（2）

“四叶草”农场
这是孩子们自己的“生态农场”，亲自动手翻土、整地、播种、施肥……辛苦并快乐

着。 待到收获季节，在校内跳蚤市场摆摊吆喝一把，再把爱心款汇入慈善基金的大河。
编辑点评：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师法自然，创造条件让学生多读自然这本无字

书，学生在收获知识的同时，还能从绿色生命中体验到青春的蓬勃。 关注种子的发
芽，守候蔬菜的成长，采摘自己的果实，岂止一个“乐”字了得！

图文/沈红梅

笑脸墙 “四叶草”农场

收与放

笑脸墙
好教育写在孩子的脸上 ，墙壁定格幸福 。 星海校园中每个年级的走廊

墙壁上 ，都贴着孩子们步入新学期的张张笑脸 ，像一朵朵幸福的花儿在绽
放 。 每个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以微笑的姿态迎接每一天
的精彩 。

编辑点评：大多数学校的宣传墙上，也有头像，但人物往往是校长、名师、优
生，能给每个学生一次露脸的机会，才是真正的以生为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