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发展趋势看，就当前的课堂教学现
状而言，教师要清醒地意识到，改革是唯
一出路，否则就会被淘汰。 可课改为什么
就那么难呢？有人说是因为校长怕牺牲升
学率，老师怕成绩下滑。 局外人这么说纯
粹是猜测，而校长、老师如此说则纯粹是
借口而已。 笔者作为一所县中的校长，经
过长时间的观察和实践， 慢慢认识到，究
其真正原因———人性本懒，表现在懒于学
习、懒于思考、懒于践行，这是改革者必须
克服的三重阻力。

坚持学习，才有思想引领
不学习，理念就无法更新，行动自然

也就滞后；不学习者，只凭着自己的一点
儿自以为是的经验一条路走到底，经常会
碰一鼻子灰，其归因也一定都从客观中找
寻———“生源差，现在的学生没素养，现在
的社会环境太坏， 现在的家庭教育缺失，
领导不重视教育……” 其基本心态就是：
“碰到这些学生算我倒霉，我已‘全身心’
投入，我不行你来啊……”懒于学习最大
的“好处”就是不恐惧于自己无知。

很多道理是明摆着的。一个优秀学生
真的是老师教出来的吗？一个“差生”的炼
成，教师一点“功劳”都没有吗？ 怪学生学
习没有动力， 教师工作又有多少动力呢？
怪学生不爱学习，教师自己对学习又有几
分热情呢？ 学生学习不讲方法，教师工作

又有多少有效方法？……对于许多教育问
题，只要阅读一些教育专著，就会发现，很
多答案早已有之。 教育要“以生为本”（相
信学生，解放学生，依靠学生，发展学生），
教学要“以学为本”（以学定教，以教导学，
以评促学，自学为主），“身教胜于言教”等
都是经过专家提取的最精练答案，也都是
课堂教学改革必须树立的理念，这些理念
的确立不仅有充足的理论依据，更有丰富
的实践成果。 不学习怎么会知道？ 不知道
又何谈引领行动？

勤于思考，才有问题意识
思起于疑， 懒于思考首先体现在对

问题的态度，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对问题
视而不见， 渐渐地发展到对问题视而难
见；还表现在自己都没有问题，问题都是
别人的。 无疑则无思，无思则无学，无学
则不变。

事实上，一个人所遇到的问题大都和
自己有关。最普遍的一个例子就是，“在教
育学生时，学生不当一回事，甚至敢顶嘴；
在班级里学生大声喧哗、 卫生习惯不好、
课堂秩序很乱； 在课堂上有好多学生睡
觉、做小动作、不配合……”这些与自己无
关吗？把它看成问题，看成是自己的问题，
就要思考如何解决。 但，面对有好几位学
生打瞌睡的课堂， 在懒于思考的老师看
来，“这几个人睡觉也好，省得影响其他同

学听课”。而注意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并坚
持积累理论知识的老师， 一定就会质疑：
“为什么他们上我的课会爱睡觉呢？ ”质疑
才会去思考深层原因，质疑才会去思考应
对策略，从而改进自己的教学过程。 除态
度之外，老师能否发现教育教学中的问题
与自身的理论知识积累有很大的关系。可
以说，理论知识是教师发现问题的“放大
镜”。当我们没有问题的时候，有必要提醒
自己，是不是理论知识不够了？就此而言，
也还是要解决懒于学习的问题。

勇于践行，改革才有实质内容
践行就是实践、就是行动。 但只有有

意识地为促进学生的发展而实施的教学
行为才是践行。因为有些有意或无意的教
学行为不仅不是践行，说难听一点就是践
踏。 比如讽刺、挖苦、侮辱、打骂、冷漠、耻
笑、高压等教学行为就是一种摧残、贬抑、
泯灭学生发展的恶性。

懒于践行，首先就是因为总觉得践行
很难。 上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说过一段
话：“中国近两千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
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 不正当的地方，
简单地说，便是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
易的。 这便误了中国，便误了学者。 ”近百
年时间过去了，今天听起来，仍发人深省！

可以说，知易行难的观点现在依然根
深蒂固，尤其是觉得行太难，所以干脆不

去行。新课改十年来，理论专家也好，实践
先行者也好，一再重申按规律去做，做了
就知道不难，做了就一定有不同程度的收
获，但去做的人还是为数不多。 有些人做
出了成绩，却还要承受来自多方的各种攻
击。 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李镇西在《保卫崔
其升》一文的结尾部分写道：“现今‘中国
特色’的背景下，居然出现了崔其升这样
纯正的教育改革者， 我实在不愿意看着
他悲壮地倒下。 因此，我最近写下一系列
文字为他辩护， 我真诚希望我们每一个
理想不灭、良知犹存的教育者，支持杜郎
口，宽容崔其升，保卫真正的改革者。 崔
其升做到了我们想做却不敢做或不能做
的事， 实现了我们想实现却无力实现的
教育理想 ，因此 ，保卫崔其升 ，就是保卫
我们自己———保卫我们追求的教育理
想，以及我们心灵深处的教育良知！ ”从
表面上看 ，行真的很难 ，而从本质上看 ，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懒于行、惧怕行、阻碍
行的惰性在作祟。

坚持学习、深入思考、勇于实践，是一
切改革者必须有的品质， 三者相互联系，
互相促进，缺一不可。 一线教师作为课堂
教学改革的主力军也要尽快拥有这些品
质，牢记陶行知先生的名言“行是知之始，
知是行之成”，行动起来，以“勤”替“懒”，
课改由难转易也就指日可待了。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尤溪七中）

文化是一种活动， 是一种人和人的
关系。在校园里，文化主要体现了学生之
间的关系———他们自己互相团结、 比学
赶帮的关系，自主的关系。学生们在共同
活动、交往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习惯和
爱好，这就是校园文化。优秀的校园文化
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 培养学生的自主
意识和自主精神。

校园文化的本质是学生创造的文
化。学校如果没有了学生，即便有英明的
学校领导，完备的硬件设施，优秀的教师
队伍，都无法让校园充满活力。这是一个
核心问题，只有抓住这个核心，才能真正
体现“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在殷都，我
们的校园文化就是“主体多元”。

刚开始，我们很多校长谈起文化，只
会坐而论道，但抓不住核心：要么是在整
齐的教学楼上 ，镶嵌上 “团结 、拼搏 、奋
进、创新”一类的校训标语；要么是装饰
校园围墙，展示图文并茂的故事；要么在
花圃中种上生机盎然的花草……的确，
校园环境和硬件设施的建设， 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出浓厚的文化氛围。但是，校园
文化建设绝不仅是硬件方面的建设，这
些只是成人企图制造的文化， 而不是孩
子自己创造的、他们能够认同的文化。

有一个比喻： 如果把一个小鸟关到
笼子里面，你把笼子打扮的再漂亮、再舒
适，它仍然是一个囚笼，即便是金丝做成
的，鸟儿也不愿意困在里面。大多的文化
墙、校训等，都是老师、校长为学生设计
的强制性校园文化， 不是孩子自己创造
的文化，就算是“金丝”做的，对他们来说
也是“囚牢”。 只有让孩子创造属于自己
的文化，他才能真正陶醉其中。

校园文化的本质是把学校还给学
生 ，校长和老师只做幕后的导演 ，只做
“影子”，不能编造出所谓校园文化。 所
以在实践中， 我们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
设，把课堂还给学生，把学校、班级的管
理全部交给学生，并大规模地组织社团，
营造了浓厚的 “主体多元” 校园文化氛
围。

在课堂上， 学生自由结对， 组建小
组，策划自己喜欢的小组文化。 上课时，
学生踊跃展示、 大胆质疑， 自主进行合
作、探究学习。学校还根据学生的兴趣和
要求编制了校本教材， 开发了学生喜欢
的校本课程。

在班级管理上， 充分依靠学生自主
管理。每个班都有个学生“小班主任”，每
门课也有个“小课长”。 全班的每个学生
都担任了“班干部”，承担部分班级事务。

校园也划块交给学生管理， 包括升
国旗、开各类会以及大课间活动等。优秀
班主任、优秀教师也交给学生去评选，而
且他们的评分占到了 60%的权重。 同时，
还由学生给老师发奖状， 努力把学校变
成学生最愿意去的地方。

社团建设上， 让每个同学都自由选
择自己喜爱的社团，让他们在“结社”中
获取知识，获得表达自己思想的舞台，获
得展示、发展自己特长的机会，以此促进
孩子“多元”发展，使人人都成为“最佳的
我”，把学校真正办成学生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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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文化不能是成人眼
中的“金丝笼”

———兼论“主体多元”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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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000 分分分钟钟钟”””���解决了什么难题
———山西垣曲中学“80分钟大课堂”观察

□ 史文魁 张 竞

“课改，再试一次”

出乎意料， 在谈起学校课改情况时，
校长姚瑞勇说：“我不是一个坚定的课改
人。 ”问及何故，他向我们讲起了垣曲中学
的课改之路。

2005 年以前， 垣曲中学的教学质量
在整个运城地区的高中里几乎是最差的，
本地生源流失严重，学校几入绝境。 一个
偶然的机会，杜郎口的名字飘进了时任学
校书记兼管教学的姚瑞勇的耳朵里。同为
农村中学的杜郎口与垣曲中学的情况是
如此地相像， 这让姚瑞勇看到了一丝希
望。 半个月后，当他从杜郎口中学回来的
时候， 他对时任校长王小元说：“课改吧，
也许能救活。 ”

在王小元和姚瑞勇的大力推动下，山
沟沟里的垣曲中学走上了课改之路。原以
为学校只要一课改就马上能像杜郎口中
学那样焕发生机，但是“课改岂是一句话
那么简单”，事实上“路太难走了”。

“从 2005 年开始，我们全体师生就靠
着我从杜郎口看来的那么一点点经验开
始了课改 ，困难重重 ：学案用了废 、废了
用；小组建了拆、拆了建；模式改过来，又
改回去……成绩不但没进步，反而更糟糕
了。老师开始反对，学生也不买账，连我课
改的心也动摇了，有两三次我们已经彻底
放弃课改，走回原来的老路了。 虽然我不
是个坚定的课改人，怀疑、动摇、退缩都有
过， 但课改的信念从未在我的心底消失，
每次想起在杜郎口看见的活跃的课堂，我
都会想再试一次。 ”姚瑞勇回忆说。

从“垣中问题”到“80 分钟大课堂”

2008 年， 山西省高中课改如火如荼
地开展起来， 又重新点燃了垣中人课改
的激情。 这次姚瑞勇首先组织老师们认
真分析前几次失败的原因。 有老师分析

说 ：“我们垣中的课改之所以屡改屡败 ，
究其根源是我们在学生自主学习这个环
节出了问题。 一方面，我们垣中大多数学
生在初中段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
习惯，一开始新课堂模式，他们的自主学
习往往流于形式，效果差。 另一方面，老
师们素质不高，学案编写水平低，使得学
生不能利用学案进行充分的自主学习 。
这就导致了学生自主水平低， 没有自主
谈不上课改。 这就是我们垣中的问题，可
能也是所有农村高中课改中所面临的共
同问题。 ”

一语中的。 由此，垣中人为了解决“垣
中问题”开始重建课堂模式。

2010 年，“80 分钟大课堂学案教学模
式”在反复论证后，正式在垣中全面推开。

“80 分钟大课堂学案教学模式”，简
单地说就是把高效课堂的所有环节集中
放在 80 分钟（即两节课并为一节课）的课
堂上统一完成，在其过程中更强调学案的
导学、提升作用。

具体说来，此模式分“两段六步”，第
一段是学生自主合作，包括自主学习和合
作交流两个环节，主要任务是完成学案的
全部内容；第二段是学生展示提升，包括
展示反馈、教师点评、学生质疑、总结提升
四个环节，主要目的是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形成能力。

“我们的教师心里都充分地相信学
生、想解放学生，但只有理念还不够，要有
可行的操作方法来指导教师的日常教学，
让教师和学生在此模式下养成符合高效
课堂理念的教、学行为习惯，突破我们在
课改中操作层面上的瓶颈，这就是我们建
立这一模式的目的。 ”姚瑞勇解释道。

“80 分钟大课堂学案教学模式”和其
他课堂模式有什么区别？ 它能否解决“垣
中问题”？ 带着疑问，笔者走进了垣中的
课堂，来到了教师和学生中间，听听他们
的声音。

“80分钟大课堂”提供更大自主时空

“采用 80 分钟大课堂学案教学模式，
如何能让学生的自主学习变得充分有效？”

白丽惠 （地理教师）： 以我的班级为
例，以前我们将自主学习安排在课下。 但
是高中， 尤其是高一的学生课业负担重，
课下自主的时间不多，自主学习的习惯尚
未养成，这使得放羊式的自主学习往往不
能充分。

鉴于此， 我们将上课时间延长至 80
分钟， 把学生自主的环节放在课上进行。
在课堂的氛围里，学生们的自主学习效率
更高，小组交流更为便捷。 有助于学生提
高自主学习效率，养成自主学习习惯。 同
时也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自主学习的学
情， 并在适当时候进行个别辅导答疑，为
后续环节打好基础。

“把两节课合并成一节大课来上， 除了
将自主环节纳入课堂外还有什么作用呢？ ”

车建国（学生）：初中时，我们学校也
课改。 但有时候感觉一节课 45 分钟时间
太短了，有许多次，我们正在展示或者质
疑到关键的时刻，突然下课了。 问题遗留
下来，在心里憋着难受。 在上接下来的课
时，要么忘了那个问题，要么就还在思考
它，直接影响了学习效率。 现在一节课 80
分钟，我们将自主、小组合作探究、展示、
质疑等环节连起来进行，思路清晰，不会
被打乱， 完整地学习一个主题的知识，让
我容易理清它们之间的联系，这样清楚明
白，掌握起来更快，学习更有效率。

李赔红（数学教师）：而且这 80 分钟
可由教师和学生按需求自行分配———有
些课需要自主环节时间长一些，有些课展
示耗时长，有些课有突发的生成问题需要
当堂解决……80 分钟可以给我们更大的
自由度来调整各环节时间。 而且这种连
贯、自主的方式符合人的学习规律，是比
较科学的。

“学生会因为 80 分钟时间过长而感
到疲惫吗？ ”

吕江浩（学生）：不会，80 分钟看起来
很长，但上课时我感觉不到初中上课时很
难熬的那种感觉。我可以自主分配我的学
习时间，可以与同学交流，还可以展示或
者帮助组里同学展示、回答质疑，脑子在
不停转，气氛活跃，有种猎取知识的快乐
感。 所以比老师讲 45 分钟感觉好多了。

“80 分钟大课堂学案教学模式下，教
师应该怎么看待学案编制？ 什么样的学案
才是好学案？ ”

马琳（地理老师）：课改以来，编学案
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 我一开始编制
学案是按照课本上知识的逻辑体系编
排 ，不出错 ，但也不出彩 ，学案和课本目
录没有太大区别， 按部就班在教材上找
知识点就能完成学案。 有一天一个学生
说，老师，我们做学案就像做练习册。 我
突然意识到问题很大。 从此我开始遵循
最近发展区的概念， 有意识地引导学生
去探究一些课本深处的地理知识， 或者
把他们的视野引到课外。 从课堂的反馈
来看，有效果了。 接着，我借鉴物理老师
的经验，打破课本知识的逻辑顺序，遵循
学生的认知规律， 按基础知识点———发
展区问题———发散性问题的顺序将课本
重构， 再以知识树的形式帮助学生自主
归纳知识的逻辑顺序， 这样我的学案就
可以真正地帮助学生自主探究了。

“80 分钟大课堂”，表面上看是课堂
时间的重新组合，实际上，是给了学生和
教师更广阔的时间、空间———教师有了更
多的空间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学科知识进
行重新建构与拓展，而学生也能更加自由
地支配自己的学习时间。 在课堂上，在采
访中，我们充分感受到，教师和学生都非
常享受 80 分钟大课堂的过程， 学生学习
的自主化比较高，习惯良好；教师对新课
堂理念的理解很深，讲与不讲的时机火候
把握纯熟。 应该说“80 分钟大课堂学案教
学模式”的成果已经有所显现，所谓的“垣
中问题”得以初步解决。

绿色的升学率

课改，从来不避讳升学率，尤其是高
中，因为，好的教育从来不会在考试中败
下阵来。

在课改前，垣中教学质量长期在低水
平徘徊。 随着课改的深入，特别是采用“80
分钟大课堂学案教学模式”后，垣中的教
学质量明显提升，高考升学率有了质的飞
跃。 2011 年垣中高考二本达线率 40%，今
年高考摸底考试成绩更是和运城市重点
高中持平，成绩傲人。

“垣中的这些进步可以说得益于‘80
分钟大课堂学案教学模式’，得益于高效课
堂改革。 现在垣中的学生正在逐步走向彻
底解放，他们乐于学习、善于思考、交流合
作，身心愉快，健康成长。 对于这样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的学校， 我们不能再以升学率
的高低来衡量它， 即使我们非要用这种落
后的方式来评价它，那它也是优秀的，因为
它的升学率是绿色的、健康的。 ”现任垣曲
县教育局局长王小元如是说。

垣曲，黄河边上的一座小城，帝舜躬耕之地。 清晨，当笔者驱车沿着才通车数月的公路驶进这座刚刚苏醒的小城时，眼见簇新的楼宇突兀在道路
两旁，古朴的老屋半隐在历山怀中。 看得出，这是一座正在从历史的闭塞与贫穷中走出来的小城，改革正让这里青春焕发。 在柏油路与黄土路的交替
中，笔者一行来到了拥有 50 余年历史的垣曲中学。 和孕育它的小城一样，垣曲中学正在课堂教学改革中生发着新的活力。

■草根·足迹

课改人必须有的品质
□ 陈利灯

� 近日，山西省临汾市新立学校举行了以“桃
花丛中抒豪情，畅想春天立壮志”为主题的第二
届“走进大自然，远足拉练行”活动。教师、家
长和学生徒步 1 00华里，来到桃花庄村千亩桃
林，赏桃花、诵经典，亲近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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