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了以上的文化，还有和情感相关的文化。
很多学校现在也在搞爱的教育、情感教育。 爱的教育的第一个方面叫“亲爱”，

即亲人之爱。 很多学校都在搞感恩教育，这是一种亲子文化，是孝文化。 我不反对，
但是我认为，还有比孝文化更重要的。第二种爱是“恋爱”，是异性教育，是一种异性
交往的文化，也叫性文化。 但是可能我们现在很多学校畏惧这个文化，其实能做好
性教育的学校更值得人钦佩。

还有一种爱叫“友爱”，西方人叫“博爱”。 你可能经常听说博爱，但不一定知道
博爱有多么重要。现在我想告诉大家，在所有爱中，它第一重要的！它是陌生人之间
建立关系的爱，是一种同伴交往文化。

我很希望学校能够考虑这样一个思路：第一，我们可以做感恩教育，可以讲孝
文化，但不要做到庸俗。第二，即便学校里不允许过早谈恋爱，但也不妨做一些异性
交往的教育。 第三，最重要是从感恩教育升华到友谊教育，这才是真正的“爱的教
育”。

提到友谊教育，我认为应该把握两点：
一是用“友爱”对待“亲爱”。只有友爱（博爱）文化才可以让每一个老师、每一个

学生明白友谊有多么重要。能够干大事的人，过得幸福的人，都是有朋友的人。从某
种意义上说，朋友比爱人更重要，甚至比亲人还重要。如果您能够这样理解，就会发
现“爱的教育”的内涵更深入了，外延更开阔了！

二是用“友爱”对待“恋爱”。什么样的人才是你要找的终身伴侣呢？就是你要从
那个人的灵魂里见到你自己的美好，换言之就是与你志同道合的人。

想获得幸福完美的“恋爱”，就要记住：第一，要和你的爱人成为最好的朋友，这
是友爱文化。 第二，你和爱人要相互欣赏、崇拜对方的身体。 这是身体文化。 如果一
个校长能够让自己学生的身体既有力量感，又有优雅感，那么他就是做了一件造福
后世的美好的事情。第三，要有情趣。情趣就是你愿意陪伴别人，你愿意和他（她）在
一起，这是陪伴文化。 有些女性喜欢在家里问丈夫爱不爱她。 其实你就看他愿不愿
意陪伴你就明了了。 除了陪伴以外，还要加一条：“欣赏”。 两人除了愿意在一起聊
天，一起做游戏，一起倾听，同时他（她）还能够觉得只要是你的，就是好的。

简单归纳起来，学校文化应该包含两条：第一条是与知识相关的文化；第二条
是和情感相关的文化。 与知识相关的文化重点在于劳动，这是男性的文化，第二条
是女性文化，就是发挥情趣文化。 这两种文化合在一起就是学校文化的核心要素。

（此文根据华南师范大学教授刘良华在“学校文化发展·通州对话”上的讲座录
音整理编辑。 邱磊/整理）

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课题
《“成长为本———问题导引”教学模式实
践研究》面向全国招募承办单位，所有
学校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均可申请参
加，不收取任何费用，原则上申报子课
题以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为单位，组
织团队申报。希望各教育局、教科所、教
研室、学校相关负责人积极申报。
实施细则详见：

中国教师报网站
http://bbs.chinateacher.com.cn

22. 预习、展示、反馈，这三个高效课堂的
必要环节各自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预习就是在教师讲之前自己先学习， 或者
说在正式学习之前先做一下学习的准备。

预习这个观念本身就是传统课堂教学的
产物 ，或者说就是从以 “教 ”为中心的课堂滋
生出来的概念。 学习就是利用各种信息依靠
自己已有的知识和认知能力进行自我构建的
过程。 当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我们也要终身
学习， 那个时候学习就变成了纯粹的自主学
习了，还能有什么预习吗？

现在我们说的预习就是自主学习， 预习对
于学生来说是学习的开始。所以，我认为应该把
预习干脆就说成是自主学习，或者叫做自学。这
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一个词的改变，标志着一
个教育观念的更新。

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在不同阶段利用不同的
资源和信息进行自我构建的过程， 在不同阶段
形成和构建的能力和品质也不同。

自主学习阶段， 主要就是靠自身已有的知
识和能力进行初步的构建， 这个阶段依靠的学
习资源就是自身， 主要锻炼自己的独立思考能
力。小组中的对学与群学阶段，学生就把本组的
同学当做了自己学习的资源， 这个阶段锻炼了
与伙伴合作的能力。 当然在个人展示的过程中
也提升了自己的表达能力和交流能力。 其实这
个阶段就是合作的开始阶段。质疑与对抗阶段，
就是把在自学和小组合作没有解决的问题，通
过全班质疑与对抗的方式， 在教师的追问与引
导下（当然也可以在学生的组织下）解决掉。 在
这个阶段已经掌握该知识的同学通过帮助尚未
掌握的同学，提升了自己对知识的把握，同时也
提升了自己的能力； 而没有掌握该知识点的同
学通过这个阶段也完成了学习目标。 这个阶段
贯穿着同学们的展示， 所以我认为展示不是一
个独立的阶段， 是贯穿着小组学习阶段和质疑
对抗阶段的一种表现形式。达标测评阶段，就是
对课堂学习成果进行检验， 通过检验确定课后
的学习重点和下节课的导学案编制基础。

所以，我认为预习就是学习的开始，就是自
主学习。 科学的学习流程应该是这样的:自主学
习———合作学习———质疑对抗———达标测评。
在这个学习过程中，以导学案为抓手，以展示为
形式，以问题为引导，以检测为手段。 在学习过
程中，不仅学会了知识，还形成了能力和素质。

（任永生）

15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学校文化的核心要素
□ 刘良华

■理论·深度
课题 问答

江苏省启东市实施“五个一”工程
开展草根课题研究

本报讯 江苏省启东市教育局把 2012 年定
为“课题研究普及年”，推出了“实施‘五个一’工
程、开展草根课题研究的创新举措。 “五个一”工
程，即“一个微小课题”、“一份申报文本”、“一年
研究时间”、“一套过程资料”、“一篇发表文章”。
努力降低科研门槛，鼓励全员参与。 力争实现 20
个省级课题、80 个南通市级课题、300 个启东市
级课题的“十二五”课题研究目标，使每所学校都
有研究课题，每位教师都能参与课题研究，为打
造教育名市奠基。 （通讯员 俞 蔚）

■课题动态

高效课堂是时下中国教育界的热门话题， 它既
是课堂改革的重要目标 ，也是实现素质教育的必由
之路。

如何实现高效课堂？ 我本人也已进行了长期的
摸索 ，但终不得妙解 。 幸而 《中国教师报 》第 418 期
刊载的杜金山老师的 《高效课堂的八大支撑系统 》
一文，使我茅塞顿开，获益颇多。

我发现自己在课改方面多年来之所以停滞不前，
其主要原因在于自己在认识上有误区。 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 一是没有摆正自己在课堂中的位置。 过
去 ，我一直认为课堂是教师挥洒激情的舞台 ，老师
是课堂的绝对主宰，“传道、授业 、解惑 ”，高高在上 ，
滔滔不绝。 而学生是一群观众，只要是被动地听讲，
被动地记忆， 被动地理解就可以了。 其结果可想而
知；而高效课堂 ，在杜金山老师看来 ，要让学生成为
课堂的中心， 老师和学生以及学生和学生之间应该
是平等的对话者 。 换言之 ，学生要真正成为课堂的
主体，而老师只是课堂的策划者和辅导者。

二是对学生不放心， 不敢放手。 因为在我的眼

里 ，学生只是成长中的嫩苗 ，需要园丁不断地施肥 、
浇灌。 而事实上，在信息时代里，学生接受的信息量
和接受新知识的能力都是惊人的， 而教师对知识的
垄断地位也已经被打破。 教与学的关系应该被重新
构建。 杜老师的高效课堂观在强调独学、 对学的同
时 ，还发挥群学的作用———搭建 “异质同组 ，同质异
组”小组，“一个好汉三个帮 ”，这正是重构了教学关
系。 因此， 还课堂于学生是大势所趋。 基于这种认
识，我对自己的教学模式作了大胆的改革。

我的教学新模式是 ：突出 “一个中心 ”，即以学
生为中心； 锻炼 “两个能力” 即自学能力和合作能
力；实现“三个目标 ”即全面发展 、快乐学习 、学习快
乐 ；落实 “五个环节 ”即展示 、探究 、博弈 、提升 、小
结。

对于“五个环节”我想展开来说。 首先，所谓“展
示”是指导学案的展示。 导学案是一堂课的路线图，
老师在编写导学案时一定要搞清两个方面： 课标和
学情。 这样老师才能做到有的放矢。 我每节课的导
学案都是由自己编写， 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将本节课

重要的知识点， 尤其是教学目标中需要识记的知识
点都囊括进去， 另一方面自己也加深了对教材的理
解。 导学案要在课前发给学生， 让他们通过自主学
习来完成 。 上课时让学生分别展示自己的导学案 ，
随机抽查几张作为展览 ， 老师要给予适当的点评 。
这样做很有必要， 这既是对学生自学能力的鼓励和
肯定，又能起到示范作用。

所谓 “探究 ”是对教材重难点的深挖 ，是拓展学
生的思维的体现。 为此， 我将授课的重难点编成一
些思考题或辨析题， 再把这些问题平均分配给各小
组，让他们在认真思考 、充分讨论的基础上 ，选派代
表来回答， 其他小组当评委， 可就不完善的地方予
以指正或补充；若有分歧，也可发表自己的见解。 这
也就进入了“博弈’环节。

在 “博弈 ’环节中 ，大家共同参与 、争论 ，在激烈
的思维碰撞中， 深化对知识的认识和把握。 尤其难
得的是， 这种博弈可以锻炼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
逻辑思维能力。 当然在这个环节中， 老师的作用不
可或缺 ：既要驾驭全局 ，避免课堂失控 ，又要认真听

讲 ，做好记录 ，以便对每个问题作点评 ；点评既有对
知识的纠错 、补充 、拓展和归纳 ，也有方法方面的指
导。

所谓 “提升 ”指的是训练提升 ，每节课都要准备
一些题目 ，我们这里的学生都有 “同步训练 ”，故在
完成教材任务后 ， 就让学生做本节课的同步训练 ，
小组之间互查， 把分歧较大的题目挑出来大家通过
互动来解决 ，这种互动 ，既强化了平等 、紧密的师生
关系 ，也优化了课堂生态 ，促进了师生共同 、和谐 、
快速发展。

所谓“小结”是老师从宏观方面对本节课的内容
作一总结，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我的这一教学模式， 完全贯彻了以学生为中心
的思想 ，自学 、展示 、博弈 、提升几乎都是让学生自
己去完成。 这种敢于放手， 是建立在相信学生的基
础上， 它大大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促使
他们去思考， 去探讨、 破解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问
题，其结果必然是让学生的综合能力获得提升。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阜阳市插花中学）

相信学生 大胆放手
———读《高效课堂的八大支撑系统》有感

□ 董建军■共同探讨

� 什么是文化呢？ 就是习俗、生活习惯。 改造学校文化就是把学校里的人长久养成的习俗、习惯改过来。
一个好的校长，会在学校里建立一系列只有他的学校才有的风俗。例如：大家都在做升旗仪式，但是他

的升旗仪式和别人不一样；每个学校都有建筑物，但是他的建筑物就是和别人不一样；所有学校的老师和
学生都在工作、学习，但是这个学校的老师的工作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跟别人就是不一样，这就是学校文
化。

一般来说，学校文化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个是器物文化，主要指学校的教室、走廊、操场、厕所、食堂、
课桌、墙壁、黑板等；第二个是制度文化，指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第三个是精神文化，指教师和学生的学习
和生活习惯。 这三种文化相比，谁更重要呢？ 我认为学校的制度和精神文化，比器物文化更重要。 那么学校
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相比，哪一个最重要呢？ 回答是：精神文化。 今天我们就谈谈学校的精神文化。

什么样的习惯才算是好习惯呢？ 回答是：自然的
就是最好的。 所谓自然就是从人性出发，顺应人性、保
护人性、发挥人性。 所以好的生活习惯，是符合人性
的。

我所要谈的人性，从哪里出发呢？ 可以从食欲出
发。 为了有好吃的，人类必须劳动。 在原始社会，男人
捕猎，女人采野果子，逐渐演变成农业和畜牧业。 后来
发现，靠天吃饭不稳定，农业和畜牧业还是不可靠，于
是又发展了工业，尤其是化学工业。 可是，我们发现化
学工业依然不可靠，石油、煤炭，这些资源都是有限
的。 于是，我们又开始制造一种新兴产业，叫“信息产
业”或“知识产业”。

其实，学校教育也是循着这样的路径发展的。 农
耕时代教育主要的内容是怎么养殖动物、 怎么种田，
再后来是怎么操作工业技术，而信息时代里我们的学
生开始学纯知识。 不同发展阶段的教育活动生发出不
同的精神文化内容，也自然而然孕育出与之相合的行
为习惯。

在当下的信息社会里，我们怎么让孩子在学习知
识过程中养成一个顺应自然的好习惯呢？ 我的建议如
下：

在学习文科知识的过程中，我建议让孩子们围绕

某个主题展开主题学习， 而不是死板地依赖课本学
习。 比如学语文时，教材本身很难帮助孩子学好语文。
而且目前的语文课本很可怕：它是由一篇一篇互不相
干的课文拼合成的，不是以主题的形式呈现的。

假设一个学生对余秋雨的散文感兴趣，他在一段
时间内都只学余秋雨的散文，这就是主题学习；而如
果一个孩子一篇一篇地按课本的顺序学习语文，就是
课文学习。

怎么把课文的学习变成主题学习呢？ 我再举一个
历史的例子。 一个学生能够把历史学好，或者真正对
历史这个学科有激情，绝不是看课本看出来的。 相反，
历史课本很可能让学生对历史失去兴趣。 但是如果让
学生主题式地研究毛泽东这个人， 在研究的过程中，
学生自然就把中国近代史融会贯通了，这就是主题学
习的方式。

然而现实的问题是：学生的时间非常有限，我们
必须要完成普及知识的任务———于是，课本就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为了普及知识，知识就变成了一篇篇
的课文，而恰恰是这一篇篇的课文把本来有意义的主
题给一刀刀地剪断，剪得七零八落，鸡零狗碎。 当下，
好的课本和坏的课本的差别，仅仅就是有些“鸡零狗
碎”是好的，有些“鸡零狗碎”是坏的。

我们现在如何能够让孩子重新和真正对知识感
兴趣？ 在文科学习方面，要做一件事，就是要把这些
“鸡零狗碎的东西”尽快“普及”，要尽快把课本的知识
过一遍，然后把大量的时间用于主题探究。 这就是文
化。

一个学生哪怕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高中三年级
的语文课文一篇都不学， 只让他学几个人的文章，这
个孩子的语文素养也会不错，甚至更好。 这就是主题
学习的优势。 如果有老师能够让学生不学课本，而是
让学生只针对某个名家进行学习， 比如今天学李白，
过一段时间学杜甫，他的学生就会变得有语感，有文
学修养。

如果能把课本学习变成主题学习，把“鸡零狗碎”
变成脉络，我们的孩子就有救了。 对此，我想到的一套
策略是妥协、折中。 文科全部恢复为有意义的、有主题
的学习，把那些课本尽快地学完，然后再围绕课本中
的某几个主题，让孩子自己进行探究。

在理科的学习过程中也是如此。 比如学习数学，
如果想要学好数学， 仅仅每天紧跟着老师听课不够，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在家里自学。 数学是一种例题
思维，你把例题看明白了，能做像例题一样的题目，你
就能够自学。 我把这种方式叫做“自学文化”。 由于一
个孩子的自学需要有老师辅导， 所以我们也称之为
“自学辅导文化”。 我们在好多学校发动学生在家里自
学，而且要超前自学。 小学一年级自学二年级的内容，
上学期自学下学期的内容。 这个自学是什么东西呢？
它已经是我们的自然生活了，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每天
都在自学。

如果有人问你，你们的学校文化是什么？ 你首先
要回答一个问题：你的学生是怎么学知识的。 你要是
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你的学校就很难讲“有文化”。 当
有人问，你的学校文化和其他学校有什么区别呢？ 你
可以底气很足地说： 我们的学生学习是主题学习，我
的学校不是课本文化，而是主题文化、探究文化。

这就是我今天推荐的第一个文化———“自然学习
教育”文化。自然的，就是好的。我信任的教育学，叫做
“自然教育学”。

把“学生自治”作为学校文化的核心主题，就是学生自己的事，
全部由他自己来干，包括生活中的洗衣、做饭，包括学习中的自学
等。 我提倡把主动学习的权力还给学生。 只要校长能够在自己的学
校里做好“学生自治”，我相信，您就能把自己的学校办好。

中国近代的校长们做得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发动学生自治，成
立学生自治组织。比如学生自治委员会、学生会等。当时的学生自治
委员会是学校非常重要的机构，大小事情由学生自己操办。 现在的
校长、老师们总怕学生做不来，做坏了，可是如果不让他们做，他们
就永远都做不来。反过来说，你放手让学生做，你会发现学校的面貌
焕然一新！

这个颠覆性的变化是怎么来的呢？ 以前是校长说了算，现在是
老师说了算；以前是老师说了算，现在是学生说了算。以前是校长对
老师不放心，老师对学生不放心，现在变了！现在学生是不停地在发
动，在折腾，老师在旁边指导，而校长只是作为一个欣赏者和经历者
就可以了。

这是我今天提的另一个文化，叫“学生自治文化”，也叫“劳动文
化”。 让孩子亲自做事，把自食其力当作学校的主流意识形态，把自
学辅导当作学校唯一的教学方式。 有人会认为这太偏激了， 会问：
“那老师就不能再讲课吗？ ”可以讲，但是这个讲，是专题讲座。 讲的
前提是，在开始之前学生有自学；结束之后也有自学。专题讲座的目
标就是推动学生自学。 要把自学当作学校唯一的教学方式。 我曾经
专门对此做了研究，结论是：只有一种教学方式是有效的，于教学上
叫“自学辅导”，于学习上叫“自学”。

劳动在“德智体美劳”之中虽位列最后，却最重要。 我希望校长
在学校能发起一场活动，把家庭劳动作为第一项家庭作业，规定学
生每天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打开书本，而是劳动半个小时！
这样，中国的教育就有救了。

为什么？因为这是教育的源头。对于人来说，知识学习绝不是最
重要的，劳动技能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孩子只要有劳动习惯，无论他
的成绩有多么差，他也会幸福一生。 反之，一个孩子的成绩非常好，
但是他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劳动，那这个孩子未来的人生可能会很艰
难。

劳动还可以更进一步细化成手工劳动，形成“动手做”文化。 校
长们应该做一件事情：在你的学校发展 “动手做 ”的文化 （DIY 文
化）。 告诉教师们少教训，多辅导；教导孩子们少说，多做，什么事情
都坚持自己去做。其实只要你发展了这种文化，孩子会受益一生，幸
福一生，也会感激学校一生。

自然的就是最好的

“动手做”收获幸福人生

同伴交往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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