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教师报： 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情
境教育， 何时决定在全市中小学尤其是小
学推广这种做法的？

彭建伟：新课程改革以来，为适应我市
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要求， 在深入思考如何
更好地促使学生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
度，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倡导学生
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实现全面
和谐发展、个性特长发展、活泼主动发展的
过程中， 我们开始了解和学习了李吉林老
师的“情境教育”。 情境教育的理论符合当
前教育的发展方向， 能创造性地把儿童的
情感活动和认知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可
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大幅度提
高教学质量。我们认为情境教育研究是一项
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实验研究，为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探索了一条科学、有效的
途径，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模式，为我们丰富
中小学教育理论、转变教育思想观念，以及
改进课堂教学模式等方面，提供了鲜活的研
究材料。 因此，我们决定积极学习借鉴和引
进推广情境教育。

中国教师报： 李吉林老师情境教育的
何种理念最打动您？

彭建伟： 李吉林老师认为，“传统教育
中各学科、各活动互不相容，呈现离散性，
削弱了教育效果的整体性” 这一观点我们
非常认同。 李吉林老师提出以“情”为纽带，
以“思 ”为核心 ，以 “儿童活动 ”为媒介 ，以
“美”为境界，以“周围世界”为源泉的情境
教育，更具生动性和深刻性，贯通了课堂教
育、 课外教育和野外教育； 联结了学校教
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体现了教育的整
体力量和整体效果。 她提出让孩子们“美美
地学，乐乐地想，每天都有进步”的理念，深
深打动了我。 这也是我们期待孩子们在学
习过程中应该展现出来的最好状态！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引进情境教育会
对克拉玛依未来的教育发展起到什么样的
作用？

彭建伟： 克拉玛依市教育局近年来一
直在严格执行和推广“六严”制度，目的就
是真正为孩子们减轻学业负担， 让孩子们
真实而深切地感受到学习是快乐的、 轻松

的，从而激发孩子们喜欢学习、愿意学好的
主观能动性。 而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理
念与我们努力的目标不谋而合。 因此，我们
现在努力推广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 目
前，9 所实验学校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将李吉
林老师的情境教育理念渗透在课堂教学
中，展示于课堂教学外。 从实验校领导、教
师、学生及家长的反馈来看，教师对于这项
实验研究还是乐于接受的，尤其是家长，对
于这项研究活动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和肯
定。 相信这项以德育为先导，语文学科为龙
头，课堂教学为中心，以儿童活动为途径的
教育教学模式， 一定会让小学各学科分立
的课程得到优化组合， 从而为我市不断提
高教育教学质量和成效助力。

中国教师报： 您怎么评价目前克拉玛
依教师实践“情境教育”的效果？

彭建伟：所谓“教学有法，但无定法”。
为了能让李吉林“情境教育”教学模式在我
市得到扎实开展， 我们在全市各区有针对
性地选择了 9 所实验校作为排头兵， 进行
尝试。 从目前各个实验校的推广、实践的效

果来看，我想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学校和
实验教师能够静下心来学习李吉林老师的
理论， 并不断在课堂教学及有关的教育活
动中进行体现和落实。 从各实验校的推广
情况和效果来看， 从本次交流活动的经验
介绍来看， 情境教育在广大一线教师中的
推广是成功的，效果非常显著。 孩子们参与
活动的激情，家长们评价活动的热情，就是
最好的肯定。 通过此次经验交流会，我们将
认真总结工作，全面梳理思路，加大推广力
度，进一步扩大普及面！

中国教师报：您对未来有哪些期许？
彭建伟：未来，我们任重而道远。 “情

境教育 ”在全国推广得轰轰烈烈 ，自然有
卓尔不群的精华值得我们不断汲取。 在几
所实验校已有经验的借鉴下，在其成功经
验的启迪下 ， 在李吉林老师的关注指导
下，我们相信一定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教师
走到情境教育的路上 。 希望大家一起研
究、一起探索、一起实践，让油城更多的孩
子能在情境教育中“美美地学，乐乐地想，
每天都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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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孩子入学后的几年时间里，参加了学校组织的几次
情境教育的活动，‘主题大单元活动’、‘假期读书会’、‘假
期捕小鱼’，每一次都让人耳目一新，我甚至也想在家庭教
育中实施情境教育。 ”说这话的是新疆克拉玛依市第十八
小学学生家长付松丽，尽管是教育的门外汉，但她却用了
比较“专业”的 12 个字来形容情境教育的特点———“情由
境生，美在其中，意蕴深远”。

让付松丽发出由衷赞叹的“情境教育”，是著名儿童教
育家、江苏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特级教师李吉林的“独门
绝技”。 近两年，在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的力推下，李吉林“情
境教育” 理论在 4000 公里外的戈壁油田城市生根发芽，开
出绚丽的花朵。

9 月 13 日，“李吉林情境教育” 现场交流会在克拉玛
依市第六中学召开，一进学校，记者就看到琳琅满目的各
种展板，“倾听窗外的声音， 享受情境的滋养”、“让情境教
学涌动生命的灵性”、“多姿多彩开展活动 入情入境放飞
行动”，展板记录的不仅仅是普通的文字，更是克拉玛依市
各个学校践行“情境教育”理念，扎扎实实开展各种活动的
心血与智慧。

缘起 为了让孩子快乐地学习

2010 年，克拉玛依市教育局长彭建伟提出了在克拉玛
依小学全面开展“创设课堂教学情境”活动的号召，在克拉
玛依全市推广“情境教育”。

“尽管新课程改革已经推行了多年，但素质教育依然
没有得到很好地贯彻和落实，学生的学习负担很重，学习
成了一件苦差事。 ”彭建伟当过多年教师，对学生学习的
“苦”深有感触。

如何减轻学生学习负担，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彭建
伟发现了“情境教育”。

“情境教育研究是一项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的
实验研究，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探索了一条科学、有效的
途径，提供了一种成功的模式。 ”彭建伟说。

尽管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理念已经提出多年，但真
的在区域内大规模进行实践，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克拉玛依要学“情境教育”，这在当地教育界绝对是个
大新闻。 很多教师明显持观望态度：学归学，做归做，你学
你的，我教我的。

但是谁也没想到， 彭建伟是动真格儿的， 要真学，真
做。

2010 年夏天，彭建伟率先垂范，率领大队人马来到江
苏南通，特地拜访了李吉林，他讲述了“情境教育”的动因，
尤其是他的“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的教育理想。

虽然见过很多领导、专家、学者，但一位普通教育局长
对教育的执着和热情，感动了李吉林，也打动了李吉林。

“面对这样高水平、并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局长，我只能
服从。 我愉快地接受了彭局长交给我的培训任务，并愿意
用心去完成。 ”李吉林老师笑言。

培训，总得有人当排头兵。 克拉玛依市教育局确定了
9 所小学承担前期的实验工作，一批一批的克拉玛依老师
不远千里赶赴南通，到李吉林老师所在的南通二附小。 粗
粗估算一下，从 2010 年 10 月到 2011 年 3 月，教育局共选
派 160 名骨干教师、教研员赴南通学习。

这些实验学校的教师无疑是情境教育的“火种”，为了
让他们尽快把所学知识内化， 带动更多教师运用这一教学
模式，教育局还在克拉玛依市小学语文“余敏名师工作室”
成立之时， 将工作室的研究内容确定为如何在全市推广李
吉林“情境教育”研究。

点燃 在老师心中播下情境的种子

如何让教师真正喜欢、热爱“情境教育”，“余敏名师工
作室”费了很多心思，最终决定采用“教研促实践”的方法，
对教师进行培训。 具体做法就是：指导全市小学语文教师品
读李吉林的著作， 书写交流读书心得， 每学期工作室组织
“读李吉林老师著作之读书沙龙”，以此转变教师观念；指导
教师上研讨课，教师们观摩、研讨后，再在课堂教学中实践，
从而真正转变课堂模式。

“读李老师的著作，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我们希望教师
更深刻地理解情境教育，在心中播下改变和实践的种子，从
而真正在自己的课堂中创设情境。 ”克拉玛依市小学语文教
研员余敏恳切地说。

最是书香能致远。 克拉玛依市的 9 所实验小学开始了

各自独特的“情境教育”书香之旅。
2011 年 4 月，百年老校克拉玛依第一小学开展了“李

吉林情境教育读书漂流活动”，39 名小学语文教师共同研
读了《李吉林文集》，整整 3 个月，教师们写下 200 余篇读
书心得。

在克拉玛依第七小学，副校长周湘荣从南通挂职回来
后，开始书写自己的读书心得《情境教育的诗篇》，坚持每
次将读书体会上传到教学平台上，与全校教师进行学习分
享。 同时，学校每月进行青年教师读书汇报交流活动。

走近李吉林，走进《李吉林文集》，很多教师不仅更新
了教育观念，更有了对教育全新的认识。

“她带给我的震撼和思考是前所未有的。 ”克拉玛依
市第十二小学教师党文君至今还记得， 结束南通培训之
旅时， 年逾古稀的李吉林老师一直在门口目送他们离开
的情景。 这是她第一次和“教育大师”近距离接触后有这
样的难舍之情，所以阅读《李吉林文集》时有着更为深刻
的体会。 “接触并学习了‘情境教育’，让我品尝到一道教
育大餐，重新品味到教师的幸福。 ”

对于克拉玛依市第十五小学教师赵文慧来说，读《李
吉林文集》 印象最深刻的是李老师那颗永不褪色的童心。
“我们常常教育孩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然而，为了
明天的幸福，孩子们在今天就得失去童年快乐吗？ ”赵文慧
开始反思自己的教学、自己的课堂。

而对于很多处于职业倦怠期、 瓶颈期的老教师来说，
阅读《李吉林文集》，是一个重新点燃激情的过程。

“多年以来，日复一日相同的教学内容，缺乏新意的教
学模式，让我们缺少投入的激情、思考的激情、实践的激情，
甚至已经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至高境界’，但读
完文集后，越发感到自己的渺小，为什么不能做创新教育的
追梦人？ ”克拉玛依市第十九小学教师李春涛反问自己。

“通过‘情境教育’，李吉林老师实现了从普通教师到
教育家的飞跃，这是一种教师专业成长途径，我们应该带
着发现的眼睛，创造出别具特色的课堂。 ”克拉玛依市第五
小学教师陈霞说。

实践 创造“情境教育”之美

2011 年 4 月 21 日，李吉林“情境教育”研讨活动在克
拉玛依市第六小学召开，独山子第六小学教师邓少华上了
一节李吉林情境教育研讨课———《雷雨》，通过语言、音乐、
图像创设的雷雨变化情境，让观者如痴如醉。

越来越多的教师已经不满足“纸上谈兵”，开始尝试着
让自己的课堂体现“情境教育”理念，图片、音乐、录像等纷
纷引入课堂，成了很多教师创设情境的“必备法宝”。
但这样，就是情境教学了吗？

党文君在执教《萤火虫》一课时，最初的设计是完全模
仿李吉林老师，却发现效果一般。 “只想着怎样体现情境教
育的美，停留在表面，而忘记了情境教学必须服从教学和
学生的需要，这样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她越来越感觉
到，好的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有正确的教学理念，更要善
于及时发现学生思维的火花，捕捉教学的契机，把教学引

向深入。
“在课堂上，仅用图画、音乐、表演等手段来充实教学，

一味强调了课堂的‘丰富多彩’，却往往忽略了最本质的东
西，这样对情境教学的理解太浅显。 ”在克拉玛依市第七小
学教师马丽看来，情境教育要激起儿童的情绪，使儿童用纯
真的情感参与学习活动，以教师的心弦拨动儿童的心弦。

“我是一个长大了的儿童。 ”李吉林这样评价自己，而
“儿童立场”正是李吉林“情境教育”最为根本的一点。

“你会发现，李吉林老师在情景教学中所创设的情境，
特别是以图画、音乐、演示和语言描绘来设置的情境，大都
有意识地粗略一些，简易一些，目的就是为了给学生留有
广阔的想象天地，使学生在‘求异’想象中不断迸发创造
性。 ”马丽说。

与此同时，教师们不再局限于在课堂上践行“情境教
育”理念，开始实施整合各个学科的“情境主题大单元”活
动，这种以语文学科为龙头，以儿童为主体，把原本分散的
各个学科（独立分化的课程）连接成为一体的活动，让学生
成为主角，受到了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比如第十八小学五年级开展的“粽子节”主题大单元活
动，真正实现了 9 个学科的共同协作。 语文课上，师生们品
读着屈原的誓词；数学课上，师生一起品尝着“粽子中的数
学”；英语课上，师生一起对比了解中国的传统节日和国外
节日的不同；音乐课上，师生陶醉在粽子舞排练的欢快中；
美术课上， 孩子们画下一个个美化的大粽子……尤其是到
了集体展示的那一天，孩子们比赛包粽子时的屏息凝神，吃
粽子时的狼吞虎咽， 跳棕叶舞的妙趣横生， 展示绘画的骄
傲，让所有的教师和家长无比欣喜。

“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活动，它提高了学生的素养，培
养了学生的能力，使他们更具自信，同时也让原本分散的
各学科有了一个整体的联系。 ”第十八小学副校长王敏无
比兴奋地说。

有了五年级的成功经验，第十八小学将“主题大单元活
动”正式放在学校教学的重要日程中，分别在 10 月、11 月、
12 月各安排一个年级的“情境主题大单元”活动。 三年级的
学生年龄比较小， 教师们就以语文学科为龙头， 开展了以
“剪纸———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为主题的活动；四年级教
师选择课本中孩子们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为蓝本， 挖掘与此
有关的各种资源，开展了“童话”主题活动；六年级教师则在
教学任务比较繁重的现实下， 巧妙选择了各学科都包含的
与“圆”有关的教学内容，确定了“圆之梦”主题活动。

“孩子们在活动中迸发的热情和欢笑，让每一位在场
的教师无不动容，这才应该是孩子的表现，这才应该是孩
子的天下。 ”第十八小学教师杨佳由衷地说。

克拉玛依市教师的优异表现，家长看在眼里，教育局看
在眼里。 李吉林老师也看在眼里，9 月 13 日，一项特别的荣
誉被授予克拉玛依市第一小学和第十八小学———“李吉林
情境教育实验校”，这是李吉林情境教育研究所在外省挂牌
的仅有的两所学校之一。

“未来，我们相信一定有越来越多的老师一起走到情
境教育的路上，让油城更多的孩子能在情境教育中美美地
学，乐乐地想，每天都在进步。 ”彭建伟信心满满。

□ 本报记者 康 丽

从江苏南通到新疆克拉玛依，4000 公里的路程，因为共同的教育理想而不再遥远。 9 月 13 日，“李吉林情
境教育”现场交流会在克拉玛依市召开，经过两年的砥砺打磨，著名儿童教育家李吉林的“情境教育”理念已经
在茫茫戈壁滩上扎根，开花。

戈壁盛开“情境”花

特别策划·情境教育

澳大利亚学者呼吁
重视教师的作用

□ 黄 喆
据《悉尼晨报》报道，澳大利亚在

2009 年国际学生评价项目（以下简称
PISA）排名中，综合成绩位居世界第
九 。 澳大利亚总理茱莉亚·吉拉德
（Julia Gillard）对此明确表示，必须进
一步提升澳大利亚的教育水平。 吉拉
德希望在 2025 年实现澳大利亚学生
在阅读、算术和科学 3 科成绩跻身世
界前五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澳大利亚政
府计划拨款 65 亿美元， 以期改善澳
大利亚教育现状。 然而众多教育专家
表示，若想扭转澳大利亚日益下滑的
教育成绩排名，政府必须为支持教师
专业发展、提高教师薪资待遇投入更
多资金。

在教师专业发展发面，格拉顿研
究所（the Grattan Institute）学校教育
项目主任本·詹森博士 （Ben Jensen）
对 2009 年 PISA 测验综合成绩位列
前四的地区的教育情况分析后发现，
上海、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四地的教
育部门都非常重视教师，支持教师参
加各类培训活动，例如重视创造一种
教师教育的浓厚文化氛围，支持教师
进行科研， 促进教师间的合作与协
作，认真对待教师的反馈信息，提供
专业培训的机会等。

此外， 澳大利亚政策发展中心
（the Centre for Policy Development）
的一位教育专家表示， 芬兰对教师的
基本要求是必须具有硕士学位， 而且
教师在芬兰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相
比之下， 澳大利亚并没有将教师视为
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加以重视。

在教师薪资方面，澳大利亚教育
研究委员会 （the Aus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search） 首席研究
员劳伦斯博士（Dr Lawrence Ingvar鄄
son）指出：“除非澳大利亚能像其他教
育质量优秀的国家一样，给予教师足
够的尊重和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否则
推进澳大利亚的教育改革将困难重
重。 ”他认为，澳大利亚教师的工作水
平并不比那些发展中国家的高水平
教师逊色，但澳大利亚的决策者们却
没有切实致力于吸引这些高素质的
优秀教育人才。 唯有政府对教师的薪
资标准进行彻底的改革，才能最终实
现学生成绩大幅提升的目标。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Aus鄄
tralian Council for Educational Re鄄
seach）首席执行官杰夫 （Geoff Mas鄄
ters）教授认为，决策者不能通过简单
复制那些在 PISA 测试中得分较高的
国家的教育模式来提升澳大利亚的
教育成绩，教育的水平取决于教师的
教学水平以及领导者的水平等多方
面因素，而澳大利亚教育目前面临的
一项严峻的挑战就是如何在学校教
育系统内将这些影响因素进行综合
的调整。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
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看天下·国外教育

让更多孩子“美美地学”
———专访克拉玛依市教育局局长彭建伟

□ 本报记者 康 丽■局长访谈

� “李吉林情境教育”现场交流会上，远道而来的南通市崇川区教体局副局长马建斌在观看展板，与教师交流。
王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