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深受传统教育的熏陶，我对课堂教学的理解一直停
留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层面上，认为教师的权威神圣
而不可侵犯。然而，当自己成为一名教师后，却渐渐体会
到“教”与“学”是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而且二者的和谐
互动才能产生高效课堂。

伴着这不成熟的感觉翻阅古今中外书籍， 终得佐
证，心里顿感释然。 《说文》曰“教，上所施，下所效也”，指
出了教是教师与学生两方面的活动。

朱永新先生倡导理想的课堂应该创设一种平等、民
主、安全、愉悦的课堂氛围，应该由以知识本位、学科本
位转向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位，真正对知识、能力、态度进
行有机整合，尤其是“三层六度”基本评价体系更加全面
地认定了课堂改革的理想状态。

美国教育文化中的“尊重、科学、民主、自由、差异、
平等、实践、效率、敬业”理念更是体现了生本教育观。

由此，我信奉孔子“有教无类”的观点，并且坚信理
想课堂是师生互动、心灵对话的舞台，是师生共同创造
奇迹、唤醒各自沉睡潜能的时空。 理想课堂可以帮助每
一名学生的天然禀赋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基于对理想课堂的认知与坚信，教学实践中我时时
处处在追求、探究并践行理想课堂。

一方面，我用心认识学生的天性。 小小婴儿，摆弄着
一件东西，玩得有滋有味。 这正是他们认知世界的过程。

孩子们学习的速度和效能关键取决于对学习的兴
趣，牛顿、爱因斯坦等科研成果卓著者的经历都是很好的
证明。 因此，作为在校学生让其始终保持惊人的学习速度
和效能的关键在于让其继续保持浓厚的兴趣。 这就要求
教师必须保护好学生对世间事物的好奇心、 求知欲和表
现欲。

为此，教学实践中，我坚持与学生交朋友，与他们课
间嬉戏、课外谈心，主动参与他们的自发性组织，自觉不
自觉地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以便掌握他们的心态、志趣
和意图。

另一方面，我积极探究生本教育法。 掌握了学生的
天性，领会了学生的意图，教师就应该顺应、尊重、发展
学生的天性，帮助、引导他们实现自己的意图。

在教学实践中，要力求教育主体个性化、师生关系民
主化、课程设置综合化、教育方法多样化、教学评价科学
化，在探究教学的策略性和科学性方面做文章，保留传统
教学方式中适合学生禀赋发展的部分，摒弃死板、机械、低
效、陈旧的教学方法，努力把每一天的每一次教学行为都
调整到最佳状态，从而使学生学习兴趣得以提高、潜能得
以发挥、能力得到锻炼、个性得以优化、禀赋得以发展，让
每一次的课堂经历都成为学生生命历程的一部分。

作为生物教师， 我有更多的机会让学生走进自然，
做生命的主人。 那是夏季闷热的一天，我把学生带到中
华桥南边的臭水沟边，让他们目睹臭水沟里令人作呕的
漂浮物。 当学生对环境污染、城市建设等大发感慨时，我
才对他们讲述课堂所要传授的知识。 最后听到学生对治
理环境的“豪言壮语”，我已深深意识到我讲授的知识达
到了最佳效果。 学生的情感和价值观、责任心、使命感都
得到了强化。

所以说，教学实践中，一要拓展课堂、激发学生活
力，从情感上践行理想课堂，由室内的抽象说教转向带
领学生到郊外实地观察，由生硬的灌输转向让学生动手
操作得到领悟，从而突出学生在“教”与“学”中的主体地
位。 二要转变角色、注重探究，从科研上践行理想课堂，
让学生用实践或查阅资料解决自己的疑问，从而使教师
由传授者、灌输者变为学生的帮助者、促进者、合作者。
三要摆脱虚荣、共同探究，从言行上践行理想课堂，坚信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对学生“怪异”的
问题，与学生一起向未知领域探索，以期发现意外的通
道和美丽的图景。 这样，最大限度地把核心学习交还给
学生，犹如把土地交给农民一样。 如此，学生的智慧、激
情、潜能和创新能力才能得到最大发挥。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第二十二中学）

■我 见

把学习还给孩子
□ 韩 萍

英语 & 化学跨界课
课题 ：Module 7 Unit 2 Reading Two Life-

saving Medicines
班级：高二文班和理班（两班相邻，交互共融）
授课教师：英语叶老师、化学王老师
课堂风格呈现：
跨界：跨科、跨课、跨组、跨班
情缘：缘于书情、缘于师情、缘于生情、缘于学

情

过程一：自学自研
课前， 文理两班学生自由分成 A 班和 B 班，每

班两组文科学生和两组理科学生。 上课后，两班分
别由叶老师和王老师分发“学道”，学生进入了自研
状态。

这段时间， 两位老师各自做了四件事：1. 观察
学生的表情；2. 留意“学道”的使用进展情况；3. 不
停地将学生所思、所想、所困惑的知识点记在笔记
本上；4. 交换手中的笔记本，相互交流、补充。

英语老师的笔记本上写着：
1. 理科 1 组的同学对于“导学三”中的问题，回

答得较全面；
2. 文科 3 组的同学对于“导学一”中的问题，完

成得既快又好；
3. 每组都有几位同学阅读速度较快，并没有受

大量生词的影响；
4. 随堂笔记中都记下了一些生词。
化学老师的笔记本上写着：
1. 理科组的学生很快在书上找到，退烧和减轻

疼痛的化学物质叫水杨酸；
2. 对于水杨酸如何杀死细菌的过程，文科组同

学找寻答案较困难。
亮点：在学生自学的环节中，教师不再是旁观

者， 而是和学生一起忙碌———观察学生的表情，记
录学生的自学情况，从而更加充分地了解学生对课
本的理解程度和问题所在。

过程二：合作讨论

自学环节结束后，进入讨论环节。 两人一组相
互讨论，两位老师穿梭于各个小组，并加入讨论。

文科组同学问：“In our daily life，which objects
contain chemical salicylic acid？ ”(生活中哪些常用物
品含有水杨酸？ )

化学老师：“牙膏、祛痘类化妆品、风油精、止痛
药、杀虫剂等。 ”

理科组学生问：“阿司匹林水解后，生成的水杨
酸可与什么试液反应显什么颜色？ ”

化学老师：“水杨酸是邻羟基苯甲酸，因有酚羟
基，所以用氯化铁显色，颜色为紫色。 ”

学生：“老师回答得非常全面，给老师五颗星。 ”
随即响起热烈的掌声。
亮点：学生很自然的跨班、跨组行为，拆掉了阻

隔在两班之间有形的水泥墙，扩大了学习共同体资
源的范围，拓展了师生设问思考的空间。 文理资源
共享，师生资源共享，班级资源共享———这是一道
流动在跨界课堂里美丽的人文风景线。

过程三：抢答竞赛

化学王老师拿起一块深色的橡皮泥，在上面涂
了一些黑点，问：“现在是全班抢答环节，请告诉我
你看到什么，又想到什么。 ”

一个女生快速抢答：“除了黑乎乎的橡皮泥，我
什么也没有看见，尽管我知道橡皮泥上有黑点。 由
此我联想到果子冻如果也是黑色的，那么青霉素的
发现时间很有可能要推迟，或者至今都没有发现。 ”

另一组的学生补充道：“反过来想，青霉素中的
‘霉’可能存在于更早时间，只是因为附着物不透明

而无法被发现，所以我认为给人类带来杰出贡献的
不是亚力山大·弗莱明， 而是一种特殊且透明的果
子冻！ 是上帝让人类永存！ 但是弗莱明的伟大之处
就在于他作为一名科学家的品质———观察力和好
奇心。 ”

全班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亮点：抢答竞赛的形式，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激发学生的思维活力，加深对
课本内容的理解，并作出更深层度的思考和回答。

过程四：猜词体验

学生们分别邀请两位老师进行两组猜词体验。
英语老师的任务：一个学生朗读句子，再由另

一个学生迅速读出其中要猜测的单词，随后老师将

词译成中文，并做合理解释；
化学老师的任务：准确说出与课本内容有关的

8 个词或短语，再由学生翻译成英文，并在文中具体
找出它们的位置。

化学老师一口气说出了六个：病人（patient）、疾
病 （disease）、发烧 （fever）、做实验 （tried out）、细菌
（bacteria）、渐少疼痛（reduce pain），他停了下来，不
好意思地说：“我说不上来了。 ”这时，一个男孩站起
来说：“老师，没关系，我来教你。 ”于是他开始了步
步引导：“病人要服用什么才能治病？ 这其中含有什
么？ ”老师方显“顿悟”，很肯定地说：“药（medicine）
和化学成分（chemical）。 ”

亮点：这是一出“双推”的好戏。 通过猜词这一
有趣的方式，让教师推动学生的思维，学生推动教
师的思维。 王老师的适时退让和示弱，让学生在反
推的过程中，以主人翁的姿态最大化地提升了自我
学习的潜能， 同时对学生反攻书本也起了推动作
用。 在此环节中，如果只有英语老师和学生互动，效
果过于肤浅。 通过化学老师的专业知识和英语课堂
的特色相结合，更好地完成了创新，让教学内容更
加充实、精彩。

感悟： 叶老师：“这堂课如果没有王老师的相
助，就不会如此精彩。 王老师的学科功底填补了我
的空白，让我非常轻松，同时又感受到师生学习共
同体的强大力量。 ”

王老师：“我虽然不懂英语， 但是这样的课堂，
让我萌生了说英语的强烈愿望。 好几次我都不由自
主地和同学们一起读英文，我深切感受到做一名复
合型教师的重要性。 ”

总结：人本跨界大课堂的何时“跨”、怎么“跨”，
不但具有“随意性”和“灵活性”特质，而且还需要10
个方面的性能和功效作为机制运作的强有力保障：
1.“课道”实施的“刚性”；2. 课程改制的“弹性”；3.
课控调配的“磁性”；4. 课型设置的“粘性”；5. 教研
成果的“实性”；6. 教师位置的“隐性”；7. 学生操作
的“个性”；8. 思维方式的“逆性”；9. 评价机制的
“感性”；10. 团队合作的“共性”。

跨界大课堂是以人本主义为基石，以建构主义
为方式，以发展型学习共同体为单位，清晰界定学
习者与学习条件提供者的角色关联性，最大限度地
开发、优化、利用教育教学资源，实现课堂教学跨界
交互，和合共赢，从而形成师生和谐、全面、可持续
发展的一种全新的课堂教学形态。

（作者系安徽省铜陵铜都双语学校教学主任）

新校长：柳水平
我的教育观：教育的真正意义

是让学生了解自我 ， 它是一种唤
醒 ， 帮助学生了解人生的深刻意
义。

我在研究的问题：教育作为人
的生存方式。

我在读的一本书： 《一生的学
习》。 本书阐明了印度哲学家克里
希那穆提的诸多人生教育观，他主
张真理纯属个人了悟， 一定要用自己的光来照亮自己，
帮助人类从恐惧与无明中彻底解脱，体悟慈悲与至乐的
境界。

新教师：曾雯
我的教育观：教是为了不教，教

务必致力于导。
我的课堂现状： 以 “五步三查”

为课堂模式：明确学习目标、个人独
立思考、小组合作探究、全组精彩展
示、教师重点点拨。课堂动静有序，学
生畅所欲言，学生的思考能在自由而
又规范的课堂中得到充分展示。

我的成长方式： 积极参加市、
区、校组织的各类培训，学习先进的教学理念，感知高效
课堂的魅力，有课改的使命感。 广泛阅读各类课改书籍，
提高科研理论素养，并用理论指导行动。

新学生：杨嘉乐
我的新课堂学习感受：在新课堂

上，我体会到合作的乐趣。 当我把自
己的见解说给同学听时，有一种当老
师的自豪感，而当同学说出他们的看
法时， 我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愉悦感。
团结合作是如此的令人快乐。

我的成功体验： 小组合作探究
时， 我想到了其他同学没有想到的
问题，他们点头微笑表示赞同，而我
就获得了一种被认可的成就感。

我最关心的事情：希望全体同学通过这种组内研究的
新课堂模式，能提高上课的效率，发挥出各自的潜力，大幅
度地提高学习成绩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上人物单位系湖北省武汉市卓刀泉中学）

■课改人物志

□ 徐向阳

文化墙
“特色班级文化墙”本着“美观、实用”的原则，充分调动学生创新求变、展

示自我的积极性。 师生根据自己的班级特点，巧妙构思、精心设计，实现了“四
壁说话”。 内墙营造书香教室，外墙展现班级特色文化，让每一面墙都成为“无
声的导师”，真正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编辑点评：班级文化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班级凝聚力，
提高学生自信心、自豪感和创新精神的有效途径。文化应该浸润在校园的每一
个角落，让学生们在潜移默化中，感受文化的魅力。 图文/林 泉

学校·班级·小组文化巡展

出镜学校：山东省临朐县新华中学
童本校园（9）

名士轩
百米名士轩文化长廊展示了国内外历代名人的事迹和思想。 学校将它们

巧妙浓缩在一个个设计精美的展板上，与花园亭廊和谐统一，不仅形成了一
道亮丽的文化景观，还让置身其中的每一个学生都感受到了浓郁深邃的文化
底蕴，体现了“文化润校”的办学理念。

编辑点评：这是一道浓缩的风景，这是一条文化的长廊。 课间，学生徜徉
其中，与名人为伴，与名家对话，不仅心灵为之震颤，境界也随之升华。 教育不
仅是简单的说教，更要将文化根植于学生心中。

名士轩 文化墙

■课堂现场 一堂课，或者是英语课，或者是化学课，怎能一课两上？ 即使有学科知识的相互融入，英语课上又怎会有化学实验的操作？
一切的不可思议都将成为现实。
本期的“课堂现场”将带您走进一堂英语、化学的跨界课，走进铜都双语学校的人本跨界大课堂。

跨界，英文 crossover，最初用于不同领域的交叉合作与设计营销，以形成全新的品牌效应和审美态
度，比如运动鞋品牌与汽车品牌跨界，它是国际最前沿的潮流词语。 铜都双语学校，创造性地引用这个
舶来字眼，用于教学与管理，它的“人本跨界大课堂”实现了从“学中心”的第二代课改走向“无限放大学
生自主”的第三代课改的跨越。

“不变的共同体流动在固定的文化空间站里”，学生走组、走班，教师跨学科走课，这样的课堂形态，由
传统的一个学科教师对一个班，转变为全校教师对一个共同体。 根据学习的内容与知识特点的需要，学生
自由邀请相关教师参与某学科的学习活动，教师角色的学习资源效应进一步得到放大，被充分利用。

这样的学生组合常新、教师组合不固定的课堂模式，使每堂课的内涵得以丰富，生成得以延伸，学生
在享受高效课堂无穷快乐的同时，能力得以提高，个性得到张扬，思维得到扩张。

“人本跨界大课堂”起码有三个实践价值：让丰满的课改理念落到了学校教育教学真实的地面上；让
课改由课堂走向教育改革的全部；让师生实现真实的生命成长。

拷问传统课堂———经营高效课堂———打造人本跨界大课堂，从起初的讲学案到后来导学稿，再到现
在的“学道”，铜都双语学校改变的不仅仅是这些名词，更意味着学校全体教育者对高效课堂的钻研和再
认识，见证着对自我的不断超越。

铜都人认为，“课改，是最大的教育之道”，他们探索“制道”，以“学道”、“课道”支撑着铜都的教育之
道”，而“学道”又由共同体的“学形”与跨界课堂的“学术”与之构成稳定的教学形态金三角。

在高效课堂中，倾听与交流同样重要，学生
专注倾听的神情感动众多前来考察的参观者。

何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