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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韩素静

办天津一流的平民教育品牌学校建设
（上接 5 版）

对于课改，梁峰有着深刻的思考：传统课堂失败
在哪里？ 课改的关键是什么？ 他看到，传统课堂之所以
效率低下，是因为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 教师，唯有眼
中看得到孩子，才能成为合格的教育者；课堂，唯有让
学生成为主人，才能激发创造的活力。 而这一切的根
本，都是教育者对孩子的爱。

基于此，梁峰首先引领全体教师转变观念，然后
抓三大重点———第一，教学模式；第二，说教材；第三，
过程管理。 3 年间，经过坚持不懈的探索、扎扎实实的
教研，普育学校终于走近了理想中的“真实课堂”。

从《千年梦圆在今朝》看“真实课堂”
这是普育学校小学六年级的一堂语文课， 李莎老

师正在给孩子们讲《千年梦圆在今朝》这篇课文。 学生
前后 4 人组成一个小组，相向而坐，每组都有 4 名同学。

上课了，李莎先在大屏幕上展示了从神舟一号到
神舟五号飞船的壮观图片，在无尽的自豪感中，学生
拿出导学案，阅读学习目标。 第一部分是预习反馈，5
个组的同学上黑板展示了 5 道题， 其他同学组内互
查，正确率都很高。

进入正式学习， 李莎引导大家看导学案上的问
题：“千年梦是怎么圆的？ 文章具体写了 4 个事例，你
们能用小标题来概括吗？ ”学生立刻分组讨论起来，有
的坐着，有的站着，好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 李莎在底
下巡视，与每个组都认真交流。 很快，六组一个高高的
女孩上台展示，她概括了事例并提炼出小标题，但立
刻遭到了其他组的反驳。 一时间，各种言论此起彼伏！

眼看争论进入了白热化，四组一个奶声奶气的声

音响起：“第 9 段最后一行‘终于在今天变成了美好的
现实’这句话，说明梦已经圆了，事例划分应该到此为
止。 ”这个孩子学会了从文本出发，他的回答让 4 个事
例的划分尘埃落定！

不过， 全班很快又被第 3 个事例的小标题难住
了，大家又一次分组讨论。 “艰苦奋斗实现神五梦。 ”
“实施艰苦的航天工程。 ”……每个小组都言之有理、
言之有据。 在大家的努力下，终于概括出了“为工程艰
苦奋斗”的小标题。

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 课堂接近尾声了，每
个小组从字词、语句、修辞、写作方法、思想感情等不
同的方面淡了自己的收获体会， 并完成了当堂测试。
下课铃响时，好多学生都意犹未尽。

这就是普育学校的“真实课堂”。 它遵循“以学定
教，顺学而教，当堂达标”的课堂理念，以“学、导、测”
为教学模式， 以导学案和小组合作为两大核心要素。
为了落实“真实课堂”，学校还贯彻了“三真三实一及
时”的教学策略。 三真，即真思考、真合作、真理解；三
实，即设计实、反馈实 、达标实 ；一及时 ，即评价要及
时。

在实实在在的措施下，“真实课堂”在普育学校遍
地开花了！ 如今，孩子们以主动、积极、快乐的心态高
效学习，学习目标都能当堂落实。 教师眼里有学生，心
里装着学生，一切以让学生乐学、会学为出发点，教学
质量得到了显著提高。 课堂上无所不在的生成、创造，
也让课堂日久常新。

与此同时，小组合作也欣欣向荣。 每节课汇总、反
馈；每天的分数汇总并画在“周结月累”表上；每周评
选出金、银、铜牌小组；每月评选出各班冠军组。 小组
合作还延伸到了卫生、出勤、班会等方面，成为学生自
主管理的有效手段。

“说教材”是全国第一家
谈起普育学校的“真实课堂”，就不得不提学校的

一项独门秘笈———说教材。 说教材，普育学校是全国
第一家。 说教材理论创始人王敏勤教授曾给予学校高
度赞誉：“普育学校引领全国说教材的走向。 ”

什么是说教材呢？ 所谓说教材，就是教师把课标
和教材的内容转化成自己的知识，并用知识树等直观
的形式表达出来。 教师从说教材开始备课，能将课标、
教材、考点三结合，从宏观上把握，大处着眼，高屋建
瓴。

谈起为什么要说教材，梁峰也颇有想法。 在对近
几年的课改进行深刻的反思后，他发现，无论是洋思
模式还是杜郎口模式，都注重教学方法的变革，却忽
视了课堂效率的另一要素———教学内容，教材把握不
准是现行课改的一条“瘸腿”。 为此，他将说教材列为
课改的重点。

说教材也契合了学校的师资情况。 梁峰刚来时，
普育学校连一名区级名师和学科带头人都没有。 教育
局为学校准备了两套方案， 一是面向全国招聘名师，
二是招聘新毕业的大学生。 梁峰决定把宝押在年轻人
身上。 现在， 学校 76%的教师都是近 3 年毕业的年轻

人，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们不断证明着
自己的实力，但他们对教材不熟悉，说教材，正好弥补
了这一不足。

现在， 说教材是普育教师必须做好的教学常规，
是加快教师专业化成长的捷径。 在已经举办的 3 届全
国说教材大赛中，普育的教师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
己的实力：第一届有 6 人获一等奖；第二届大赛中，有
7 人获一等奖；在前不久刚落下帷幕的第三届全国“和
谐杯”说课标、说教材大赛中，普育学校共获得一等奖
10 个、二等奖 3 个。 同时，获得了“团体成绩金牌奖”、
“团体优秀组织奖”，普育学校的突出成绩还为北辰区
赢得了“优秀组织奖”的荣誉。

说教材的思想和成果也走进了每一堂课，它的优
势越来越明显，尤其是毕业班，教师在进行专题复习
时，用说教材的成果对教材进行梳理，效果特别好。 在
2012 年的第一届中考考核中， 普育学校获全区第二，
语文、数学、化学、历史学科受到区领导的表彰。 说教
材还走近了每一位学生，成为了学生学习的好助手。

3 年来，普育学校在“真实课堂”和“说教材”方面
的探索引起了多方关注与肯定。 在北辰区双优课评比
中，王建昆、李广鹏等多名教师获奖。 孙志新、武建美、
王建昆代表北辰区参加了第十届全国中小学信息技
术整合课大赛。 李广鹏、刘惠等多名教师被评为天津
市和北辰区师德先进个人，梁峰校长被评为天津市第
八批特级教师。 而更令人欣喜的是，普育的孩子大多
数都来自农村和外来务工家庭， 学习习惯不太好，基
础薄弱，但经过“真实课堂”的培育，孩子们渐渐养成
了良好的习惯，考试成绩一次次地刷新纪录，综合素
质也不断提高。 （下转 11 版）

放权，让学生收获尊严
1999 年，我初任教职就做了班主任，和许多刚刚踏上

讲台的教师一样，面对捣乱的学生、繁重的工作，我嘴勤、手
勤、口勤、腿勤，一头扎进“看”班和“管”班的“围城”，早出晚
归地扮演“保姆”和“警察”的角色，焦头烂额、身心疲惫，就
连做梦都想着怎么“管”学生。

看着忙于“对付”学生的我，丈夫忍不住说：“大禹治水
尚且需要疏导，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一群活生生的孩子啊！”
一语惊醒梦中人。 是啊，养鱼重在养水，育人重在育心。 教
育，靠的不应是堵截，堵截带来的不是“死水一潭”就是势如
破竹的“崩溃”。

偶然的机会，我读到这样一个教育小故事：一个魔鬼在
人的必经之处放置了一只箱子，凡路过的人，都会被他塞进
箱子里， 而当人再从这个箱子走出来时， 奇怪的现象发生
了：人全都变得一模一样！

在这个故事中，魔鬼是教师，箱子是学校，学校就是把
人变得一模一样的地方……不！我不要做魔鬼，不要抹杀孩
子的个性。 我要还学生做孩子的权利，要让学生个性张扬！
于是，我以活动为载体，让学生在活动中学会做人、学会合
作、学会自我管理，让学生在活动中彻底张扬个性、发挥特
长，我要把教室打造成一个真正适合孩子成长的地方，一个
润泽孩子生命的场地。

为了让所有学生都能得到锻炼， 收获成功的喜悦与尊
严，我决定在班内组建“智囊团”。“智囊团”由 3～5 个学生根
据自己的特长自愿结组，负责策划本学期班级的活动。

“智囊团”的学生要从活动的策划、程序设定、活动道具
等方面给出完整的方案，从比赛的时间、地点、形式、用品等
方面进行合理安排和协调。

那次的歌咏比赛让我见识了学生的实力。 “歌咏比赛
智囊团”根据班级情况选择了歌曲《中国人，黄种人》，在此
之前我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一首歌， 更不要说出谋划策
了！比赛前两天，“歌咏比赛智囊团”设计好队形进行排练。
排练时，队形从入场的 4 列纵队几步变成一个大写的“人”
字，整个过程速度快、队形齐，排练一次成功。 这时，“歌咏
比赛智囊团”成员苗妙淼询问我是否可以为这次活动重新
制作一个横幅， 因为我班班训的横幅已经用过很多次了，
早就没了新意。 我没有答应，但允许他们在原来的基础上
加以改进，且事后要恢复原状。第二天，他们果真整合出一
个新的条幅，还找来吹塑板，制作成了“中国人”、“黄种人”
6 个大字的底板。 比赛时，当我们的队伍出现时，当我们的
队形变化时，当我们的横幅拉起时，当我们依次举起“中国
人”、“黄种人”的标牌时，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大化小”要有勇气
我见过这样一个班级，教师不喊学生不叫名字，而是直

呼学生的考试名次。脸上贴着分数标签的学生，在教师面前
早已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刻板的数字编号。

在那样的教师眼中，让学生取得优异成绩是“大事”，让
学生死记硬背答案是“大事”。 但事实上，与孩子健康快乐的
生活相比，分数这样的“大事”才是“小事”。 作为一个班主任，
首先要有生命意识，不管这个生命是健康还是残缺，是富有
还是贫穷，是聪慧还是愚钝，是美丽还是丑陋……

班主任要把“大事”化作“小事”，就要坚守学生立场，关
注学生作为人的全面、健康成长，而不是关注领导的脸色；
关注活生生的学生，而不是试卷上无情冷漠的分数；把学生
看成有血有肉有感情的成长者， 而不是马戏团里等待驯化
的动物；关注学生的现在，更关注学生长长的未来；不仅教
给学生知识，更教给他们生存和生活的智慧。

“小变大”要有智慧
在学生成长的路上，我们只能陪他走很短的一程，许多

年后，我讲授的知识这件“大事”他会忘记，但也许会有那么
一件“小事”他却牢记在心里，而那件“小事”很可能改变了
他人生的方向。

在我所教的班级里，坚持“五个一”是大事。 “五个一”就
是 5 项常规性语文作业，每日一词———每日讲述一个成语，

每日一句———每日记一句格言 ，每
日一话———每日写一篇心里话 ，每
日一篇———每日读一篇经典美文 ，
每周一首———每周背诵一首诗歌 。
在我眼里，这些就是“大事”，这比写
语文卷子上的练习题要重要得多。

每年开展“小脚丫走濮阳”活动
是“大事”。 所谓“小脚丫走濮阳”就
是全班学生组成“驴友团”，骑自行
车外出郊游。 每次郊游都不只是身
体和精神的放松， 而是根据学生的
特点开展主题活动，既锻炼了体力、
磨炼了意志， 又培养了学生团队合
作、互帮互助的精神和责任意识，让
学生在有趣的活动过程中完成自我
教育， 真正做到教育无痕、 润物无
声。

办活动征求学生意见是 “大
事”。 曾有人提议利用周末给学生补
课，学校领导建议召开家长会，征求
家长的意见， 只要家长同意便可实
施。 我觉得这样忽略了学生的意见，
如果处理不好， 很可能会引来学生
的“反抗”，因为来上课的是学生，他
们愿不愿意参加才是最重要的。 所
以在召开家长会之前， 我先在班内
征求学生意见。

总之， 在我的班级， 春天开展
“小脚丫走濮阳”活动是大事；夏天
冒着炎热组建“家访团”家访是大事；秋天开展读书汇报会、
演讲比赛、古诗文诵读比赛、乒乓球比赛、象棋比赛等活动
是大事；冬天去操场纵情打雪仗是大事；师生间进行日记和
信件交流是大事；创建班级文化，制定班规班纪和班训、编
撰班歌、给班级起名字是大事……正因这一件件大事，我班
的教育生活丰富多彩起来，让其他班级的孩子很是羡慕。我
班的孩子也萌生了“我的班级最优秀”的意识，有了这种意
识，学生对自己更加严格，精心呵护着这份荣誉。

“错事”才是“平常事”
我认为，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重复犯错、改错的过程，

所以在某些方面，犯错比取得高分更重要。但我们却容不得
学生犯错误，班主任总是把犯错的学生请到办公室“喝茶”，
在那里，学生享受的是办公室里所有教师“群起而攻之”的
待遇。 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教师越着急，越批评，学生越不
能令教师满意。学生真的做错了吗？教师何尝不是把“错事”
当“平常事”！

每每遇到学生“你抓我一下”，“我挠你一把”的情况时，
我会提醒自己：不要着急，这只是一件“平常事”，不是“错
事”，对学生发火只能证明自己的无能。 我会让涉事的每个
学生找出自己在这次事件中的 3 个过错， 谁先找到谁才能
回教室。 谁找不到，老师就一直陪他站着想。

学生迟到、作业没完成也是很正常的现象，谁没有睡过
头的时候，谁没有想偷懒的经历？所以，面对这样的平常事，
一味批评和指责只能让学生编造更多的谎言， 只能将学生
更牢固地困在教师的对立面。 此时，我总是轻轻告诉学生：
孩子，下不为例！

某次期末考试前，我去考场清点人数。刚走进考场就听
到一个学生嬉笑着说：“老师在数人呢。 ”一句话，惹得好几
个学生偷笑不已。 我没有沉下脸批评他，而是接着数，数完
后，我微笑着说：“刚才老师不是在清点人数，而是看有没有
比你更帅的……”话音一落，他腼腆地低下了头。

曾经有个学生，在中考前一直用铅笔写作业，问他为什
么不用圆珠笔或者钢笔，他只生硬地回答“没有”。听他这样
说，我没有生气，而是把他带到办公室，从抽屉里取出自己
的钢笔给他：“中招考试用铅笔写考卷是要按零分处理的，
你先用我的钢笔吧。 ”从此之后，他再也没有用铅笔写过作
业。

成长路上， 每个人都会有意无意地出现一些疏忽或者
小差错，面对犯错的学生，我总是想：如果我是学生，我希望

老师怎样对待我？当我确定解决问题的方法后，我还要追问
自己：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吗？

“歪事”当“正事”
班主任都喜欢乖巧听话的学生，喜欢言听计从的学生，

喜欢教师一说话他就三点头的学生， 喜欢一切都顺着教师
的学生。因为他们不会制造麻烦，而且能让教学工作顺利进
行。

但是，教育是立人的事业，教师应积极培养学生的思考
能力，帮助学生形成认知和判断的能力。我鼓励学生大胆表
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让学生勇于对权威说“不”。这是很多
教师不愿、不敢教给学生的，而我却把这种“歪事”当成“正
事”做。

为鼓励孩子说“不”，那一次，我甚至给一个学生布置了
一项特殊的作业———让她一学期和我吵两次架。

她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女孩，许多教师都很喜欢她，因为
她老实听话，但在我眼里，老实听话是她致命的缺点。 因为
她这样的发展是畸形的，身为班主任的我，有义务、有责任
帮她改变。 于是，我郑重地给她布置一份特殊的作业：这学
期要和老师吵两次架，还要把老师气得发抖。 ”女孩的眼睛
瞪得大大， 她怎么也想不到， 老师会给她布置这样一个作
业。 一学期下来，尽管她没有和我吵架，但她已经敢在班主
任面前说“不”了！ 孩子，你要一定学会说“不”，只有敢说
“不”的孩子，才能真正长大。

我不仅鼓励学生和自己吵架，还“煽动”学生找校长谈
判。学校安排春游，却没安排初三年级，因为“初三学习任务
紧张，所有的时间都要用来学习，所以不能外出郊游……”
看着学生不满的神情，一个念头忽然一闪：我何不来个“挑
拨离间”，“煽动”学生找校长“谈判”呢？在我的“煽动”下，学
生们有了维权意识。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和准备，他们终于站
在了校长面前，向校长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 “谈判”的结果
并不重要，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有过这样的尝试，就已经
足够了。

教师的双肩，一头担着学生稍纵即逝的现在，一头担
着学生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这需要班主任将精力放在如
何凸显学生生命意识和创设一个有利于学生成长的环境
上，陪学生走好每一天，做好每件事。学生的一个眼神就是
一个故事，班级的一次活动就是一个思考，和学生的一次
谈话就是一个道理……这一切，都引领我向教育的深处探
索、前行。

有着十几年教龄的韩素静，曾如许多教师一样，有一段“不堪回首”的教育时光，
是丈夫的一句话、一个教育小故事让她醍醐灌顶，终于从专心“管”学生的“警察”变成
了不要权力、只认学生的“傀儡”班主任。 如今的韩素静已变得成熟、稳健，她的课堂亦
如她希望的那样，成为了学生心灵的栖息所和温暖孩子童年与梦想的地方。

新生代班主任

警惕伪劣“素质教育”
教育工作者、畅销书《好妈妈胜

过好老师》的作者尹建莉在博文中提
醒广大家长：伪劣“素质教育”是损害
孩子素质的最大黑手。

尹建莉发出这一呼声源于一位名
叫“美妞”的孩子母亲写给她的信。 美
妞自 3 岁开始， 连续 3 年参加了幼儿
园办的素养队。 虽然美妞学会了自己
洗漱、自己洗衣服、自己盛饭，但却在最
后一次素养队的“训练”后变得孤僻、谨
小慎微、沉默寡言，甚至对母亲说出“楼
顶是什么样子的？ 我想从上面跳下来
……”的恐怖话语。

尹建莉认为， 虽然事情不能一概
而论， 但这样盲目地把孩子交给别人
“培养素质”的做法实在太冒险。 孩子
的内心受到如此的摧残， 固然可以通
过科学教养和时间来疗伤， 但恢复的
过程需要家长更多的自我思考和调
整，家长要有自信，也要有耐心。 任何
疗伤都需要一个过程，知道错在哪里，
就是改变的开始。

课间操不是体育
奥运冠军李宁受邀出席某活动

开幕式时称：课间操不是体育。 时下
确有很多学校混淆视听，认为课间操
等同于体育运动、户外活动，剥夺了
学生增强体质、增进健康，以及培养
终身体育的意识、 习惯和能力的机
会。

李宁认为，体育的教化功能在中
国并未得到很好的体现，这在学校体
育教学中体现得更明显，“我们的学
校体育可以用‘失败’来形容，一方面
是场地少，很少有学校能给学生留出
足够的锻炼空间；其次，学生的大量
时间被用在应试教育上，仅靠课间操
是不行的，况且课间操也不是体育。 ”

新视野

不做寻常事的“老班”

� 韩素静 ，全国优秀
班主任、“河南省最具成
长力教师”，现就职于河
南省濮阳油田教育中
心。 写作近 100 万字的
教育随笔， 发表 20 多
万字 ，出版有 《与学生
一起幸福成长》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