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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班里的中等生和后进生，在使用了‘大单元
教学’模式后，成绩提升尤其明显。 ”高三年级教师李玏
如是说。

高二年级学生常钟琦说：“和以前相比，采取大单
元教学后 ，我感到自学时目标更明确 ，可以及时纠正
那些偏离目标的错误。 学习结束后，我对知识的掌握
更加清晰，更清楚解决某个问题时需要运用哪些学过
的知识。 ”

可见，“大单元教学”模式不单是一种教学内容和形
式上的重构， 更是一种培养学生心智独立的有效手段。
比之先前的课堂教学模式，它确实是一种更科学，更符
合学习行为规律的模式，是教学的又一次革命。

“组组通”和“走班制”：
打造“无界课堂”

学生离知识的仓库有多远 ？ 有
时就是一根网线而已 ！ 而泽州一中
的“组组通 ”项目给了这句话最好的
注解。

“‘组组通 ’项目 ，是山西省教育
厅于 2011 年出台的一个举措， 意在
构建基于网络和课堂的自主学习模
式。我们有幸成为首批实验校之一。”
李海勇介绍说 ，“我校先后投资 900
万元，建起了高标准的校园网络、校园电视台，购进了
80 多万册电子图书、200 余台教师笔记本电脑等，并引
入先进的互动资源电子备课系统。 去年，我校为每个学
簇都配备了笔记本。 今年，为了方便学生课堂展示，我
们又为 39 个教学班全部装配了电子白板 。 这样我校
‘组组通’的基建工作基本完成了。 ”

为了更直观地感受“组组通”，我们随机观摩了高二
年级的一节生物课。 这是问题探究课，学习内容是基因
工程。 上课伊始，教师在电子白板上展示了各簇上传来
的“学道”，并简单点评。其间，他就披阅“学道”时发现的
一个共性问题———基因切割过程，运用电子白板做了直
观的演示。

电子白板操作方式类似于智能触屏手机。 教师从资
源包里提取了一段基因片段图示，然后用手指在正确的
切割位置轻轻一划，基因就被切断了。而后，他又以类似
的方法展示了基因的连接。 过程简单直观，让我们印象
深刻。

在学簇展示阶段，学生可以亲自到电子白板上实际
操作基因切割过程，也可以用它解决其他问题。 有两个
簇的学生为了某问题在白板前展开辩论，并用白板演示
了各自的思路，效果不错。

临近下课时， 教师在电子白板上出示了几道检测
题，要求学生独立作答。在解题之后，学生在各自簇的笔
记本上能看到答案和解释，以便自检。

我们所看到的只是 “组组通” 项目运用的冰山一
角，其更多的功能是体现在辅助学生的自主学习，为学
生提供自学资源。 学生用电脑解决困惑问题、 搜索信
息，并适时分类整理下载到固定文件夹中，将重点信息
分享给本簇成员。 这些资源主要来自于资源库系统，教
师在备课的过程中有选择地将资源库中的资源链接过
来， 使学生获得针对性的学习资源。 资源形式是多样
的，有视频录像、动画课件、文字资料、图片资料、相关
网站推荐、课后练习。学生依据所需点击，进行浏览，利
用资料，解决疑难。

同时，为方便学生充分理解知识，泽州一中还在“优
酷网”建立自己的“播客”平台，教师可有针对地进行重
点的碎片讲解，上传到平台供学生们自学时参考。 我们
看到有的教师在办公室对着手机或者电脑自言自语，其
实就是在录制讲解视频。

“我自学时，遇到问题常常在平台上查找资料 ，很
方便也很快 ，效率更高了 。 ”这是学生使用后最直接
的感受。

目前，泽州一中还在大强度地对教师进行“组组通”
项目运用的培训。 先期参加过省级培训的来志鹏老师
说：“目前这个项目还在探索和完善的阶段，但使用之后
明显感觉到学生学习效率提高了，如果教师在课堂上有
选择地应用，可以大幅提升展示和检测环节的效率。 今
后，在高中学生自主学习时间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这个
项目的价值会体现得更加明显。 ”

“组组通”将学生获取知识的边界无限拓宽，但在李
海勇看来， 这距离他心目中的无界课堂还有一定差距：
“无界课堂，是学生学习的自由王国。 ‘组组通’解决了学
生获取知识渠道的问题，但学习行为的自主和自由目前
还是受到了限制。 ”基于这样的思考，李海勇开始尝试打
破这种制约。

本学期刚开始，泽州一中就炸锅了。 已经完全适应
新课堂模式的师生， 又要接受一个全新的、 更大的挑
战———新型“走班制”。

为什么叫新型“走班制”。 一般意义的走班制是学生
可以选择教师，上课时打破行政班，组成学科班的课堂
教学组成形式。 泽州一中的新型“走班制”是在原有高效
课堂模式的基础上，一个班的若干学簇去另一个班进行
讲解、展示、答疑，并接受这个班学生的质疑。 教师则在

几个班之间流动，发现问题及时点拨。
在刚推行 “走班制 ”时 ，由于很多细节问题处理

不当 ，一些教师开始抨击改革 ，学生对此也有诸多不
适 ，质疑 、批评 、牢骚声不绝于耳 ，一如当年泽州一中
搬动桌椅 、拆掉讲台 、转变教学方式的 “第一次革命 ”
一样 。 而李海勇也一如当初决定课改时般坚定 ：“走
班可以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内驱力 。 学生间的走动
带来的是认知方式的碰撞 、班级文化的碰撞 ，走动给
课堂带来的诸多变化元素对学生学习有着催化剂般
的作用 。 既然我们用 ‘组组通 ’打破学生自主学习的
限制 ，那么为什么不更进一步 ，让学生在展示环节也
获得更多自由 ？ ”

接下来，在施行“走班制”时，李海勇没有冒进，而是
以谨慎的态度选取几个班做尝试。 第一次月考成绩证
明，采用“走班制”的班级成绩明显好于没有采用的。 质
疑声渐渐消弭，取而代之的是为解决“走班制”实施中出
现的问题出谋划策的声音。

目前，“走班制”仍在摸索试验中，依然有许多教学
组织管理上的困难和困惑没有解决，但这也预示着有更
广阔的探索和拓展空间。

“在未来，‘组组通’向‘人人通’发展，打破学生获
取知识的时空界限；‘走班制’不断完善，打破班级授课
制壁垒，让学习者之间的交流更顺畅。 这样学习可以随
时随地发生，学习者之间交流碰撞无任何障碍，这样的
‘无界课堂’将成为现实。 ”这是李海勇对未来的论断。

“深度学簇化”：构建生命的联结

泽州一中的改革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的学校全方
位变革，这次“二次革命”也不例外。 “大单元教学”、“组
组通”、“走班制”都十分强调学簇的作用，李海勇根据这
样的情况，提出将学簇管理精细化、人性化，深度发掘和
利用学簇的力量帮助学生成长发展。 他将其总结为“深
度学簇化”。

“学校的任何改革，最后都要落实在学生身上，因此
对学生的管理是否得法是改革能否见效的关键。 ‘深度
学簇化’是我们此次改革的基石，是其他改革举措的保
障。 ”李海勇如此诠释“深度学簇化”的意义。

谈及“深度学簇化”，研究此课题的高一学部主任周
萍为我们概括了两个字———“法”与“情”。

所谓“法”，是指学簇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无规
矩不成方圆”， 一套优秀的改革方案要想顺利有效地实
施，必须辅之以切实可行的配套措施，学簇建设也同样
需要有严格细致的管理方案相扶持。 在这方面，泽州一
中有 4 点经验：

一是学簇划分科学化。 学簇划分是学簇管理的前提
和基础。 对于学簇划分，首先必须充分考虑各组的人员
搭配。 依据“簇间同质，簇内异质”的原则划分学簇，先根
据学生基础成绩初分， 在此基础上根据学生的性格、特

点及单科成绩等进行个别调整，实现人力资源的最佳组
合，实现学习合作与互助。

二是学簇管理自我化。 改革之后，泽州一中大胆尝
试了“学簇自我管理”模式。 每个学簇分别设立簇长、学
科代言人等职务，每个簇员都参与学簇管理，激发簇员
的主人翁意识。 同时，每日设立一个值日学簇，从纪律、
文明到学习、卫生，对所有学簇全面管理，事无巨细，全
权负责。 此外，借鉴学校每学期举办“教师论坛”交流经
验的做法，学校每月也定时举办“学簇长沙龙”，交流学
簇管理的“金点子”，旨在促进学簇长管理水平的不断
提高。

三是学簇行为规范化。 好的学簇同样离不开好的簇
风。 为此学校要求每个学簇必须拥有“三个一”，即一条
具有积极鼓励意义的格言，一个充分代表本学簇个性化

的簇徽和簇歌，一套严格细致、具有
约束力的簇规。

四是学簇评价整体化。 泽州一
中坚持把握“淡化个体、强化学簇”
的评价原则。 学生个体的荣耀是学
簇的荣耀， 学生个体的失败同样是
整个学簇的失败。 如此学生学习与
进步也不再是个人的私事， 而是关
系到全体簇员荣誉的事情， 簇员之
间就会形成相互督促的良好局面 。
这样才能更好地促进整个学簇共同
进步。

依靠严格明确的制度， 学簇在
学生的学校生活中的积极作用越来越明显，学校的管理
也越来越学簇化。

“利用学簇化管理可以减少管理成本，同时提高管
理效果。 以学簇管理为理念，将各项考核和监督都进行
学簇排列，减少了管理时间。 利用学簇化管理还可以最
大限度提高教学质量。 在月考评价中，我们对班级评价
采用学簇化，将每班的 9 个学簇进行成绩排队，根据学
校对优生的考查标准，我们用学簇评价来监督班级的成
绩，这样可以最大化关注学生的成绩，有利于大面积提
高学生成绩。 ”对于管理学簇化的作用，周萍这样说。

所谓“情”是指在学簇中，簇员之间会形成强有力的
心理支撑，这是“深度学簇化”所追求的目标。 学簇成员
每天在一起学习、活动，同荣共辱，这会促进他们彼此之
间相互了解，产生更为深厚的情感联系，这对学生的成
长是极为重要的。

周萍给我们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 今年夏天刚刚毕
业的 0911 班，有一个女生考上了二本院校，却因为家庭
贫困无力支付学费。 她所在的学簇一起捐钱，将她送进
大学的大门。

这样的事情是个例，簇员之间更多的心理支撑体现在
日常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中。 我们采访了高三年级某班一
个名叫“水主沉浮”的学簇。 这个学簇有 6 名学生，从他们
放松自然的状态、交流时相互之间的眼神，可以看出经过
两年的磨合，他们之间已经相当默契。 当我们要求他们用
一个词概括各自对学簇的印象时，他们分别用温暖、和谐、
快乐、积极、团结、正能量 6 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簇员
田云说：“初三时，每天上课只能看见同学的后背，问问题
只能面对老师无表情的面孔。 现在上课，能时时看见自己
同伴的脸，能随时无拘无束地和同伴探讨问题，这种感觉
非常舒服。 ”上次月考成绩出来之后，大家成绩都有进步，
于是他们相约去一个同学家自己做饭吃。 “很温暖，感觉就
像一家人。 ”簇员王嘉浩说。

“即使几十年后，我们这一个战壕的战友，感情会一
直这样好。 就像我们李校长说的，学簇之间是生死不离
的，就是离婚也不离簇。 我们 6 个人，被这个簇紧紧联系
起来了。 ”簇长范军幽默地笑着说。

深度学簇化对学生心理有着无形的支持和积极干
预，尤其是对高三学生来说。 我们可以设想：若干年后，
可能学生不会记得所学习的具体知识，但一定会记得同
学对自己的鼓励和支持。

几天的采访，我们越来越感觉到，泽州一中的学生
正在感受到学习的乐趣，并能从成绩中获得越来越多的
自信和希望。 这是一所学校良性发展的标志。

“我们的第二次革命，出发点和目的就是为了更彻
底地解放学生，解放学习。 作为踏上课改这条路的学校
来说，只有不停地革除阻碍学习发展的弊端，不停地向
着教育的最终目标———促进人的发展前进，才能把改革
落到实处。 第二次革命不是终点，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
李海勇说。

泽州一中：
“二次革命”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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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教师，做小事
课间茶余 ， 与同事们

在一起闲聊， 经常听到一
些批判教育现状的言论 。
虽有“位卑未敢忘忧国”之
说， 但牢骚太多未免伤了
士气，熄了斗志。那么我们
这些普通的乡村教师 ，应
以什么样的心态去对待教

育教学工作呢？
近日读了《中国教师报》451 期 10 版石家

庄外国语学校校长强新志的教育实践， 深受
启发。 强新志认为：治理不了大环境，可以治
理小环境。 作为一名普通教师，我们无力改变
一个地区或一个学校的教育现状， 但我们可
以改变一个班级，可以改变一个学生。 与其整
天抱怨，不如静下心来，立足本职，认真钻研
教学，踏踏实实做一些小事。 就像强新志校长
说的那样，从治理小环境入手，从做好每一件
小事入手。 其实，教育本来就没有什么轰轰
烈烈的大事。 作为教师，平时做的就是一些
平凡小事。 从一个学生身上，一个班级身上，
去实践你的教育理念， 实现你的教育理想。
这要比我们批评百句 ，抱怨千遍 ，对教育的
改变更多。

（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中心学校 甘治勇）
编者回应：作为普通教师，我们难以一下

子改变教育体制和大环境，但只要我们从身
边点滴小事做起，就能一点点改变我们周围
的小环境，积少成多，最终就能改变大环境。

追寻心底的幸福
幸福是什么？ 每个人的理解和感悟都会

有所不同。 读了《中国教师报》452 期《解放教
师心灵》一文后，对于教师幸福感的构建有了
新的认识。

一个人的收入高低并不能决定其幸福指
数。 对于教师群体而言，学科教学、班级管理、
教育培训等工作事无巨细，都需要一一面对，
尤其班额较大的任课教师更是劳累。 作为教
育的主要实施者， 教师的能力水平和精神状
态直接决定着学校的发展。 教师在领导心中
有地位， 感受到领导的关心， 工作才会有激
情，才会产生效率与效益。 因此，领导应着眼
于每位教师专业的成长、精神的提升、潜能的
开掘，善于沟通和解放教师的心灵，让教师在
被关怀的情境下， 体验工作的成就感和幸福
感，不断进步成长。
（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和西学校 刘俊刚）
编者回应：幸福的获得需要很多外部的

支持，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取决于我们的
精神。没有自由强健充沛丰盈的精神，一个人
就无法获得真实的幸福。因此在改善教师待
遇的同时，提升教师的精神亦非常重要。

教师不能只做旁观者
《中国教师报》第 450 期有篇题为《教师

“放手”后做什么》的文章。 我看后深有同感。
在部分教师的课堂上， 小组合作学习只是一
种形式，缺乏实质性的合作。 教师在课堂上无
所事事，只是旁观者。 怎么办呢？ 首先需要教
师在课堂上观察学生的行为， 倾听学生在课
堂上的声音。 教师在课堂中要认真观察和了
解每个小组的活动情况， 发现个别学生不能
认真参与交流，做与合作学习无关的事情，或
个别小组交流不认真时，要及时地加以引导，
提出明确的要求， 确保合作学习能够顺利开
展。 在合作学习中，时常会出现因为思维受阻
而不能深入的情况。 这时需要教师巧妙点拨，
使学生排除障碍。 对于一个问题的研究、讨
论，在得出基本结论后，教师不能到此为止，
可以就学生发言中的典型错误或学生回答问
题时的不同观点， 组织学生进一步讨论、交
流，使小组合作学习进一步深化。 新课改的课
堂给予学生展示的舞台， 教师要更细心地去
观察和倾听，及时指导帮助学生学习。 这才是
新课改的初衷。

（山东省莘县樱桃园中心初中 张成对）
编者回应：放手并不是放任自流，撒手不

管，而是充分信任学生的学习潜能，让学生自
主学习，学会学习，学生在遇到障碍时教师要
引导学生绕过或破除障碍，继续前进。

我的课堂谁做主
读了 11 月 7 日第 11 版《被绑架的教育》

后，颇有同感。 在应试教育的今天，这位教师
的教学行为在很多学校都曾经发生过。 今年，
我调到了一所新校， 从事多年来一直梦寐以
求的语文教学。 开学两个月来，学生从最初的
厌恶阅读到如今如饥似渴地阅读。 看着孩子
们对语文的热爱之情，我很欣慰。 但期中考试
成绩下来之后，我班的学生考试很不理想。 家
长有怨言：“你看那个班级的老师多好， 天天
都有作业， 而你每天都不布置作业， 不是阅
读，就是日记，这有什么用？ ”

在家长看来， 能让自己的孩子考出好成
绩的老师便是好老师！ 于是我开始调整自己
的教学方法和思路， 虽然每天也让学生们阅
读，但在家庭作业中加了一项：抄写生字和词
语，以期顺应考试的潮流。 我们的课堂到底谁
来做主？ 期末的那张考试的试卷做主！

（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汉王镇刘庄小学 李雪玲）
编者回应：课堂应该谁做主？学生还是教

师？或许应该是师生共同协商做主。然而现在
做主的却是这两者之外的考试分数做主，这
是教育的悲哀和不幸。

日前， 湖北省丹江口市教师张道旗为保护学生挺
身而出，身中 3 刀。这名“张丽莉式”好老师的英勇事迹
在当地传为美谈。

忠于职守 护送学生遭袭击

张道旗是丹江口市丹赵路中学教务处副主任兼初
三化学教师，共产党员。 11 月 27 日晚，学生放学时，张
道旗正在校门口护送学生离校， 忽然发现校门附近岔
路口有 3 名小青年拿着砍刀，叼着香烟，东张西望，形
迹十分可疑。

联想到前段时间有学生反映被小混混勒索一事，
张道旗提高了警惕。 为防止他们骚扰、伤害学生，张道
旗将自行车停在一边， 上前询问他们并好言相劝让他
们远离校园。 3 名小青年不仅不听劝阻，还态度蛮横地
叫嚣 ：“你老师牛个啥 ？ 再多管闲事 ， 小心老子砍死
你！ ”说话间，其中一人突然拿起一把一尺多长明晃晃
的大砍刀直接向张老师砍去， 毫无防备的张老师连中
3 刀，顿时鲜血飞溅。

这伙人为了泄愤，在砍完张道旗后，又将他的自行
车扔到旁边的渠沟里，才慌忙逃去。张道旗担心他们会
对学生行凶， 于是强忍伤痛， 赶忙回到学校值班室报
警，等派出所民警赶到，在确认学生安全无事后，他才
在其他教师的搀扶下到附近的卫生院包扎，此时，鲜血
已经湿透他的整条胳臂，长达 5 公分的伤口让医生、护
士都唏嘘不已。

淡定自若 低调为人不张扬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一点皮肉苦。 保护学生完全

是我的职责，真不值得报道。 ”11 月 30 日下午，在丹赵
路中学教师办公室，笔者见到了张道旗，他正在给初三
（2）班的 3 名学生讲解化学难题，因为右臂受伤，他用
左手很不自然地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做记号。 回忆起那
天晚上惊心动魄的经历，张道旗很平淡地说，这件事很
普通，“我想换了哪个老师都能这样做， 保护学生是老
师的天职。 ”

事发当晚，在医院包扎处理完伤口后已是深夜了，
妻子和孩子还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在同事的护送下，
张道旗回到家里。手臂受了伤想瞒也瞒不住，面对妻子
的询问，张道旗只好谎称是自己骑车不小心摔倒的。直
到第二天上午，此事在整个学校传开后，妻子才知道丈
夫受伤的原因。

现年 39 岁的张道旗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 ，1995
年 8 月参加工作后在家乡石鼓镇中学任教整整 10 个
年头，长期担任班主任工作和初三化学课教学工作，他
教的学科连年在全市中考中成绩排名前列， 但他从来
不在同事面前炫耀。

丹赵路中学校长王芙蓉告诉笔者， 张道旗是一个
非常实在的人， 今年学校教务主任下乡镇学校挂职去
了，他在主抓学校教学工作的同时，又一直担任两个初
三班化学课的教学任务。但张道旗对此毫无怨言，任劳
任怨。

爱岗敬业 教书育人成效显

张道旗非常敬业， 在医院打了两天针后他就开始
坐不住了，担心因为自己的事耽误了学生，第三天下午
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偷偷回到学校。 王芙蓉一见面就带
着关切又责怪的口吻说：“谁叫你来的呀， 你在家好好

休息一段时间。 ”张道旗憨厚地笑道：“问题又不大，初
三班的娃子正在劲头上，我放心不下。 ”

多年来，丹赵路中学有一条硬性规定，所有党员教
师每学期必须结对帮扶一名贫困生和一名学困生。 去
年张道旗帮扶的贫困生叫李强，家住河南省淅川县，他
跟随在丹江口城区务工的妈妈一起生活， 一家租住在
城郊的一间低矮潮湿的房子里。 张道旗不仅在钱物上
给以帮扶，还多次利用星期天去家访，经常找他谈心，
给他以鼓励，2012 年夏天， 李强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市
一中。

学困生杨云基础差，没掌握学习方法，平时态度也
不够端正，张道旗在她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她学习大
有长进，同年中考如愿以偿被市二中录取。

张道旗受伤住院以后 ， 他所带的初三班学生个
个牵肠挂肚 ，不少学生给他发去了爱意浓浓的短信 ，
打去了一个个温馨的问候电话。 在医院打针的时候，
张道旗用左手翻看着学生们的短信 ， 这给了他巨大
的安慰。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 17 年的教育生涯 ，张道旗
始终用一腔热诚一腔爱 ，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普遍
赞誉 ，多次被评为丹江口市优秀教师 、优秀共产党
员 。

张道旗恪尽职守保护学生的义举， 感动了丹赵路
中学 500 余名师生，也感动了全体学生家长。 连日来，
当地许多学生家长和教师以打电话、发短信的方式，纷
纷称赞张道旗，并为他祈福祝愿。

张道旗用行动完美诠释了 “为人师表 ”的深刻含
义 ，用生命庄严书写了 “爱生如子 ”的脉脉情怀 ，以一
身浩然正气在中国水都丹江口大地上铸起一座师德
丰碑。

保护学生是我的职责
———记湖北省丹江口市丹赵路中学教师张道旗

□ 本报通讯员 钱 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