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想力校长

中国教师报：以您亲身的经历来看，您认为课改学
校校长和传统学校校长相比较， 他们的生存状态有何
差异？

李海勇：这个问题我还是第一次被问到。 以我自己
为例，课改前，我去班里听课，常常感觉惶恐，因为学生
和教师的注意力因我被分散。 课改后， 我再去班里听
课，已经没有人在意我的存在，学生和教师都沉浸在自
己的学习中，那种自然状态让我感觉很舒服。

我常说，课改校长必须有能量引领学校持续前进。
因为实行课改的学校、改革的课堂需要能量的灌输，如
果校长没有能量或者是没将能量灌注给学校， 学校必
将会回到无能量的传统课堂。 校长的能力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思想与行动。

课改校的校长必须每天思考，不断行动，让自己充
满正能量。 安于现状、停滞不前、盲目冒进只能把学校
带进死胡同。

中国教师报：您认为校长，特别是课改学校校长应
该如何修炼自己的领导力？

李海勇：校长的领导力是什么？ 说白了，就是让学
校按校长的谋划发展。 如何才能做到？ 我总结校长要
有“三力三心”。

所谓“三力”，首先是思想力。 校长必须思考，不但
要思考眼下的问题 ，更要思考未来 ，在重重问题和迷
惑中，为学校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之路。 培养思想力
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与行动 ，读书中领悟 ，行动中体
悟，思想从悟中来。

其次是凝聚力 。 校长必须将全校师生都团结起
来。 靠什么？ 靠做事。 校长要领导他的团队去做一件
正确的事 ，当团队都为这件事而付出的时候 ，凝聚力
就产生了 。 课改就是一件正确的事 ，坚持不断改革 ，
把大家团结在课改的大旗下，学校的凝聚力才能如铁
似钢。

再其次是创新力。 校长不仅要有思想力和创新力，
还要有能力激发团队协作的创新力。 只有这样，学校才
会有源源不竭的发展能量。 如何做？ 解放思想，营造适
合创新力生长蓬发的学校文化。

所谓“三心”，第一是决心，校长要有当机立断，斩
钉截铁的决心。 第二是恒心，校长言必信、行必果，不
能朝令夕改。 做事要恒定，不为外界因素动摇，向着正
确的方向一直前进。 第三是信心，当校长经过缜密思
考，认真论证后，确定是在做正确的事，那就不要再怀
疑自己，要相信自己的判断，克服困难，坚持到底。 当
然，信心是建立在思考和经验的基础上的，盲目自信、
刚愎自用就会把学校带入深渊。

这“三力三心”结合起来，就是领导力。
中国教师报：在您心中，泽州一中的未来是什么样

子的？
李海勇：要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就要看现在在做

什么。 未来不是虚无的幻象，而是无数个现在的有机
组合。 泽州一中正在进行课改的“二次革命”，我们努
力做好几件事 ：推进大单元教学模式 ，完善并应用好
“组组通”项目，继续进行“走班制 ”的摸索和试验 ，将
“学簇深度化”做实做细。

同时，我们还有一些设想，第一是建立泽州一中的
校本课程体系。 第二是把绿色教育理念贯穿学校管理
与教学的方方面面，成为学校的一个发展主题。 第三是
建立更加科学的评价体系。

当这些工作一一落实之后， 我想泽州一中会是另
一番景象。

在未来，泽州一中将成为学生发展的生态乐园，从
这里走出去的会是身体健康、 心智独立， 人格健全的
人。 泽州一中教师的工作也变成培养人、 成就人的事
业。 教师和学生脸上都洋溢着好教育所带来的笑容。

在未来， 泽州一中还将成为改变本地区教育生态
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泽州一中的影响下，本地区人们
的教育理念 、教育方法将更加科学 ，将会有更多的学
校走上课改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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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心中有朝阳，脚下有力量
———对话山西省泽州一中校长李海勇

学校是读书的地方
江苏省特级教师吴非在 《新

京报》 撰文说， 学校是读书的地
方，不是做题的地方。 之所以有这
样的论断， 是因为现在很多学校
早已沦为“做题的地方”，教师更
是告诫学生， 除了教材的定价不
重要，其他的都背下来便能“考试
通吃”。 这种畸形教育观，不仅加
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还让缺少
阅读积累的学生， 走到工作岗位
后“闹笑话”。

很多人成年后走上社会 ，都
强烈地感觉 “书到用时方恨少”，
后悔自己学到的知识太少。 造成
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 就是学生
时代因为题海战术导致的大量阅
读缺失。

人生教育不只是陪伴
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

杨澜在某教育高峰论坛上说，父母
教育孩子要言传身教，要让孩子看
到父母是如何做人的，这不仅仅是
指道德层面，也包括人生层面———
父母在怎样度过他们的人生。

父母对孩子人格培养、身心发
育、智商情商逆商（抗挫力）的关注
一个都不能少，但不应把劲儿都使
在孩子身上。如果自己充实、快乐，
有责任感，有情绪管理能力，孩子
也会模仿家长而变得乐观。尤其是
孩子的思辨能力开始产生时，他更
需要一个有实力的伙伴，而不是一
个单纯“赖”在他们身边，只会问
“你到底要吃红烧肉还是烧带鱼”
的保姆。

新视野

□ 李 鹏

必须攻克的两大堡垒
2008 年春节刚过， 在河北省唐山玉田县第一中

学的校园里，一股改革的气息伴随着春的脚步，悄然
而来。

玉田一中是河北省示范高中，教学质量在区域内
名列前茅，享有唐山“高考强校”的美誉。 但生源质量
参差不齐，课堂缺乏活力，教学效率偏低等问题成为
学校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

“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否则，玉田一中势必会在新
一轮课改中被淘汰！ ”强烈的改革意识深深印在了校
长赵仁义的脑海中。

到底怎么改？
早在 2005 年，怀着学习和破解难题的心态，赵仁

义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 他亲自带领教学主任去了当
时全国课改的标志性学校———江苏省洋思中学。 为了
深入探寻洋思中学成功的秘密， 他没有浮光掠影、走
马观花，而是在洋思中学附近住了一星期，每天听课、
观察、访谈、反思成了他的必修课。 那是一场心灵的地
震，当他坐在洋思中学的课堂里，才真正体会到了“新
课改”这 3 个字的意义。

“一看才知道，原来我们的课堂是圈养学生，爱吃
和不爱吃，学生都得接受。 而洋思中学的课堂是放养，
学生活跃得不得了，必须得改了！ ”赵仁义说。

洋思中学之行让赵仁义心潮澎湃，然而，初中课
改的成功经验能否移植到高中，被公认为课改“雷区”
的高中课改到底要怎么改？

于是，赵仁义再次走出去，带领教师走访了湖北

省黄冈中学、华中师大一附中、山东省高密一中、昌乐
二中、 山西省新绛高中和河北省鹿泉一中等课改名
校。 每次出去，他们不仅抱着谦虚的态度去学习，也带
着审视的目光去考察。 他们提出的像小组建设、运用、
评价，课改如何保证高考成绩等问题，让一些课改名
校都“招架不住”了。

经过全面的考察、对比和反思，玉田一中人终于
厘清了高中课改必须攻克的两大堡垒：

第一，高考质量必须保证，为学生的现在负责。 高
考是当前最为公平、公正的考试，也是广大县域学子
走出乡村、走出城镇的最重要的途径。 广大学生、家长
仍寄希望于高考，希望通过高考改变命运。 因此，学校
必须要对学生的今天负责，要保证高考质量，为每个
学生都能考上理想的大学而努力。

第二，综合能力必须提升，为学生的未来负责。 高
考不是人生的终点，高中也只是学生成长路上的一个
驿站，学生终要走上社会。 作为一所有担当的学校，必
须要为学生的未来负责。 因此，必须从现在开始培养
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唯有攻克这两大堡垒，才能让学生获得真正意义

上的成功，也只有攻克这两大学习堡垒的课改才是有
生命力的课改。 否则，课改只能是昙花一现，最终以失
败告终。

特立独行的“234 高效课堂”
立志要在高考与素质教育之间找到完美契合点

的玉田一中人，怀着探索与审慎并存的心态，围绕着
“如何攻克两大堡垒 ”这一核心问题 ，拉开了改革的
大幕。

几年间，玉田一中人走过风雨，终于实现了心中
的理想课堂———234 高效课堂。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课
堂？ 又体现了玉田一中人怎样的教育思想？

“2”、“3”架构起高效课堂。 所谓“234 高效课堂”，
是一种以系列组课为特点的立体化大课堂教学模式，
其中“2”泛指相关的两到三个课时教学内容合并在一
起，组成一个授课单元。 而“3”是指一个授课单元的教
学过程分成 3 步来完成，分别为自修、破疑、训练。

自修课通常分为教师引课、学生自修、检测达标、
问题反馈 4 个环节。 自修课主要是学生活动，学生根
据学案导读中的问题，阅读文本，获取信息，进行独立

思考。 学案导读中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将课本中的概
念、规律“抠窟窿”，让学生边看书边“填空”，而是设置
几个“大”问题引领学生边看书、边记忆、边思考。

例如，自修“万有引力”一课时，学生先根据学案
导读中的几个问题：万有引力体现在什么地方？ 万有
引力定律是否“万用”？ 两个星球、人和地球、两个人之
间的万有引力有意义吗，为什么？ 用问题引导学生进
行自主学习、独立思考，限时完成自修检测题，然后由
教师公布答案。 接下来，学生开始自主纠错、思考，解
决遇到的问题；通过小组讨论，互帮互学解决组内问
题；组内解决不了的问题，由小组长整理，把问题填写
在反馈卡上，反馈给教师。

为什么要专门安排一节正课进行自修呢？ 赵仁义
这样说：“因为只有统一自修时间，才能提升学生自学
能力，也才能保证自修效果，从而确保破疑、训练课的
针对性和高效率。 否则，放到课下让学生完成自修，情
况就会大相径庭，效果也很难得到保证。 ”

自修课之后是破疑课，破疑课以破解学生在自修
课上生成的问题为主，预设问题为辅。 呈现问题环节，
原汁原味地呈现自修课上学生生成的问题。 一次破疑
环节，师生共同破解生成的问题，学生思考再质疑。 二
次破疑环节，教师质疑，对重难点问题查漏补缺，再设
疑，帮助学生深度理解课文，最后进行小结。

以往一节课， 教师从头讲到尾不一定能讲完，现
在学生自学后，教师只解决共同的、有针对性的问题，
课堂效率大大提高。

“学生在自学中存在的疑惑，小组内能解决的尽
量解决，但高中课程难度大，学生自学或小组合作探
究，难免会有些东西学不透，这就需要教师适时对学
生进行引导、点拨。 ”赵仁义说。 （下转 11 版）

突破高中课改的“雷区”
———河北省玉田县第一中学改革侧记

□ 文 艺 井 华

品牌学校建设 2012 年，新课改已逾 10 年。 但高考仍似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于所有高中校头上，让高中成为名副其实
的课改“雷区”。在现实与理想的角力中，高中课改到底该走向何处？河北省玉田一中，一所示范高中，课改年代
的行动者，给出了自己的思考。

从 2009 年起，李海勇带领山西省泽州一中开始了课堂教学改革。3 年课改路，崎岖难行，他凭借着对课改的必胜信心和宗教般的
信仰，移山开路，终有所获。 3 年来，泽州一中教学质量稳步提高，高考升学率大幅攀升，学生综合素质不断进步。 但他没有就此停下
前进的脚步。 如今，泽州一中课改的“二次革命”正在他的推动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中国教师报：您的课改激情是如何被点燃的？
李海勇：我校决定开始课改，不是拍脑袋的一时兴起。 而是

在研究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很多课改校成果经验，总结了
很多学校失败教训的基础上，严谨而坚决地进行的。

泽州一中是一所新兴学校，教学质量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所以上任之初，我便以提高学校教学质量为己任，以提高教师教
学水平为推手，提高教学质量。 但费尽心力，遍请专家来校讲座
的方法收效甚微。 于是我转变思路，转而关注对学生学习方法
的指导，但效果也不好。

我在传统课堂的讲台上站了 30 年， 深知学生的学习状态。
传统课堂的教师就像靠天吃饭的农民， 收成好坏全由天气决
定。 这是教育的悲哀，也是教育者的悲剧。 对传统课堂的熟稔与
两次尝试的失败，终于让我意识到症结出在课堂上，明白了改革
势在必行。 我相信：只要开始，就一定会成功！

中国教师报：许多学校在课改之初，都面临内外交困的巨大
压力，抵抗不住压力半途而废的不在少数。 是怎样的力量支撑
您度过这黎明前的黑暗？

李海勇：只要是真正、彻底地和传统课堂告别的改革，都会
遇到阻力。 我曾在网上看到一篇名为《猝死的生命课堂》的报
道， 说的是江苏常熟外国语学校的课改一天就被叫停的事件，
叫停的原因是家长不愿让孩子做“小白鼠”。 我看了以后，不禁
回想起我校刚开始课改的情况。 那时家长不赞成、学生不适应、
社会不理解，不理性的声音此起彼伏。 有一次我在校门外被家
长围住质问，连路过的出租车司机也停下车来和我理论。

但这一切并没有让我退缩，我认定课改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因为一方面，教学改革是国家的意志，《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改变教学方式，所以推行课改就是执
行国家方针政策。 另一方面，众多教育教学理论给我以支撑，众
多课改学校的成果给我以榜样，这些都给了我自信和力量。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 课改前，我校曾组织教师去山东杜郎
口中学参观。 活动结束后，我和教师们一起登泰山看日出。 我们
半夜开始登山，当时是 11 月份，山上非常冷，矿泉水都结冰了。
但我一心只想着看朝阳，所以走得特别带劲。 那天，我第一个登
上泰山绝顶。 看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壮丽之景让我心中一下开
阔了，心底忽然冒出这样一句话：心中有朝阳，脚下有力量。 课
改就是我心中的朝阳，所以即使再黑暗再寒冷再大困难，也不
能阻挡我前进。

中国教师报 ：您认为这场从课堂开始 ，延伸至教育
所有角落的课改最终是要改变什么 ，或者说它的本质是
什么？

李海勇：我认为，课改就是要解放学生，解放学生的学
习力，最终达到人性的解放。传统课堂是教师的“殖民地”，
教师掌握着课堂上所有的权力和资源， 学生是被动的，被
压抑的，被强迫的接受教育。 而课改就是要改变这样的课
堂，改变这样的教育，改变学生在课堂上的地位。让学生变
成课堂的主人，学习的发生体。

学生如何才成为课堂的主人呢？ 掌握课堂中的权力。
只有课堂中的权力掌握在学生手里，学生才能真正成为课
堂的主人。课堂中的权力包括：时间权、空间权、话语权、质
疑权、评价权等，但归结起来就是一种权力———学习权。学
生成为学习主人的权力。

作为教育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还权给学生，让他们获
得解放，并帮助学生更好地使用这些权力。 所以课改的本
质就是解放学生。

中国教师报： 您提出要进行第三次产业革命式的课
改，这种课改有什么特点？

李海勇：传统课堂是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讲授式课
堂， 其特点类似以流水线生产为标志的第二次产业革命，
是一种组装式、批量化、标准化的教学形式。而正在发生的
第三次产业革命是信息化引发的，以 3D 打印机为标志的
革命。 3D 打印机可以根据个性化的图纸，直接将产品打印
出来，大到高楼大厦，小到分子芯片，都可以如此生产。 它

的特点是整体输入、整体输出，产品是小批量的、个性化
的、多样化的。

我校课改的“二次革命”追求的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
我校实行的大单元教学、“组组通”项目、走班制、深度学簇
化等措施就是在现有条件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打破班级授
课制，打破流水线式教学形式。举例来说，我们的深度学簇
化目的是实现“大班容量，小班化教学”，我们的大单元教
学是整体性学习的尝试。

中国教师报：您曾说过，课改校最需要的是信任与支
持 ，需要校长 、教师 、学生 、家长乃至全社会的信任与支
持。 您认为什么才叫真正的相信、支持课改？ 从另一方面
说，课改校如何做才能得到广泛的信任与支持？

李海勇 ：如今 ，当我与别人谈起课改 ，很多人都持
理解与支持的态度 ，这让我高兴 ，但如何能判断一个
人是否真心相信课改 、支持课改呢 ？ 我的办法是直接
问他 ： “你是否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课改学校去上
学 ？ ”课改学校不是特殊的学校 ，不需要特殊的待遇与
照顾 ，课改校需要的是公平的教育资源和无歧视的生
存环境 。

从另一个方面说，课改校要怎样做才能得到广泛的
支持与相信呢 ，我认为没有别的出路 ，唯有不断改革创
新 ，打磨我们的课堂 ，完善学校的管理体制 ，提升教学
质量 ，发展学生的全面素质 ，让学生 、教师 、家长 、社会
看到改变，看到希望。 总之就是一句话：干出成绩，赢得
尊重。

再大困难也不能阻挡我们前进

第三次产业革命式课改

校长引领未来

� 李海勇，现任山西省泽州一
中校长。 曾先后获得“全国教育
系统师德先进个人”、“山西省模
范教师 ”、 “山西省特级教师 ”、
“三晋名校长”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