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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积蓄课改正能量
———首届“先锋校长”高端研修班第四次研修侧记

□ 本报记者 郭 瑞 □ 孙和保

1 月 7 日，“先锋校长” 高端研修班第四次研修活动如
约在湖南省娄底市举行。本次研修，学员走进的“移动课堂”
是省级示范校娄底一中。 邀请的授课导师一位是以研究学
校教育教学创意而闻名，并担任多所学校顾问的王红顺，另
一位是学员要求“返场”的本报特聘专家杜金山。 两天的研
修，学员收获颇丰，意犹未尽，高涨的学习热情与南方寒冬
的阴冷天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愿不愿？ 敢不敢？ 会不会？ ”杜金山开门见山抛出课
改人必须回答的问题。 3 个问题分别从动力、担当、能力 3
个方面解释延伸，由表及里，由问题引入到课改变革中的
各个重要节点。 他结合学校课改的经历，提醒学员各个节
点需要注意的事项以及应对措施，为学员提供了“捷径”。

他的“学生资源论”把传统课堂与现代课堂划出分水岭，得
到学员的认同，“学生个体具有独特性， 学生间有差异，小
组是资源，对子也是资源，认知冲突是资源，冲突也有差异
性。”杜金山认为，高效的现代课堂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师生
相长，而把学生作为资源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根本。

王红顺讲座的主题是 “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创意与策
划”。半天时间的高容量演讲，王红顺与学员分享了 21 个案
例，近百种小创意。“远足行动———学生书包里放 3~5 块砖，
负重行走 15 公里；生存体验 1+1———身无分文的学生和母
亲到远离学校的市区，通过自身努力赚到饭钱。”这是 21 个
案例中“主题活动的创意与策划”的创意。 看似简单的小活
动、小方法、小窍门让学员欣喜不已。“王红顺老师讲的小案

列很贴近实际，我们拿回去就可以直接用。 ”河北省清河县
第三小学校长张娜如是说。

本次研修的高潮是“案例解剖式体验式培训”环节，担
任班主任的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理、 编辑部主任李炳亭带
领学员体验评课的过程，杜金山与王红顺也共同参与，与学
员一起，为娄底一中的课改把脉问诊。王红顺表示：“中国教
师报与其他媒体的区别在于，其他媒体只是报道典型，中国
教师报则是培植典型，与典型学校同步发展，使其具有样本
价值。 ‘先锋校长’高端研修班的举办正是一个培植典型的
过程。 ”

“先锋校长”高端研修班的学时已经过半，让人欣慰的
是，通过四次学习，学员身上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只是

课改的理念先进了， 更可贵的是在对自己学校的认
识和如何构建一所“新学校”的思考上，也有了独到
的见解，并能因地制宜地逐步实施，他们是课改正能
量的代表。 举办“先锋校长”高端研修班的目的，不只
是为了积蓄正能量，更要把课改的正能量传递开去。

萧伯纳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
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
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人可拥有两种思想。 ”
33 位校长，33 所学校，每两个月一次的思想碰撞又何
止是简单的数字相加。

假如把班级比喻成“微国家”，要制定一部“班级
宪法”，这个“班级宪法”要规定“班级领导”的任期和
职责，“班务院”的机构构成和职责权限。 然后，以小
组为单位，由各小组推荐候选人竞选“班级领导”。

“班级领导”选出后，应该开始组建“班务院”，制
定班规和班级发展策略，实施班级日常管理，履行对
班级的管理职能。 其他学生对“班级领导”和“班务
员”进行监督、批评甚至弹劾。 “班级领导”的任期为
一学期，下一学期将重新竞选。

班主任负责整个流程的指导工作。 学习委员、文
艺委员、体育委员、生活委员、纪律委员等职务全部
转换成“班务院”成员，由“班级领导”提名，全体学生
投票通过。

“班务院”成立后，班主任要坚决退居二线，将班
级交给学生自己管理。 学生的一切问题首先交由“班
务院”处理，处理不了的再交给班主任。 班主任主要
负责沟通、建议、指导，做“班级领导”的顾问。

这样管理的好处是：加强学生的主体地位。 学

校是学生的家园 ， 学校的一切发展和管理都应该
为学生设计和服务。 面对学生，教师是“管理”还是
“引导”，是“与学生作对”还是“为学生服务”，是两
种教育思想的体现 。 教师应该引导让学生团体管
理学生个人，让班级文化影响学生的个人行为 ，减
少师生间的对立和摩擦。 如果教师仍然高高在上，
不把自主管理的权力下放给学生 ，就很难让学生 、
家长和社会满意。 不转变观念的教师，很难让学生
拥有幸福感，而学生如果没有幸福感 ，自然也就很
难保障学习质量。

将课堂与生活有效衔接。 当课堂已经渐渐变为
由学生做主时，课后是否也该做出改变？ 在日常行
为和德行教育等方面，很多学校还没有形成以学生
为主体的管理意识和管理方法，这就导致学生在课
堂上刚刚建立起来的主体意识，被生活中的传统教
育思想不断冲击，难以形成从课堂到生活的完整的
链条。 课改从课堂出发，但应该覆盖和影响到教育
的每一个环节。 课改不单纯是教学改革，更是涉及

教育方方面面的整体改革。 我们必须让以人为本、
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贯穿于学校教育的每一个环
节，使现代课堂的理念和实践更加全面、更加深化，
努力创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校。

培养学生的自立能力和独立精神。 大多数外国
孩子到了 18 岁就可以自立，这和他们从小接受到的
教育密切相关。 而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被长辈呵护和
溺爱着，形成了强烈的依赖心理，导致他们走上社会
后，缺乏必需的生存能力和交往技能。 在读书阶段，
就让学生尝试自主管理， 可以让他们从小树立独立
的精神，培养出交际、管理等各方面的能力，有益于
他们将来走入社会后， 可以独立面对人生中的种种
艰难考验。

如果可以做到这些，我们还会把学校窄化为教
学、教学窄化为知识、知识窄化为考试吗？ 我们将会
建立一所真正培养人才，而不是单纯传授知识的学
校，从而实现教育的使命。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抚顺市第四中学）

当堂作业展示

刘凤军：教育信仰不是空话
□ 孙和保

河北省迁安市建昌营高中有一间教室，这是教师
专门用来“磨课”的教室。 每天都有学生在这里上“公
开课”，下课后，教师就围绕这节课进行点评、研讨，这
是建昌营高中独特的教研方式。

就是这样一节一节，一天一天地“磨课”，不到一年
时间，建昌营高中的课堂已经相对成熟。 2011 年，在本
报举办的首届高效课堂博览会上， 建昌营高中一位刚
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教师就脱颖而出，获得一致好评。

在这所学校，课上得好的不只老师，也包括管理
者，校长刘凤军带头上课，他说：“只有自己上课，才能
更好地进行研究，才能更全面地体会到老师的难处。 ”

他们的课在高效课堂博览会上之所以获奖，是因
为教师讲得少， 把更多时间交给学生， 进行交流、展
示、质疑和提升。 而这样的课，在学校课改之初，是不
被学生家长理解和认同的。

“教师不是不讲，而是精讲，在学生不会的地方
讲。 ”“每个孩子在我眼里，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
会用我的良心带领教师实施课改。 ”这是课改初期刘
凤军说得最多的话，通过多次苦口婆心的交谈，家长
终于被刘凤军的话语打动，“冲着你这位校长，我就把
孩子交给你们了，我相信我的孩子在这里错不了”。 至
今，课改已经实施两年了，学生不断攀升的成绩正是
刘凤军交给家长的满意答卷，“三模九步·能本课堂”
的教学模式也得到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的认可。 追思
忆往，刘凤军摇摇头，笑了。

课改面临着很多阻碍， 包括来自教育主管部门
的、教师的、社会的，尤其是学生家长，可想而知。 “只
要博得家长的理解，课改就会容易得多，之所以难，是
因为我们预设的东西太多了。 ”刘凤军不无感慨地说
道：“家长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多促进作用，我就是受益
者之一。 ”

一位即将被学校劝退的学生的家长对教育的质
疑彻底打破了刘凤军内心固有的家长不懂教育，只知
道要分数的错误观念。

这位家长说：“孩子是有很多毛病，但是教育不就是
为了让孩子改掉身上的毛病吗？如果教师不能理解与尊
重孩子，孩子就没有前途了。 教师不能因为孩子的一次
错误就断定这个孩子无可救药，应该相信孩子可以改掉
错误。 孩子在学校出现问题时，教师要及时与家长沟通，
不能只是简单的批评。 与家长的及时沟通，可以使教育
更有效。 ”听得此言，刘凤军一时语塞。仔细想想，自己和
学校的老师，在有些工作上确实做得不够到位。 劝退风
波顺利解决，学生最终返回学校。 而这件事，带给刘凤军
最大的触动是，他真正意识到教育需要彻底改变。

熟悉刘凤军的人知道，在宽敞明亮的校长室里往
往找不到他，年级组或者教室才是他常去的地方。 “教
师的幸福就是教书育人的幸福，三尺讲台是教师最好
的人生舞台。 作为一名校长，不仅仅要带好队伍、管好
学校，更重要的是要能身体力行，以身示范。 ”刘凤军
是这么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刚开始课改时，山东、安徽的几位课改专家来学校
指导工作。 一天的理论方法指导结束后，专家提出让学
校教师第二天上一节公开课，进行分析诊断，以便找准
以后的努力方向。 学校先要求教师自荐，没有响应，再
命令，还是没有响应。 刘凤军对“没有响应的反应”早有
心理准备，所以，他也早已做好当“备胎”的准备。

“自己亲自体验新课堂，可以对专家的指导有更
深刻的体会，方便以后更好地促进课程改革，同时，还
可以给全校教师做个榜样。 ”回想起来，刘凤军不禁兴
奋地说。

话虽如此，但真正做起来时，刘凤军还是担心公
开课在专家面前漏洞百出。 他当晚回到家后，长时间
地揣摩专家所讲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并编制出第
二天上课要用的导学案。 寂静的夜晚他反复琢磨、构
思，导学案写了一稿又一稿，一直到凌晨 4 点，导学案
才终于编完。

第二天的上课铃声响起， 在座无虚席的会场上，
专家吃惊地发现，走上讲台的竟是校长刘凤军。 课上
得异常精彩。 这一课，不仅是刘凤军的“试水课”，也是
他给教师上的一节“激励课”，对日后转变那些因为害
怕、抵触而不积极的教师起到了很大作用。

“做一名有理想、有责任感的教师，做有良心的教
育”是建昌营高中对所有教师提出的要求。 “‘路漫漫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教育信仰不是一句空
话，我会带领团队用行动去践行。 ”这位不善言谈但内
心强大的校长斩钉截铁地说道。

学员素描

班级与“微国家”的关系是什么 □ 周立明

教育应该怎么发展？ 从第一代课改的代表性学校
洋思中学， 到第二代课改的标志学校杜郎口中学，教
育理念经过了从“教为主、学为辅”向“学为主体、教为
主导”的过渡。 那么，第三代课改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我认为支撑第三代课改的教育理念应该是 “有
灵魂的全教育”。 “有灵魂”不但指有知识、有文化，还
应该有责任、敢担当，有正义、敢作为。 “全教育”是指
以天地为课堂，以万物为教材，让学校的每个墙壁、
每块绿地、每个角落都学会“说话”，树立一种精神，
促进师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

学校应该深入挖掘每棵树的历史和内涵。 树是何
时所栽？有哪些名人曾在树下读书？树的周围发生过什
么故事？ 巧妙的挖掘，可以形成学校独特的校园文化。

湖南省师大附中有一棵百年香樟树， 据说与学

校的创始人、 革命先驱禹之漠有一段催人泪下的故
事。 学校充分挖掘这段故事的内涵，让全校学生站立
在树前时，会不由自主地缅怀先辈，升腾出以天下为
己任的情怀。

一棵树的生长， 需要园丁的呵护； 一棵树的生
长，绽放生命的精彩；一棵树的生长，源自永恒的渴
望。 这些都是难得的教育资源。

湖南省长沙一中的图书馆前有一片树林， 栽种
着龙爪槐和白桦树。 龙爪槐的寓意是果敢刚毅，白桦
树的寓意是隽秀挺拔。 进入图书馆要经过一个拱门，
拱门下的地面上印有深深的脚印， 激励学生脚踏实
地、勇于担当。 这正是由树文化开始，形成校园文化
的过程。

江苏省苏州市盛泽实验小学有一棵石榴树。 学

校以石榴为载体，开展“石榴红了”艺术节，鼓励学生
看一看、画一画、写一写、评一评……在艺术节中，涌
现出了一大批“小画家”、“小诗人”、“小评论家”、“小
发明家”。 学校还进一步组织“我与石榴树同成长”等
主题活动，让石榴树从学生的写作内容，到道德礼仪
的象征，再到精神文化的寄托，一步步走入学生的视
野、生活，骨髓、心灵。 一棵树可以发展成一门课程，
一棵树也可以蔓延成一种文化。

教育需要充分放手， 让每一个孩子能够自由发
展、享受生命；教育需要回归自然，让孩子在潜移默
化的文化浸润中，得到智慧、勇敢、诚信和公正的美
德，让孩子拥有一颗善良与美丽的心灵，创造一个充
满意义的幸福世界。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回民中学）

如何赋予景观教育意义 □ 张天佑

学校是研究中心 ，教师是研究者 ，教室是研究
室；教室是学生学习的主要地方 ，是教师教学实践
的地方 ，所以教室是师生共同成长的乐园 、家园 、
学园。 教室文化是教室的灵魂，是师生共同发展的
动力所在 。 教室文化可以分为精神文化 、 制度文
化 、行为文化 、物质文化 4 个方面 ，这也是教室文
化的 4 个支柱 ，决定教室文化的程度 、深度 、广度
和效度。

精神文化。 精神文化是特定环境中学生、教师
所拥有的信念 、观念 ，内含情感 、价值观 、道德 、习
惯、传统、人际关系、集体舆论、理想等成分，是教室
文化的核心与灵魂。 引领全班师生成长，根植师生
心田的班级目标成为师生的共同愿景。 例如在安徽
省铜陵市铜都双语学校的“名人班”、“伟人班”、“英
雄班”中，毛泽东、鲁迅、曾国藩等人的理想信念、成
功事例、成长历程让学生树立起“人贵有志、学贵有
恒”的精神，学习伟人、名人的价值观、理想 、信念 ，
使整个班级拥有一种积极向上的活力。 湖南省娄底

一中有“博览斋”（班名），以博览群书 、多读多看为
宗旨，让学生自拟班级口号、班徽、班歌、班训，分小
组探讨合作，有分工、有任务 、有职责 ，让每个小组
都成为一个有机的集体。

制度文化。 围绕班级文化的主题，可以制定多种
规章、制度或公约，使班级文化更加具体化、规范化，
在自我管理的过程中升华为共同追求。 班级应该将
各种规章制度在管理中落实到每个细节， 比如制定
《阅读制度》、《写作制度》、《评价制度》 等。 《阅读制
度》要细化到学生翻阅何种资料，阅读哪些文章、记
录什么内容等；《写作制度》要规范学生如何记笔记、
写心得、说反思、谈感悟等；《评价制度》重在落实小
组与小组之间、组员与组员之间的竞赛评比规则。 在
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第一周发布主题，第二周、三
周督导，第四周评比结果的流程，演讲、辩论、沙龙、
竞赛等多种多样的形式进行制度文化的深化。 这样
有计划、有方案、有措施、有督导、有落实的活动，可
以让学生既紧张又充实，既忙碌又兴奋，让班级逐渐

形成特有的制度文化。
行为文化。 道德行为彰显细节、教学行为彰显常

态、活动行为彰显特色、研究行为彰显校本。 在教室
中布置文化墙，张贴字画、警句、名人名言等，可以让
师生耳濡目染、心心相通。 在不同的区域，应该有不
同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符号，可以由各小组布置，最终
形成整个教室的主线文化，体现文化主题。

物质文化。 物质文化是教室文化的物质载体和
基础，也是教室文化的主要体现。 例如班级的墙壁、
天花板、门窗、地面、黑板、多媒体、书柜、桌椅等都可
以精心布置，彰显特色。

可以说，物质文化是教室的表层文化，行为文化
是教室的浅层文化，制度文化是教室的中层文化，精
神文化是教室的深层文化。 整个教室由表及里、由内
及外，各个角落、每个学生都围绕着一个主题文化，
有机地运转着，和国家所设立的各部门一样，形成一
个“微国家”。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濮阳县梁庄乡一中）

教室文化如何体现 □ 张传伟

“案例解剖体验式”分组培训中，学员们畅所欲言。 孙和保/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