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完《第 56 号教室的奇迹》，我做了一个冲
动的决定，我决定把自己的教室打造成为一间读
写教室。

一直想问这样几个问题：1.你是否曾因为老师
教得很无聊，而很想看完正看到一半的书?2.你是否
曾因为边吃饭边看书而被骂？ 3.你是否曾在睡觉时
间偷偷躲在棉被下看书？ 我的答案全是———是。 爱
读书的孩子爱做梦，有梦想的孩子会下笔。 身处三
尺讲台的我，希望用 56 号教室般奇迹的方式，唤起
孩子爱读书写字的兴趣，培养孩子们爱读书写字的
潜质，淡化分数教学，让孩子们在读写教室中自由
徜徉，书写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乐章。

（浙江省杭州市滨兴学校 姚贺国）

作为学生在校学习的主要场所，我认为理想
的教室既是学园，又是乐园、健康之园。

学园：应该是充满温馨书香的教室，能为学
生提供良好的精神食粮。

乐园：教室里应有一个让学生个性放飞的作
品展示角。 这个展示角，让学生把自己满意的作
业、试卷，美术、书法作品，喜欢的图片等，都拿来
展示。 在这样的教室里，每一位学生的特长都能
得到充分发挥，每一位学生的个性都能得到充分
的彰显，每一位学生都能感到成功的喜悦。

健康之园：教室的天花板是天蓝色，墙壁的四
面是白色，黑板是磁性的，讲台应是多功能的，学生
的课桌椅应是能调整高低的。 各种设备齐全，冬暖
夏凉，让学生坐在这样的教室里，感到清新舒适。

（江西省修水县何市小学 曾令生）

我理想中的教室，学生不要太多，教室也不
用太大，学生每人一桌，在教室中间均匀分布，或
根据上课需要灵活调整。

教室的左右两边都是大窗户，墙壁上什么也不
用贴，有美丽的窗帘就可以了。

我最憧憬的创意布置： 黑板靠近门口的右面
墙壁，挂一块白板，可以张贴课程表、值日表、时间
表，还可以允许同学们自己在上面贴每天的心情、
心事、寻物启事、校园通知等小卡片。 墙角的位置
一定要留出来，布置成一个小小的高高的舞台：喜
欢说话吗？ 请你上来演讲吧！ 想放松一下吗？ 在上
面高歌一曲，你一定能找到明星的感觉！ 学习累了
吗？ 让我们欣赏某位同学的小提琴，或者二胡、葫
芦丝、笛子。 总之，这个小舞台是我最希望在坐满
小孩子的课堂上出现的室内设计。

（山东省临沭县进修学校 吴淑红）

我理想中的教室要有三个特点。 第一，应该
具有平等民主的学习氛围。 同学们可以在其中
积极主动地学习，不管是小组合作，还是讨论探
究， 老师和学生都能够平等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和想法，对新的知识进行探究性学习。

第二，能够展示班级特色。 走进教室，能够
感受到浓浓的班级文化， 班级座右铭和激励性
标语清晰醒目，学生的优秀作品精彩展示，充发
分挥着班级文化的育人功能。 第三，能够为学生
提供创新的园地。 黑板报、发明窗等园地，能够
充分体现学生创新思维的火花， 给学生提供一
方展示特长的空间。

（湖北省枣阳市第一实验小学 李剑）

《夏山的学校》的作者尼尔说：“让学校适应
学生，而不是让学生适应学校。 ”

理想的教室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地方。理想
的教室，书本不是学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所有学
生只要有基本读物就够了， 他们更需要的的是工
具、泥巴、运动、戏剧、图画和自由。 学生对一切事物
充满了好奇心，语言表达能力、动手操作能力强，在
实践中孩子们摸索经验，不断成长。

理想的教室有自己特色的班级目标、班级口
号、班歌、班训……这些是指引孩子们前行的航
标灯。 特色里浸润着文化，文化丰富着特色，教室
成为孩子们的心灵家园。

理想的教室是记录孩子们成长足迹的地方。心
语本中，记录着孩子们成长的喜怒哀伤；快乐的六
一节、记录着孩子们的喜悦与分享；生日会、联谊会
记录着孩子们由稚嫩走向成熟的变迁； 班级博客，
记录着孩子们身上发生的点点滴滴……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荣根学校 欧阳利杰）

首先，教室应成为展示的“灵动场”。 在教室里
的展示，不仅体现在静止的学生作品上，还应包括
动态的、人与人间的展示。 如课前的讲故事、说见
闻，班会中的主题演讲，课堂教学中的小组合作交
流、集体展示，这些都应当成教室灵动展示的内容。

其次 ，教室应成为文化的 “交心园 ”。 从求
知上看 ，教室像 “辞海 ”，人人共进共学共知 ；从
生活上看 ，教室像家园 ，人人互帮互助互惠 ；从
成长上看 ，教室像 “微社会 ”，人人都是交际 、合
作、创新 、实践的主人。

再其次，教室应成为天然的“对话厅”。 在这
里人人都是导师，个个都是受益者。 成长的困难
说说 ，生活的烦恼拉拉 ，学习中的聊聊 ，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不分彼此，教学相长，享有家的温
馨、友情的温暖。

（山东省莱芜市雪野旅游区上游中学 朱玉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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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文化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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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400 年前，苏格拉底就发
出了 “教育不是灌输， 而是点燃火
焰”的感慨。

他能道出此语， 是与其哲学思
想一脉相承的， 因为他把西方哲学
的视角从探寻宇宙和自然的起源转
到了人本身，使哲学“从天上回到了
人间”！ 他由此创造的“问答式教学
法”， 不是把某种概念直接告诉学
生，而是先提问让他回答，再一步一
步引导他得出正确结论， 这为启发
式、探究式教学开启了先河。直至今
天，其影响还极为广泛。

以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作为专
栏结语， 是因为这是我们 “主体多
元”教育改革的精髓或本质所在，所
以我不厌其烦地渲染它、强调它。

诚然， 我们的孩子掌握的基础
知识相对来说较之美国孩子牢固，
但由于多少年来的灌输式应试教
育，使我们的孩子更习惯接受现成的
知识和公式。 而自杜威以来，美国的
学校却想方设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
校外无边无际的知识海洋。 长期以
往， 我们孩子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与美国孩子相比就逊色很
多。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
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之问”由此而
来，也在刺痛着每一位国人的心。

人们相信， 每个孩子身上都蕴
藏着求知的欲望、创造的激情，但这
种欲望和激情不可能用灌输式的填
鸭方法使其释放，即使有一点效果，
也不过是“拔苗助长”。

这两三年来，在“主体多元”教
改理念的引领下，我们摒弃“灌输”
思维，着眼唤醒“火焰”，创立了“双
向五环”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我们
不仅在课堂上点燃火焰，更在课外
开设了社会实践大课堂，推进了以
自主管理和社团建设为主要内容
的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了“我发现”
系列主题活动，学校变为知识的超
市、学生的乐园！ 我们采取了高效
课堂 “固模过关”、 职级制改革探
索、新的学生评价体系构建等措施，
处处着眼于改变校长老师们的灌输
思维， 让他们敢于点燃孩子的学习
火焰、生命火焰，照亮了一个个美丽
的人生。

火焰的燃烧也在分数上得到印
证：在 2012 年全市七年级学情调研
中，我区以生均 160.67 分名列全市
第一。 也就是说，教改三年，学生分
数年年上台阶， 从全市末位上升到
了第一。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 一年来，
我且行且思，把殷都“主体多元”教
育改革来龙去脉以及一些对教育所
想所思， 给大家和盘托出。 时至今
日，仍觉意犹未尽！ 我不仅希望，这
些文字能为广大正在潜心教改的同
路人提供些许参考， 而且期待更多
关注、关心教育改革的各界人士，能
够为殷都的教改提出宝贵意见，参
加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教育即点燃
———写在结尾的话

□ 毕延威

教室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地方，更应该是学生学会交往，学会生活和精神成长的地方。
教室不仅是一个物质性的空间，更应该是一方充满文化气息的多功能“生态文化场”。
今天，我们的教室是否还只是在承载单一的“学习”功能？ 理想的教室是何模样？
重构教室，将成为新时期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

孩子生活在万事万物中， 但这些事
物只是一种存在，不是孩子成长的根本，
孩子成长的根本在于这些事物引发的内
在感觉上升为内在的精神。

———孙瑞雪
儿童天然地生活在精神中， 每个孩

子都是天生的哲学家和艺术家。
每一个孩子都会对色彩、 音乐、绘

画、书籍有极高的敏感度，这种敏感度全
然在于生命感觉。真正的教育，不过是儿
童天性的自然发展。只要给儿童感觉，他
就能创造自己。

所以， 我们要给孩子准备一个自由
的环境来配合儿童生命的发展阶段，尽
可能地给孩子提供一个经典的、人文的、
丰富多彩的生态环境， 提供儿童形成自
己所必要的， 而他自己却无法取得的材
料， 使这个环境和孩子的生命产生碰触
或者联结， 让他们的精神与秘密自发地
显现出来，这样一切才变得有意义。

陪伴儿童过一种精神生活， 就从学
校的生态教室建设开始。

生态教室有三个基本元素：色彩、生
活化、经典。

教室的颜色不再是耀眼的白色，而
是柔和的麦芽黄， 以麦芽黄或象牙黄为
主色调，有助于儿童稳定情绪。需要说明
的是，过多的色彩和低劣的图片，会分散

孩子的注意力，干扰孩子专注力的形成。
生活化主要指教室的布置要一切以

孩子为主，他们的作品、图片、种植物、各
类工具应该是室内陈设的主要内容。 例
如教室后面的黑板和周围的墙壁是孩子
们展示自己的园地，“小巧手” 展示孩子
们的手工作品，“我是小画家” 展示孩子
们的绘画才能，“迷人的风采” 展示孩子
们的学习、活动、生活照，“我字我秀”展
示孩子们的各科作业……在教室窗台上
可以摆放孩子们自己种植的小植物，每
种植物的旁边标注植物的介绍和种植者
的姓名。

引入经典主要指经典绘画、 经典音
乐、经典书籍、经典电影进教室。

学校可以利用寒暑假开展“名画认
领 ”活动 ，让每个孩子认领 3~5 幅中外
名画 ，孩子们在认领过程中 ，了解了名
画的作者风格 、作品的背景等资料 ，并
把收集到的名画推荐给学校 ， 学校根
据作品的特点布置在教室和走廊里 。
卢梭的画 ，纯真而自然 ；雷诺阿的画 ，
温馨而美好 ；凡高的画 ，充满了生机与
活力……而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会带
给孩子精神的愉悦。

选择不同的时段，播放有安定心灵、
提升心智、具有治疗作用的经典曲目，用
音乐去唤醒孩子， 让孩子用心灵感受音

乐，用身体表达音乐，内心获得安慰，全
然感受音乐的美妙与情绪， 这是精神生
活的一部分，它来自于生活，不来自于课
堂和书本。

开展分级制阅读，以“非功利、享受
性自由阅读”为原则，培养孩子的内在阅
读秩序感， 将教室建设成一个个开放式
的小型图书馆。 结合学校校本阅读课程
中的每周一节读书课，选择绘本、漫画、
自然、科技、地理、人文、历史、名著、人物
传记等适合每个年龄段孩子的读物，让
他们在任何时段、任何地点都能拿到、看
到喜欢的书籍，通过轻松自由的阅读，享
受精神的愉悦，积淀文化素养与品格。这
就是和孩子共度精神生活。

选择经典电影， 每周一次固定的看
电影时间，通过《哈利·波特》、《鲁冰花》、
《小鞋子》、《绿野仙踪》等经典影片，来滋
养丰富儿童的精神世界。 精神生活就是
从这些时候开始的， 和孩子坐在那里一
起看动画片，一起欣赏其中的音乐，一起
喝着最喜欢的东西， 在不经意的时候用
片中的语言和孩子进行有趣的对话，或
者用眼睛进行沟通，这都是精神生活。

和儿童过一种自然、 美好的精神生
活，因为孩子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用经
典来为他们选择并创造最好的生活。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洛阳市西下池小学）

课改的着力点是转变“教与学”的关
系， 要把传统课堂沉闷的 “呈现———接
受”模式变为生动的“引导———发现”模
式，“在引导下的发现”和“在发现中的引
导”，充分展现课堂教学动态生成性的格
局，焕发出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力。

传统课堂的基本模式是教师讲学生
听，在这样文化生态圈内，最常见的行为
文化模式是顺从行为、从众行为、利他行
为、侵犯行为等。 这样的文化下，师生关
系就像演员和观众，然而，我不得不说，
再好的演员天天板着同一副面孔， 观众
也会产生审美疲劳。

要想让学生不疲劳、不厌学，唯一的
办法就是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教师要善于考核评价学生的学习， 把每
次考核评价的结果记录下来， 并进行适
当的累加转化。 高效课堂主张的“相信学
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就
是充分尊重学生主体地位。 站在这一出
发点，当务之急是要建立起理想的教室，
使之有利于师生的“教与学”。

教室无疑是师生共同生活的场所，
是师生共同生活的 “文化生态圈 ”，这
个 “文化生态圈 ” 是由教师和不同家
庭、 社区文化背景的学生结合而成的。
理想的教室，应该让自由表达与自主探
索得到充分体现，让每一个学生根据个

人意愿和节奏，选择适合个人兴趣和能
力的活动，自由自在地学习和探索。 通
过建立合作气氛 、提供互教互学 、鼓励
进步等途径把教育教学工作建立在师
生合作的基础上，使学校成为一个既有
民主生活 、又有自我表达 ，既有相互协
作 、又有个人探索的独立空间 ，而不是
由权威者说了算。

在理想的教室里， 师生关系无疑是
这个文化生态圈的核心， 只有把教师和
学生看成真正意义上的人， 师生之间才
有平等，而没有尊卑之分。

一个教师实施对话教学， 一言一行
都是在向学生乃至社会展示自己的人格
品位。 教师要加强学习，努力提升自我，
努力引领学生从学会宽容， 使自己变得
胸襟开阔，尽可能尊重多样性，尽可能从
多角度看待事物， 尽可能习惯 “一个世
界，多种声音”。 让学生在课堂上“感悟”
与“对话”共舞，“激情”和“理性”齐飞。

教室有限的空间无法满足学生展示
丰富独特的生命表现形式， 尤其是在专
制文化的教导下， 学生生活过程变得模
式化，使学生在校时感到孤独。

我做校长期间， 就曾经提出要办有
问题意识的教育， 让学生带着问题走进
教室，带着问题走出教室，走出校园，走
向社会，走入丰富多彩的生活，走向更广

阔的世界，去实现学习与生活的联姻，而
不是将课堂与课外生活人为地割裂。

要想建立起理想的教室， 我觉得有
必要做到以下几点：

1． 给学校、教师松绑，还教学权给教
师，让教师成为课程的研究者和开发者，
去实现“我思故我教”。

2． 一间教室的学生不能太多，学生
在课堂上是充分自由的， 在不影响他人
学习、生活的情况下，可以看书，可以和
教师、同学对话交流，可以做自己愿意做
的任何事情，也可以睡觉。

3． 教室应该配备图书角、电脑，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性地学习，而
不再是由教师模式化地教学。 只要一间
教室有 20%的学生和教师对话交流，就
算有意义的课堂教学。

4． 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自主的
尊严，感受到独特性存在的价值，感受到
心灵成长的愉悦， 这就必须要让学生懂
得相互尊重、团结合作，在此基础上才有
个性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

5． 教室是个融错的地方，教师要敢
于对学生说“我也不知道”，建立起平等
文化氛围，充分相信学生、尊重学生，让
学生在自主学习探究的过程中自我纠
错，在成功的喜悦中有成就感。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罗山县教研室）

在中国学校参观的美国教师发现，
中美教室里的设置和氛围有许多不同，
特别是低年级的教室。

中国的教室设置一般是 20~25 对桌
子和椅子整齐地排列成行，学生排排坐，
面对站在前方讲台上的教师。 中国教室
的这种设置自然地造成了以教师为中心
的教学氛围， 教师通常都站在教室的前
方，很少有教师在教室里走动。这样的课
堂设置，美国早在 100 年前就不存在了。

相比之下，美国的课堂设置多样化，
各不相同，与中国有很大的差别。 学生一
般分成小组彼此面对面围坐一桌，每个学
生都能清楚地看见位于前方的教师。美国
教师授课时不会只停留在前方，而是不停
地走动，与学生近距离地交流和互动。 而
在中国课堂里，以小组为单位学习和做项
目的方法尚不流行。 在美国，很多教师在
教学中都在广泛应用小组学习策略，并积
极鼓励学生参与小组活动。 因此，美国的
课堂本身就营造了以学生为中心、以小组
活动为主要方法的教学氛围。中国的教育
改革，从局部讲，需要先改变课堂设置。

中美课堂设置和氛围最大的差异是
在教室和走廊墙壁的装饰上。 在大多数
中国教室特别是高年级教室里， 墙壁上
很少贴有装饰画、宣传画、学生作品、作
业等， 只有学生在上课时看不见的后面
墙上有一些墙报专栏的布置。 少数课堂
里的一面墙上贴有一些简单的画页或者
图表。美国教师走进一间中国教室时，往
往不能从墙的装饰上看出上的什么课。
这使他们很困惑。在美国，教室里的布置
和装饰与教师的授课内容是紧密相关
的，一走进教室就能知晓教学的科目。中
国低年级的教室里可以看见一些由再生
材料做成的手工艺品贴在教室的一面墙
上。在教室外面的走廊墙上，也有一些学
生的作品展示， 但明显是挑选出来的最
好的作业和作品。 美国教师对中国幼儿
园的布置很赞赏， 这里有专门定做的儿
童家具， 有大批用回收材料做成的玩具
和各种游戏活动站， 这些都给美国教师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惜，他们在中国中
小学里没有看到类似的、 能为学生活动
和休息着想的课堂设置和布置。

相比之下， 美国的中小学校在教室
和走廊的墙上贴有很多的宣传画、 规划
表和思维图， 所有学生的作业和作品不
分优劣也都贴在墙上， 还有自制的不同
节日的装饰品，使墙壁上热热闹闹。美国
教师认为这样学生才能把学校当成是自
己所拥有的园地。 美国幼儿园和学前班
的教室布置得五彩缤纷， 像儿童商场一
样，有玩具、图书、学生做的工艺品，还有
教师养的小宠物、种的小植物，地上还铺
有色彩鲜艳的地毯或地垫。 幼儿们常常
围坐在教师身旁听故事， 就像在家里围
坐在父母身旁是一样的。 因此美国的教
室布置比较舒服多彩，有家庭的感觉，为
学生营造了一种轻松舒适多彩的气氛。
有的美国教师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
和为科学教育与实验提供实物实景，甚
至在教室里养蛇喂鱼、种花种菜，这在中
国学校里是不可想象的， 但也是值得中
国教育者深思和借鉴的。

（本文节选自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
岭分校中国所所长苏智欣在第七届国际
教育论坛上的发言）

教室重构
“理想教室”的 N 种可能

教室是个融错的地方， 教师要敢于对学生说“我也不知
道”，建立起平等文化氛围，充分相信学生、尊重学生。

陪儿童过一种精神生活 □ 李艳丽

陪伴儿童过一种精神生活，就从学校的生态教室建设开始。
生态教室有三个基本元素：色彩、生活化、经典。

中美教室的差异
美国的课堂本身就营造了以学生为中心、以小组活动为主要方

法的教学氛围。 中国的教育改革，从局部讲，需要先改变课堂设置。

征稿启事
在你的心中，理想的教室应该是一方

什么样的场所？ 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功能？
应该营造什么样的氛围？

本刊将继续关注“教室重构”这一话
题，欢迎来稿描述你心中的“理想教室”。

来稿邮箱：zgjsbkt@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