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没碰到基汀老师前，威尔顿预
备学院的孩子们日复一日地上着循
规蹈矩的课。 但基汀的到来，打破了
这个传统学校的规矩。 电影《死亡诗
社》就从这里开始：一个“离经叛道”
的老师吹着口哨，开始了他独特的课
堂教学历程。

在这个极其重视纪律的学校，基汀的第一堂课，不是大讲制
度，而是让学生走出教室，观看走廊收藏柜里泛黄的照片中，每一
个曾经青春的前辈，他在学生身后低低吟唱道：抓紧时间，让你的
生命超越凡俗。

基汀的第二堂课是一节诗歌理论课。在学生认真背诵书本上
关于诗歌的理论时，基汀按照书本上的理论划出了纵坐标、横坐
标和公式，在大家都忙着抄板书时，他淡淡总结道：鬼扯，我们不
是在装水管！ 他要求学生把那本诗歌理论的前言部分撕掉，扔进
垃圾篓里，因为跟着理论学不会写诗。 基汀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告
诉学生：“在我的课堂，你们将学习独立思考，学习品尝文字与语
言。 ”这时，所有学生脱离了课桌，聚集在基汀周围，听他讲述“诗
歌背后的热情”。

基汀的第三堂课比撕书更疯狂，他让学生一个接一个站到讲
台上，用另一种高度观察周围的一切，因为“每一个人必须努力寻
找自己的声音，越迟开始寻找，找到的可能性就越小”。 他甚至把
课堂搬到了操场上，让一组学生在操场上绕圈子走，结果大家走
路的节奏、步子的大小都相差无几。他告诉孩子们，应该按照自己
的方式走，不要追随别人的脚步。

其实，基氏的 3 堂课传递的东西只有一个：不要失去独立的
认识和思考，要敢于走自己的路。

因此，教师站在讲台上，不妨在讲课文的同时告诉孩子，要认
识自己，面对自己，要大胆追逐自己的理想。 不要忘记，课堂给予
学生的不仅仅是知识，还有对人生的思考，对自我价值的判断。

或许这就是电影取名《死亡诗社》的原因。尽管这是一部教育
电影，但师者有时需要直面死亡的勇气，才能重新获得新生。正如
鲁迅在《题辞》中所说的：“过去的生命已经死亡。我对于这死亡有
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曾经存活。死亡的生命已经腐朽。我对
于这腐朽有大欢喜，因为我借此知道它还非空虚。 ”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在课堂中重新焕发生机，就像
孩子们组成“死亡诗社”时所吟诵的：

我步入丛林
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
我希望活得深刻
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
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
以免当我生命终结时
发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 （康丽）

这是一部根据美国年度教师罗
恩·克拉克真实事迹改编的电影。

甫一出场，“热血教师”克拉克就
与众不同。 到学校的第一天，他并没
有安慰被当作“垃圾”的学生，而是非
常自然地对孩子进行自我介绍，然后
问：“我太健忘了， 我叫名字什么来
着？ ”孩子吃惊地回答了他，此时克拉

克看着孩子笑着说：“看见没有，你刚刚就学会了一些东西。 ”
接下来，这位连年考试成绩第一的教师决定远离家乡，去纽

约最糟糕的学校，因为“每一年我都告诉我的学生去追逐人生中
最渴望的东西，敢于做梦，敢于冒险。现在是时候我来兑现自己的
话了”。

在纽约哈林中心小学，克拉克接手的是一个在 3 个月内气走
了 6 位老师的“最差班”，尽管第一节课上克拉克就开门见山地向
孩子们强调“我们是一家人”的观念，还公布了班级规则，但这种
温情攻势是无效的，孩子们不仅照常顽劣，还在课后把他的车喷
满了蓝漆。

接下来，情势不断恶化，课堂一团糟，克拉克几乎完全绝望，
“恨不得把那孩子连桌子一起从窗户丢出去”， 但他坚持留下来，
在所有“问题学生”以为他卷铺盖走人的时候。

课堂上的第一场胜利，是整部影片最为精彩的一段。 重返学
校的克拉克在语法课上一反常态地摆了几十盒巧克力牛奶，并和
学生做了一笔奇特的交易： 学生若能连续 15 秒保持安静认真地
听课，他就一口气喝掉一盒牛奶，如果他们能坚持一整节课的话，
最后他们很有可能看到老师在课堂上当众呕吐。 这笔交易成功
了，克拉克一盒接一盒地喝牛奶，而学生也在不知不觉中学到了
知识。

接下来，克拉克继续和孩子们做“交易”，从孩子们那里学“双
跳（绳）”作为交换，学生可以从他这里学知识，即使他在学习的过
程中摔了无数个跟头，受到学生的嘲笑和校长的警告，但克拉克
还是学会了“双跳”。 这次学会很关键，正如他之前对学生说的：
“我从你们那儿学会，你们也得从我这里学会！ ”

由此，克拉克开始走近孩子们的内心，尊重并学着像他们那
样做事，用 12 岁孩子特有的方式。 这看上去简单，做起来却并不
容易。因为作为成人的教师，理解孩子的世界是有难度的，这就需
要教师能揣摩孩子的内心，跟上他们的节奏，学会应对挑战。 显
然，克拉克成功了。

与很多影片不同，《热血教师》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它提
供的教育实践案例更具可借鉴性。 更重要的一点是，克拉克的很
多做法都是在体制允许的范围内进行的，正如克拉克本人所说的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如何成为克拉克那样在课堂上游刃有余的教师，除了对学生
的爱，更需要智慧。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克拉克超出其他教师的
最关键地方，就在于他认真地思考了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喜欢
什么。 他把学生当做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学习的机器。 （康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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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国学四大导师之一的梁启超， 上课的第
一句话是：“兄弟我是没什么学问的。 ”然后，稍微
顿了顿，等大家的议论声小了点，他又慢悠悠地补
充一句：“兄弟我还是有些学问的。 ”头一句话谦虚
得很，后一句话又极自负，他用的是先抑后扬法。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刘文典是著名的《庄子》
研究专家，学问大，脾气也大，他上课的第一句话
是：“《庄子》呢，我是不懂的，也没有人懂。 ”其自负
由此可见一斑。

启功先生是个幽默风趣的人，平时爱开玩笑，
上课也不例外， 他的第一句话常常是：“本人是满
族，过去叫胡人，因此在下所讲，全是胡言。 ”引得
笑声一片。

启功的本家，著名作家、翻译家胡愈之先生，
也偶尔到大学客串讲课，开场白就说：“我姓胡，虽
然写过一些书，但都是胡写；出版过不少书，那是
胡出；至于翻译的外国书，更是胡翻。 ”在看似轻松
的玩笑中，介绍了自己的成就和职业。

民国奇人辜鸿铭，在辛亥革命后拒剪辫子，拖
着一根焦黄的小辫给学生上课，自然是笑声一片，
他却习以为常，待大家笑得差不多了，他才慢吞吞
地说：“我头上的小辫子，只要一剪刀就能解决，可
要割掉你们心里的小辫子，那就难了。 ”顿时全场
肃然。

架子最大的开场白， 非章太炎莫属。 他来上
课，五六个弟子陪同，其中有马幼渔、钱玄同、刘半
农等，都是大师级人物。 章太炎国语不好，由刘半
农任翻译，钱玄同写板书，马幼渔倒茶水。 章太炎
也不客气， 开口就说：“你们来听我上课是你们的
幸运，当然也是我的幸运。 ”幸亏有后一句铺垫，如
果只听前一句，那可真狂到天上去了，不过，章太
炎有资格说这个话。

南开中学的老师个个都是饱学之士，又能循循善诱。
每个星期从星期一到星期六，上午都有“国、英、算”。 国文从白话到古文，从《论语》、

《孟子》、《荀子》到《庄子》都读。国文老师孟志荪先生不但帮我们打下扎实的国学基础，而
且教我们儒、道、墨、法的思想和做人之道。

听孟老师讲课真是如沐春风，有时候他高兴了，还会在学生座位间走来走去，连说带
表演。 他喜欢突然指着一个学生问问题。 有一次他走到我面前：“你说，奸巨滑上面是个
什么字？”我一时大胆，用手指回他说：“老。”他狠狠瞪我一眼，然后哈哈大笑说：“骂得好！
骂得好！ ”

学生通常对历史和地理课程的兴趣不大。 南开的老师则有特殊的教学法让学生感
兴趣，比如说教外国地理的董心涵先生。 她利用当时世界大战各处战事动态和攻守形势
的比较，把外国地理完全讲活了。 班上的学生不但有兴趣听，有兴趣讨论，而且下课后还
跑到图书馆去看当天的报纸，查找最新的资料。

南开中学的数学老师则给学生打下硬邦邦的根底。 我的初中数学老师是伉铁健先
生，他一口天津话，其凶无比。 上课时要学生个个端正挺坐，双手放在膝盖大腿上，稍一
坐歪就是一顿痛骂。 伉先生提问从不点名，而是叫座位的排数和序列：“三排二！ ”“四排
六！ ”在他的课上，我们连气都不敢大声喘。 可是伉先生书教得好，又由于必须全神贯注
听讲，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的高中数学老师是孙元福先生，也是一口天津话。我们每天要做一大堆习题，孙老
师收走后第二天就将改正、计分后的作业发回，再带走次日的习题。 我们每天忙得不亦
乐乎，孙老师每天每班要改三十几份卷子，而且改得很详细。 孙老师讲解分明，讲到要紧
的地方不嫌重复，而且讲完一段后用手一再比划：“切记，切记！ 要紧，要紧！ ”

（本文摘编自郑家骏所著《南开，在沙坪坝》）

晓庄师范的教学是别开生面而务实有效的，它完全地贯彻了校长陶行知的“生活教
育”思想。 陶行知主张社会即学校，人人都是先生，都是学生，都是同学。

因了这个理想，晓庄师范没有呆板的上课制度，也不完全按照书本教学，而是把教
学活动分成文学、教育、农艺、美术、科学、政治、乡村建设、医药卫生等小组。有的科目讲
几小时，有的则上好多周乃至几个月。 所有校务，无论大小，全由学生轮流担任，小到饮
食卫生，大到接待客人、防卫校园，都是如此。 陶行知本人也亲自参加买菜烧饭、洒扫庭
院。 学校重视体育训练、重视技能培训、重视自己动脑动手。

举一个典型的小例子， 生物学教员是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故人姚文采， 刚开始上课
时，他抱了一大堆参考书，当场遭到陶行知的否定，陶行知要求他教学做合一地教学，而
不是课本教学。 自此，姚文采逐步把“教学做”运用自如。 晓庄乡夏季多蛇，师生又很怕
蛇。 姚文采就借机邀请一个耍蛇的艺人来到课堂上，教学生如何辨别有毒蛇和无毒蛇，
讲授如果被咬伤如何治疗的知识，并当场与学生一起演示如何捉蛇，很快学生都精于此
道。 晓庄师范的其他教学也大度类此。

（本文摘编自《人物》杂志》

任教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公立学校的
体育教师詹森，致力于用科技来辅助体育
课程，他说这是“体育课的大转变”。

他把一些运动视频制成教学短片，学
生必须在家预习，先看完影片。 例如他制
作的球类短片，内容包括此种球类运动的
起源、规则等。 正式上课时，教师可以节
省时间做说明，直接教授运动技巧，从而
增加学生们更多运动的时间。 詹森还辅
以网络测验，来确定学生对影片基本概念
的了解，这样又避免了体育教师反复说明
相同的技巧与规则。 詹森的经验是，在每
次开始新的运动项目前，用科技方式进行
知识传播效果是最好的。

除此之外，教师还可应用移动科技的
即时性特色， 让学生可以得到即时的修
正。 詹森使用一种即时影像分析软件，把
用 iPad 拍摄的学生运动影片分解成一个
个画面逐一分析， 教师可以立即看出缺
点，学生即时修正动作。

（本文摘编自《科技日报》）

在不久的将来，教室里不再需要粉笔、黑板擦，
孩子们再也不用背着“沉甸甸的小书包”，工厂的生
产线也被“搬进”物理课堂……

“电子白板”取代黑板
在未来的课堂里，没有黑板、粉笔，只有一个超

大屏幕的电子白板， 每名学生的课桌上都摆放着一
台平板电脑，教师的手指轻轻一触，课文就出现在了
大屏幕和每名学生的电脑上。

课前听写，教师用话筒念单词，学生通过电脑耳
机听取，用手写笔在电脑上录入。 学生的答案在教师
的电脑屏幕上一一呈现。 在情景表演环节，学生分成
几组，扮演课文中的角色并将视频录入电脑，随后教
师向全体同学展示表演视频， 学生通过打分系统给
每名同学的表现打分。

放学后，学生回到家里打开电脑，通过网络接收
教师布置的家庭作业。 做完功课后，再打开电脑了解
教师标画出的预习内容。

“电子课本”减轻小书包
现在，“电子课本”、“电子书包”成为不少教师关

注的热点，而一些电子出版物已实现“一本通”，各种
版本教辅书全部在一个阅读终端上呈现。 这些教材

并不只是简单地将文字转换为电子版本，学生可通过
触摸屏操作，做一些虚拟实验，实验内容也都是由动
画和录像展现。

同时， 工厂的缩微版流水线也被搬进了物理课
堂。 学生可以围坐在生产线的四周调试微电脑，控制
生产线的运转。

“云教育”实现共享
在某公司推出的“云教育”平台上，教育部门、学

校、教师、学生、家长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可在同一个
平台上根据权限去完成不同的工作。 教育部门的人
员可通过自己的账号直接截取特定校车的行驶路径
和载员情况用于监督管理；家长可以通过平台查看学
生完成作业的情况和教师的评语；学生则可通过平台
向教师提交作业和提出问题。

“云教育”的最大优势在于共享，各校各地可以联
合建网整合资源。 未来每一个地区的学校、甚至全国
的学校都可能处于同一张网络之上，所有教师基于共
享理念，将教学资源和教学经验经筛选整合上传到网
络，即“云端”。 所有学生和教师都有权限下载、学习
这些内容，所有人都将从云端受益。

（本文摘编自新华网）

当美国佛罗里达大学新生妮科尔·尼西姆被三
角几何学困住时，她没有去请教老师或同学，而是
在互联网上找了一段萨尔曼·可汗讲解三角几何学
的视频，反复看了几遍，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整个过
程既方便又快捷，而且没花一分钱。

在美国，萨尔曼·可汗创办了可汗学院，他一个
人制作了有关于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学等
科目 2300 多部教学视频，利用视频技术改革传统教
学手段，向全世界提供免费的高品质教育。 可汗创
造了一名教师、一台电脑便可招揽上千万学生的教
育神话。 目前，全球有 5600 万名中小学生观看他的

教学视频，每月 600 万名学生登录网站。
可汗的教学视频突出“学习”的过程，引发“翻转

课堂式”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是让学生先在家完
成可汗教学视频的学习，而课堂变成了教师与学生
之间和学生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

有研究表明，这种个性化的学习方法，能够大大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两所学
校，已在五年级和七年级试用“可汗学院”的教学视
频，学生在家看视频自学，教师在课堂上只答疑解
惑，辅导学生完成功课。 2013 年，可汗学院的课程被
美国 20 多所公立学校采用。

但是，如果你第一次看到可汗的教学视频，也许
会感到有些失望。 你看不到制作精良的画面， 也看
不到眉飞色舞、口若悬河的主讲人。 实际上，那些视
频中根本没有人， 只有一块写字板， 上面有一堆文
字、数字、公式等，偶尔配上一些颜色鲜艳的线条。
但是，你可以听到可汗清晰的旁白。 他是故意选择
“不出镜”的。 “传统的教学视频中，老师站在黑板前
滔滔不绝，会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让网友产生
压力。 我选择这种形式， 是希望能更好地带领观众
跟着我一点一点地思考。 ”

（本文摘编自《现代快报》）

在电视剧《马大帅 2》中，由于小学四年级的数学教师有事不能上
课，无奈之下，作为校长的马大帅硬着头皮客串了一把数学教师，给学
生上了一节自己都不懂的数学课。

一个连课本都会拿反的教师，何以完成一堂数学课呢？ 尽管马大
帅在学生面前洋相百出，但就是这样一位临时教师，却凭着临场应变
的机智完成了一堂复习课。

看完马大帅的表演，作为教师的我们要关注的是，向马大帅学什
么？ 我们还可以延伸思考：这堂课上，马大帅教了吗？ 有学习发生吗？
学生学会了吗？ 马大帅的教学流程是什么？

马大帅教了吗？ 显然，就知识而言，马大帅没有教，但是谁又能否
定马大帅不是这堂课的教学组织者呢？ 教师的角色，不是灌输者和问
题解决者而应该是组织者、引导者。对于今天的课堂来说，重要的不在
于教，而在于问，不在于教师的问，而在于学生的问，不在于教师教了
什么，而在于学生是否学了。所以，作为课堂教学组织者的马大帅的行
为无疑是到位而不越位的。

那么， 这堂课有学习发生吗？ 毋庸置疑， 这堂课始终有学习发
生———当学生敢于主动提出问题的时候，学习已经发生。继续追问，学
生学会了吗？可能不得而知，因为这不是一堂完整的、真实的课堂———
没有呈现课堂的检测环节，我们无法判断学生们是否都学会了。 但可
以肯定的是，那些提出问题的学生，通过学生的帮扶应该是学会了。

我们再来梳理一下这堂课的教学流程。 马大帅一上课就提问，问
学生上节课学到哪里，问学生谁有问题，并让学生找出不会的，这便生
成了这堂课的学习目标。 接下来的流程是解决问题，马大帅的习惯用
语是“谁会？”这一问，问出了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每当学生提出问题
时，总会有学生站出来解决问题。 学生解完题，解答是否正确，评价与
判断依然由学生完成。

分析完以上 4 个问题 ，再回过头来看 ，我们要向马大帅学习
什么呢 ？

学习马大帅利用学生的智慧。 因为自己不懂知识，马大帅不得不
相信学生、利用学生。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大帅不经意间把问的权利、
讲的权利、评价的权利都还给了学生。 无奈地相信学生产生了无奈地
放手，无奈地放手产生了无奈地利用学生，无奈地利用学生促成了课
堂问题的解决。 作为这堂课的组织者，马大帅充分利用学生教学生的
智慧，是最高明的教学智慧。

曾子曰，“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
移植到课堂教学当中：无论教师把学生
当作老师或朋友， 都可以成就好课堂。
倘若教师永远是强者，这样的课堂则是
失败的课堂。

放手、示弱、利用是为师之道，知识、
方法是教学之术。对于那些不相信学生，
又不善于利用和发动学生的教师而言，
对教材和知识点的把握多又有什么意义
呢？ 今天，怎样做教师？ 马大帅上课的片
段并不能给出答案， 只是新教师的角色
已尽在片段中。我们要学习马大帅，但绝
不能沦为马大帅， 如果每位教师都没有
知识只有机智，那将是教育的悲哀。

（褚清源）

大师上课 ，水
平高， 功底深 ，他
们上课的开场白 ，
也各有千秋，见秉
性，见风格。

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中
学，该校当时的课堂是怎样的，教师又是怎么教的？

教得好，管得严

在多年前的江苏省南京晓庄师范，“人人都是先生， 都是学
生，都是同学。 ”

“翻转课堂”：未来教育的曙光
□ 唐 昀

人人都是先生

科技走进体育课堂
□ 蒋秀娟

未来，我们这样上课
□ 吴 俊 张 远

大师的课堂开场白

向马大帅学做教师课堂往事

在过去的时光，课堂是什么样
的？在未来的时光里，课堂又会朝什
么方向发展？在光影营造的影视作
品中，课堂又以什么形式呈现，教师
在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本版“光影
课事”，我们将带你一同回味过去的
课堂，展望未来的课堂，品读影视中
一位位活灵活现的教师。

影像课堂

玩转课堂

基汀老师的课堂

热血教师：
我的成功可以复制

当信息技术进入课堂，面向未来的课堂教学“新样式”究竟应是什么模样？做了 18 年中学教师，2006 年走上
教育行政岗位的上海市教委基础教育处处长倪闽景是位新技术迷。 但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他始终坚持
“技术为教育服务，学生当学习主角”的理念。如今，这些理念在倪闽景手里变成现实。在他上的小学五年级数学
课《编码》中，他让学生通过 iPad 搜索、发现生活中的编码，从证、票、卡等多方面进行归类，并强化了不是所有的
数字都是编码，编码是方便储存、检索物品的技术等概念。

即使是技术占优的课，倪闽景也强调学生为本的意识。一上来，他用一套自研的 iPad 操让学生伸展身子，随
机挑选学生分别承担拍照、评判官等角色，甚至请不爱说话的一位学生回答问题，布置的课后作业是“为全世界
人设计一张身份证编码”。 倪闽景所上的“未来课”，始终在强化未来课堂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从而勾勒出一
幅未来课堂的“现代画”，点出了教育与技术完美融合的“执教之术”。

（本文摘编自《文汇报》）

未来课堂：学生仍是主角
□ 苏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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