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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四：享受课堂才能享受教育

课堂是教育教学的主阵地， 也是撬动课改的支
点。 可以说，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只有享受课堂，才
能真正地享受教育。

经过不断打磨，洪山区在“五步三查”高效课堂模
式的基础上，求新求变，打造出“享受学堂 135”模式。 1
个理念———学为中心；3 个支撑———小组建设、学案导
学、评价激励；5 个环节———学、展、点、练、思。 这样的
课堂模式，“道”与“术”并重，教师既不会一头扎进课
堂技术中，而忽略理念的指引；也不会产生摆正了自
己的位置，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在实际操作中却一头
雾水、茫然失措的困惑。

模式是学校“临帖”的范本，却绝非一成不变、僵
化呆板的。 如果所有学校都是完全一样的课堂模式，
就又陷入了另一种误区———课堂仍旧像流水线加工
机器一般，教条化 、程式化严重 ，缺少特点 、风格 、内
涵。 在洪山区，每所学校的实际情况不一样，他们的课
堂模式也风采各异：洪山高中的“5h 活力课堂”以“导、
学、展、评、馈”为基本流程，优化课堂结构，提高课堂
效率，促进师生发展；和平中学的课堂强调“四学、三
点、一目的”，即“自研自学、合作互学、展示助学、反馈
测学”，“点燃、点拨、点化”，“会学、学会、学好”；洪山
初中以 “三小教育” 来优化高效课堂的组织形式，以
“课堂文稿”来净化高效课堂的课程资源 ，以 “441 模
式”，来细化高效课堂操作系统，构建科学、完整的生
态课改系统；梨园中学的“五环三案”课堂分为环节和
工具两部分 ，环节包括 “独学 、互学 、展示 、梳理 、检
测”，工具包括“导学案、练习案、反馈案”……此外，许
多学校还尝试将电子设备与电子技术引入课堂，从电
子白板、iPad、笔记本电脑，到微课程、资源库、云教育
系统，新设备与新技术也在促进着课堂模式的转型与
升级。

卓刀泉小学有一个粗心的女生， 平时大大咧咧，也
不关心同学和集体。 教师多次“苦口婆心”，她却依然“我
行我素”。 实施高效课堂模式后，这个粗心的女生当上了
小组长，不但开始变得认真、细致，还把住在同一个小区
的同学喊到家里开展小组培训，制作课件，忙得不亦乐
乎。 这个女生只是卓刀泉小学学生变化的一个缩影———
2014 年，卓刀泉小学被评为武汉市民满意学校。

与卓刀泉小学一样，地处边远郊区的和平中学也很
难被称为一所教育资源优质的学校，那里的教师思想比
较保守，研究意识匮乏。 2012 年，校长王玮走马上任，正
逢洪山区全面推进课改。 王玮以此为抓手，第一个月出
台课堂操作指导方法， 第二个月邀请专家进校指导，第
三个月全员上试水课、过关课。 一年过去，学校升学率上
升了 10 个百分点。 近 50 岁的女教师胡顺芝感慨：“这两
年，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关注学生的学习效率和生命质
量。 之前，我只看到考试分数，没考虑过学生在课堂上是
否真的快乐，现在想来，真是愧疚极了。 ”

高效课堂为何有这么大的“魔力”，能让沉闷的气氛
变得活跃，能让地处落后地区的学校跻身教育教学质量
的前列？ 归根结底，就是“放手”与“相信”两个关键词。

洪山高中教师丁永义回忆，自己有次在学校的贴
吧里发现学生写道：“老丁不错，就是上他的课总想睡
觉。 ”自己的付出竟然换得这样的评价，问题出在哪里
呢？ “老丁”百思不得其解。 直到接触了高效课堂后，丁
永义才恍然大悟，在课堂中，学是学生的事，教师不能
代替他们完成。 无论教师讲得多么精彩，没有学生参
与的课堂，就不会有快乐可言。

在传统课堂中，教师的“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
每天只要把背得滚瓜烂熟的内容讲授一遍即可，久而
久之，职业倦怠不可避免。 而现在，教师将课堂还给了
学生，自己要做的事情则是研究学情、掌控流程、即时
点拨、拓展生成。 “每天都有新的发现、新的收获，课堂
上意外不断、惊喜不断，再也不会觉得枯燥乏味了。 虽
然很辛苦，但是的确很享受。 ”鲁巷小学教师孙云芳

说。 看到学生不再像原来那样昏昏欲睡、没精打采，而
是活泼、开朗、热情，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在
校园中全面发展，孙云芳也由衷地高兴：“学生的成长
是教师最大的享受，这是一种成就感，他们的快乐就
是我的快乐。 ”

令记者意想不到的是，在洪山，特殊学校也在进
行课改。 在武汉盲童学校的形体教室，教师张龙在给
这些看不到人体之美的孩子们上形体课“小花猫”。 她
让学生认真聆听， 让他们在学习中找到不足的地方，
自己寻找答案，必要时才手把手地教。

课改让这些处于黑暗中的孩子也感受到教育的
光芒和美丽。

在武汉市第二聋哑学校的课堂上，记者看到，学生
自学、小组合作探究学习已蔚然成风。 这些听不到声音
的孩子,用手语比划着，热情地参与讨论。 一位教师告诉
记者：“很多学生觉得在学校比在家更快乐，放假时一些
学生在家都待不住，盼望能早点开学。 ”

路径五：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高质量的课堂， 离不开教师的反复思考与打磨。
对于热爱教育的洪山教育人来说， 在教研中学习、历
练、成长的过程，本身也是享受教育的过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很多学校刚开始进行课改
时，年龄大的教师有些保守，新教师接受新事物较快，
但经验不足，所以大多数学校课改的主力是中青年教
师。 学校会首先重点培养这部分教师，将其树立为“标
杆教师”，由他们去带动其他教师改革。 看到了“标杆
教师”取得的成果，老教师纷纷转变思想，新教师迅速
提高教学水平，又反过来促进了“标杆教师”的成长。
于是 ，不分年龄 、不分学科 ，越来越多的教师加入了
“标杆教师”的队伍，营造出良性循环、相互促进的教
研氛围。

很多学校在教研方面不吝精力，潜心研究推出了
如“集智备课”、“云教研”、“对子帮扶”、“课题研讨”等
多种教研形式。

以长虹中学为例，该校新教师一进学校，就会拥
有两个 “师傅 ”，一个是 “课堂师傅 ”，一个是 “管理师
傅”，前者研磨课堂技术，后者分享管理经验。 师徒的
缘分一结就是 3 年，在这段时间内，学校会实行捆绑
评价，“徒弟”的表现与成长会影响 “师傅 ”的各项考
评。 3 年结束后，“徒弟”会准备一节公开课，邀请学校
领导和广大教师共同听课、 议课， 如果公开课达标，
“徒弟”就算正式“出师”了。 教师刘凤芹介绍，她在上
课时，“师傅”经常会坐在教室里听，有时还会把整节
课录下来，下课后，逐个片段分析课堂得失。 在“师傅”
的帮助下，刘凤芹成长很快，现在早已是新一代的“标
杆教师”了。

教师结对达到了帮扶共进的目的，而课改中一些
棘手的问题则需要学校层面的专项研讨来解决。 有的
学校会由教研室牵头，成立专门的课题组。 课题组通
过自己调查和教师反馈， 寻找课堂中的各种问题，汇
总、归纳、筛选，选择典型性问题形成课题，发动教师
开展专题研究，商讨解决策略，最终完成结题报告，在
全校实践并推广。

不同类型的问题适合形式各异的教研活动，教师
在研讨的过程中，充分享受到学习与成长的快乐。 “原
来只知道自己不停地讲，现在才发现，教育原来有这
么多的奥秘。 不断地发现问题，然后研究、解决它们，
这就是我的成长路。 当高效课堂的理念渗透到教研中
时，我们发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个团
队，相互帮助、相互推动。 ”洪山中学副校长叶芳的感
慨，代表了一大批洪山教师的心声。

路径六：“享受”文化落地生根

课改是一项系统工程，学校需要打造与课改理念相吻
合的学校文化，让“享受教育”的文化在校园中落地生根，
潜移默化地渗透到师生的学习与生活中，真正实现“人人

享受教育”的课改理念。
洪山区确立“三生德育”模式，构建课改文化系统。

所谓“三生德育”，即生命德育、生活德育、生态德育。
生命德育强调德育基于生命、为了生命、提升生命；生
活德育指德育的内容、活动以及形式等，要与学生自
身的文化生活、家庭生活、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对接；
生态德育要体现德育的生长性、生成性与生动性。

在“三生德育”的理念引导下，洪山区各学校对学校文
化系统也有自己的思考与尝试———

卓刀泉中学校长柳水平认为，德育要反哺智育，让学
生从学会学习到学会生存。

鲁巷中学提出生态体验的德育模式：从生活入手，在
活动中内化，促进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人的协调发
展、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南望山小学以“打造最美的校园”为目标，推出“绿
色教育”的核心理念。 “绿色教育”包括绿色校园、绿色
课程、绿色课堂、绿色文化等方面，让教师与学生享受
绿色生态，在健康与幸福的状态下成长。

文化在校园中的“落地”，体现在课程与活动中，
其作用主要有三点： 一是全方位地锻炼学生能力，挖
掘其自身潜力； 二是帮助学生找到相同的精神尺码，
使其融入集体生活；三是让学习并不优秀的学生也能
树立自信。

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与社团活动，是洪山区诸多
学校的一大特点，鲁巷实验小学拥有书法、音乐、围棋
等 26 项校级课程；洪山高中的“科技馆”与“蝴蝶馆”
别具一格，学生可以近距离地接触和感受科学与自然
的奥秘；梨园小学重点打造“京剧”课程，让学生感受
国粹的魅力，不负“梨园”之名。

在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下，洪山区各学校的学生
惊喜不断： 洪山高中啦啦操队荣获 2012 世界杯啦啦
操亚太区总决赛第二名；全区有 280 多名学生获得了
“武汉市楚才杯作文竞赛 ”大奖 ，广埠屯小学仅一个
班就有 4 名学生获得一等奖；马房山中学更是艺术、
体育全面开花，多名学生在省、市级比赛中取得了喜
人的成绩……

除了课程与活动，学校管理与班级管理也是学校

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洪山区的各所学校将高效课堂
理念应用到管理之中，鼓励学生自主管理。 梨园中学
便是自治管理的优秀代表———学生成立的“学生自治
管理委员会”拥有具体的组织机构和委员名单，每个
人都有详细的职责与任务，“学生自主管理委员会”还
与“校长办公会”、“家长委员会”一起交流合作，共同
计划、管理校园日常的学习与生活。

很多学生都表示，自己在课改中进步了、成长了，
也更快乐、更幸福了。 梨园小学学生李思羽说，感觉现
在的学校是自己的，可以自己选择课程与社团，可以
自己制定管理条例和班级公约，同学间的关系更融洽
了，集体意识和参与意识也更强了。 “我很享受这样的
学校生活，我希望将来也能当老师，把幸福与享受带
给每个人。 ”

一批“新学生”在快乐学堂中发展成长，他们体验、参
与、合作、交流、展示和表现，笑声多了、自信多了、能力强
了、爱学习了，也更会学习了。社会及家长对洪山课改的
认同度全面提升。

“教育最大的幸福莫过于此。 ”洪山区教育局副局
长陈国安说，“传统课堂中，小学生是呱呱叫的‘小鸭’，
初中就变成了‘板鸭’，高中则成了‘烤鸭’。 ”作为教育
者，有责任改变这种状况，课改是实现教育梦想最好的
途径。 “课改一路走来非常艰难， 不是打一个句号就完
了。我们也还有不足，还在不断总结问题。但我们对课改
的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的共同愿景是：人人享受教育。 ”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陈国安
引用苏东坡的词来表达自己的情怀。

你幸福吗？ 你享受吗？ 这也许是寻常得不能再寻
常的问题了。 但如果发自内心地做出肯定的回答，也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享受教育”不是一句口号，它
是教育“理想国”的理想状态和前进目标，它需要区域
推动、制度改革、文化建设、教师成长、学生发展等多
方面的支撑。 教育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是通往“理想
国”的一条道路，只有保证每一条道路的畅通，才能保
证“理想国”的欣欣向荣 ，才能让 “享受教育 ”蓬勃发
展、通衢四方。 今天的洪山，正昂首阔步走在通往“理
想国”的道路上……

享受教育的“理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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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山巍峨作屏障，黑河迤逦过青城”，犹如明
珠般镶嵌在土默川平原上的自治区首府呼和浩
特，是享誉天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极具地域和
民族特色的现代都市。 近年来，呼和浩特市以打造
“两个一流”、推进“三个建设”、实现“两个率先”为
目标，大力推进城市建设，提升城市品位，实现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跨越，成为一座极具活力、魅力
和吸引力的城市。 呼和浩特市教育系统紧紧围绕
“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全面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
奋斗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推进教育现代
化为突破口，解放思想，锐意创新，抢抓机遇，奋力
进取，教育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根据教育事业发展需要， 现面向全国公开诚
聘优秀中小学教师 60 名。

一、招聘岗位和数量
中小学各学科教师。 具体学科包括语文 12

名，数学 8 名，英语 6 名，物理 9 名，化学 2 名，生
物 5 名 ，地理 2 名 、政治 1 名 ，历史 3 名 ，音乐 1
名，美术 1 名，学前教育 1 名，小学综合学科 1 名，
蒙语文 2 名，蒙历史 1 名，计算机 1 名，旅游 1 名、
汽车运用与维修 1 名、中餐烹饪 1 名、机械钳工 1
名。 招聘单位详见呼和浩特市招生考试信息网。

二、应聘条件
（一）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高级及以上

专业技术职务、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1968 年 4 月
1 日以后出生），且具备以下条件之一：

1． 荣获省级特级教师称号；
2． 荣获地市级以上学科带头人 、 教学能手

称号；
3． 荣获省级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称号；
4． 全国学科教学竞赛一、二等奖获得者；
5． 省级职业技能大赛获优秀辅导教师奖。
（二） 具有博士学位的年龄在 45 周岁以下

（1968 年 4 月 1 日以后出生）；
（三）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年龄在 50 周岁以下

（1963 年 4 月 1 日以后出生）。
三、报名时间
2014 年 4 月 1 日-4 月 30 日
四、报名方式
符合条件的人员可在网上报名。 每人限报一

个岗位。 报名者将材料整理成一个压缩文件，发送
至 huhrsk@126.com。材料审核合格后安排试讲，时
间、地点另行通知。

五、其他事宜
1. 咨询电话：（0471）4606412
2. 详情请登录下列网站查询：
呼和浩特市招生考试信息网 （网址 ：http://

www.hhkszx.cn）、 呼和浩特教育信息网 （http://
www.hsjyw.net）

呼和浩特市诚聘优秀中小学教师

享受教育②
专家视点

□ 湖北大学 叶显发

“洪山模式”背后的机理

年逾六旬的湖北大学教育学院的叶显发副教授，是武汉市小学素质教育专家指导小组成员、武汉市教育科学规划
领导小组学术委员，曾担任多所学校的教育科学研究顾问，近年来，他把更多的目光投向区域课改，密切观察并关注洪
山区区域课改的发展和进程。

� 3 年前，当我走进武汉市洪山区，亲身
参与区域课堂教学改革， 参加中小学的课
堂教学改革设计、研讨和课例研究，一些基
本的问题扑面而来： 为什么要进行新课程
改革？ 课堂教学改什么？ 课程改革变教材
吗？为什么要改变教学方式？普遍推行小组
合作学习是不是模式化？诸如此类问题，不
少中小学教师都有困惑。 3 年过后，经历了
洪山区课堂教学改革项目的探索期、 发展
期与成型期，我逐渐明晰了如下一些认识。

学生采用小组合作学习是模式化吗？
做任何事都有一个程序。 譬如在广东

吃饭是先喝汤再吃饭， 在湖北则是先吃饭
后喝汤，两处吃饭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不能
说哪一种模式好或不好。 有人说传统的课
堂教学好，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化。 君不见，
中国传统课堂教学是凯洛夫的五步教学
法，即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巩固
小结、布置作业。 它在中国课堂上用了 60
多年，天天用、节节课用，为什么沒人说它
模式化呢？唯独指责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化，
这不公平。

还有人看到某些进行新课程改革的学
校又回归讲授法，便嘲讽他们改革失败了。
果真如此了吗？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我们
因为贫穷主要吃青菜，进入 21 世纪，我们

因为健康主要吃青菜。虽然又回到原点，但
它是螺旋上升。

诚然 ，辩证地看教学 ，沒有一种教学
模式能包打天下，各种模式有其利也有其
弊 ，教师应根据学科 、教学内容选择相适
应的教学模式。 但一些教师只会凯洛夫的
五步教学法 ，不会 、也不善于指导学生进
行小组合作学习，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作
个比喻：一个木工工作时应根据需要轮番
使用斧 、锯和刨子 ，单一使用一种工具是
干不好木工活的。 教师采用讲授法，让学
生成为知识的接受者，就好比木工仅使用
斧头。 教师还应学会使用“锯”，采用讨论
法，指导学生进行小组合作学习。 用“锯”，
对中国教师来说还不会或者不熟练，需要
修炼。 近年出现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
杜郎口中学的“小组展示教学”，就是这样
一种修炼。 当一名教师使用 “斧”、“锯”、
“刨子”的手艺都练达了，也就能指导学生
进行多元化学习了。

为什么要进行课程改革？ 为什么要改教
的方法呢？

新课程改革就是转变人才培养方式。
转变学生学习方式是根本，但要从转变教
师教的方式入手。 长期以来，中国教师在
课堂中最擅长的是讲授———接受式教学

方式和日复一日的知识复习强化训练，对
于学生掌握知识和应试是奏效的，但扼杀
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动手能力。 由于
人才培养方式沒有进行根本性转变，年复
一年的应试教育没有为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提供人才支撑，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水
平 。 洪山区的教育行政管理者深刻认识
到 ，他们的课程改革方向是对的 ，课堂教
学改革直抵素质教育的核心———创新精
神和实践动手能力。

自学、体验、反思教学环节的背后有何
机理？

人才培养方式转变在课堂上如何实践
和实施呢？ 答案是，创设情境条件，让学生
在不同的学习角色间转换， 即 “角色学习
圈”的更替与轮换。 课堂教学改什么？ 根本
应着力转换学生学习角色，使学生在“知识
的接受者———知识的体验者———知识的反
思者———知识的发现者———知识的创造
者”角色中转换。

如何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实现学生学习
角色的转变呢？我们聚焦到学习角色转变的
必要条件、平台或载体、是否有替代物这三
者上。

首先， 如何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体验者
呢？它的必要条件是学生自学在先，尝试在

前。 例如，最简单的体验是，课前让学生先
做题，他知道难在哪里，被老师一语点破！
“哦”，“我明白了”，并产生顿悟。 这个顿悟
产生于“先学后教”。 学生自学的载体是什
么？ 可以是“导学案”，但也不一定是“导学
案”，自学的载体可以找到替代物，如“预习
卡”和教材。 因此，自主学习是体验者的时
间先在性和逻辑先在性，课堂上有“自学”，
这个环节才能为学生创造学习可能性。

再者， 如何让学生成为知识的反思者
呢？何为“反思”？福柯对反思有一个非常精
辟的表述：对熟习的东西再次的陌生化。陌
生就是不了解， 就允许听取不同意见。 这
样，“他人就是反思的一面镜子”。与他人对
话就是反思者的必要条件了。 对话的载体
或平台有三个， 通过书本与哲人、 前人对
话，与教师对话，与同学对话。 小组合作学
习就构筑起对话交流的平台， 这也是为何
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的缘由。

洪山区的区域性整体推进课堂教学改
革为我们提供了什么经验？

首先，课堂教学改革全员参与。 迈克·
富兰曾论述道， 在变革中每个人的参与就
是变革的动力， 每个人的参与程度决定了
变革的目标实现。 区域性整体推进课堂教
学改革过程中，每个人是另一个人的环境。

洪山区的每一所学校、 每一个教师都参与
课堂教学改革，“一个都不能少”，没有旁观
者，形成了一种改革“场”。

如果有的教师改， 有的教师不改，学
生会感到无所适从。 每一个学生都能从教
师教的方式改变中，实现自己学的方式的
改变。

其次， 洪山区的教师增长了新经验，
至少有如下五点 ：组织学伴合作 ，通过知
识在不同个体中的交流，让学生成为知识
的感受者 ；拓宽课程资源 ，通过知识在不
同情境中的应用，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体验
者 ；引导学生探究 ，通过知识在不同变式
中的反映， 让学生成为知识的发现者；设
计学习问题，通过知识在同一系统中的关
联 ，让学生成为知识的反思者 ；预留发展
空间， 通过知识在不同条件下的运用，让
学生成为知识的创造者。

最后，学生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最大受
益者。 因为，将课堂还给了学生，学生学习
积极性高涨。 在小组或班级里交流，学生
大胆、大声发言 ，由过去的 “读式思维 ”到
现在的“说式思维”。 学习方式发生改变，
学生由过去的“主体离场”到现在的“主体
在场 ”，教学变过去的 “冷认知 ”为现在的
“热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