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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洪山区教育科学研究培训中
心的前身是教育局教研室 ， 该中心 2008
年 8 月 8 日正式更名，那天恰逢北京奥运
会开幕。

“更名暗含了教育局对教研员的期
许，希望我们能改变传统意义上教研员只
专注学科研究的定位， 真正走上教研、科
研、培训之路。 但是，中心成立几年，名称
变了 ，我们的职能却没有改变 ，干的还是
从前的事。 真正发生裂变，始于 2012 年全
区推进高效课堂改革。 从起初的抵触、被
动，到现在的积极、主动、研究、引领，每个
教研员都从学科专家转变为课改专家。 这
场变革，彻底改变了教研员的职业人生。 ”
中心主任陈为庆说起教研员的变化，一脸
自豪。

教研员的一周

武汉的春天早晨是湿冷的。 6 点半，
洪山区教科中心的教研员已经开始陆续
走出家门。

小学教研室主任李莉是北片学区的
课改包点负责人 ， 除了蹲点广埠屯小学
外，她还要负责北片学区 5 所学校的课改
指导和督查工作。 每天，她在家门口的小
摊上买一份早点， 便匆忙钻进车里出发。
她每周的日程表是这样安排的： 周一，去
蹲点学校；周二，去片区中的某所学校；周
三， 跟课改工作组的同志一起去学校；周
四， 应片区学校菜单式要求进校指导，下
午回到单位集中反馈本周工作情况 ；周
五，参加省、市教研活动。 “这几年都是这
样 ，已经习惯了这种工作节奏 ，累并快乐
着。 ”在感叹自己这 3 年的突飞猛进外，她
自嘲， 还练就了边开车边用餐的绝技，在
工作日， 她甚至没有为家人做过一顿饭，
“算是彻底从厨房解放出来了。 ”

李莉所说的学区和包点，是洪山区教
科中心的工作创新。 为发挥区域内优质教
育资源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深度整合区域
内的教育资源 ， 洪山区教育局将不同层
次、地理位置相对集中的学校联合 ，建立
共同发展联盟 ， 统一命名为共同发展学
区。 据悉，洪山区共设立了 4 个中学学区，
4 个小学学区， 以名校为龙头， 实行学校
间实质性联合办学。

教科中心实行教研员 “学科负责制”
和“包点负责制”，对工作时间、责任、纪律
以及活动形式、内容等提出明确具体的要
求。 教研员除了指导全区本学科教师的业
务工作以外， 还是课改工作组的成员，包
一个学区 、蹲一所学校 ，全方位参与包点
校的课改工作。每周 2-3 天到包点校或学
区参与集体备课、观课转课和参与校本研
修 ，及时跟踪 、指导或反馈学校高效课堂
建设工作。 每节课听完后都必须与讲课、
听课教师就模式、流程、小组建设、导学案
编制等方面进行交流和点评，指导教师改
进教学。

2012 年 9-11 月，李莉的家用小轿车
跑了 3000 多公里， 相当于以前大半年的
里程数 。 “车轮轱辘转 ，业务能力也飞速
提升。 3 个月的时间，我们分 5 个专题，从
学校收集了 1000 多条课改疑问， 回来后
就问题的参考价值 、指导价值进行分类 、
分析 、筛选 ，然后又回到学校实地调研 ，
找素质较高的教师反复听课 、议课 ，寻找
解决方案 。 最后 ，我们形成了 《洪山区整
体推进课堂教学改革指导意见汇编 》，就
模式的构建 、导学案的编写与使用 、小组
建设 、集体备课制度等 ，提出了具体详细
的指导意见 。 教师们都说 ，这个 《指导意
见 》恰似一场及时雨 ，解了他们的燃眉之
急 。 ”让李莉欣慰的是 ，她申报的关于高
效课堂评价机制的市级课题今年顺利开
题了。 “以前我们是跟着国家、省、市的课
题跑 ， 主要负责一些子课题的组织和实
施 ，现在课题是我们自己立项的 ，是集体
的创意和智慧。 ”

小学数学教研员李桂玲与李莉也有
同感。 她负责的是小学东片学区的教科研
工作。 不会开车的她，每天早上 6 点多就
出门挤公交，每天晚上八九点才回家。 这
位曾经的数学名师， 在教科研的路上，再
次找回了感觉。 今年 4 月初，她去贵州省
思南县为当地教师做课改体验式培训，她
对课堂流程的娴熟掌控 ， 有感染力的语
言、恰到好处的精妙点评 ，深深折服了参
训教师。 大家以为她是一线教师，当明白
她的教研员身份后，敬意尤加。

“很荣幸 ，在我的有生之年能经历这
样一次教育大变革 ，我的人生无憾了 ！ ”
对于这 3 年走过的路 ，李桂玲历历在目 。
还记得课改之初 ， 所有教师都反映 ，“40
分钟根本完成不了教学任务”。 好强的李
桂玲没有气馁，更没有跟着起哄。 她用一
周的时间 ， 跟踪武珞路小学一位教师的
课堂教学 ，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回放解析 ，
一分钟一分钟抠课堂细节 。 当有教师说
小学低龄段年级不好做课堂改革 ， 她又

一头扎进南望山小学 ， 带领学科骨干教
研员集体攻关。 如今，这些在当时看来就
像导火索一般随时都能引爆教师放弃改
革的难题，全部迎刃而解。 “可以说，洪山
的教师现在对高效课堂绝不会再持怀
疑 ，现在课堂仍然会有各种问题出现 ，但
是大家都明白 ，这只是操作层面的问题 ，
终将有解。 ”

中学生物教研员陈莹认为，现在的课
堂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至少在 3 个方
面她已经深有感悟。 首先是学习单位发生
改变，现在的小组是新课堂的结构和功能
单位，传统的讲授方法在这种课堂上很难
发挥作用。 她去听一位传统名师的课，虽
然也分了小组，但是整节课还是以教师讲
授为主 ，只有 6 名优等生进行展示 ，大多
数学生并没有学会。 其次是学习方法的改
变。 她从自身的改变来印证了这个观点。
因为以前只需要研究生物学科，现在却要
对一所学校所有的学科进行指导。 一段时
间磨合下来 ，她认为 ，学科的逻辑方法是
可以迁移到学习方法的培训上的，高效课
堂真正教给学生的应该是方法。 而让她感
受最深的是，高效课堂能够将知识的表面
符号、 逻辑规律上升到知识的价值观、知
识的意义上 ，真正将国家课标中关于 “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目标达成。 有一次，她
去鲁巷中学听课 ，那节课的主题是 《关于
我的梦想》， 一位学生表述自己不能实现
舞蹈梦想时，流泪了。 课堂结束后，一位女
生情不自禁地拍桌赞叹 “这节课太精彩
了”。 “以前，总觉得课程目标比较遥远，情
感态度价值观只是一带而过的一句话而
已 ，在这样的课堂上 ，学生的情感真正被
激发 ，这个目标真正达成了 ，理想与现实
的距离越来越近！ ”

陈莹还讲了一件关于课堂竞赛的趣
事。 武汉市每年都会举行一次全市的优质
课竞赛。 前两届，虽然洪山区已经实行高
效课堂改革 ，但每次出去参赛的课 ，陈莹
和参赛教师还是会按照传统课堂的模式
去准备，主要是“怕评委不接受”。 但是去
年，大家在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现已经“忘
记 ”以前的模式了 ，参赛教师只好按照新
课堂模式去参赛。 结果，课一出来，满堂喝
彩，她们拿到了一等奖。

“说实话，洪山区的课改，已经在悄悄
改变区外教研员的评价和认知标准。 我们
从以前参加市里教研活动时不吭声、不敢
说，到现在主动说、骄傲讲，洪山区教研员
的形象日益夯实。 ”中学英语教研员李弟
山在最近一次全市的英语研讨课中，面对

众多评委 ，一语中的 ，指出参与率低的问
题，引起全场掌声雷动。 “大家报以掌声是
因为我说了真话，而且一针见血指出了课
堂的症结所在。 课改改变了我们的心态，
我们已经习惯了坦诚、真实。 这种品质是
其他人一直想拥有却不敢、不习惯表现出
来的。 ”

教科中心的一月

但回想当初， 教科中心并不轻松，洪
山刚刚启动课改之时，教研员如何在这场
教育变革中找回专业尊严？ 业务部门如何
协助行政部门推动课改？ 在教研员自己都
没明白高效课堂是怎么回事的前提下，如
何当好课改助推器，不当课改绊脚石？

当这些问题如潮水般接踵而至时，陈
为庆着实迷茫了一段时间。2012 年暑期全
区高效课堂通识性集训，教研员们抵触情
绪比普通教师还强 ， 其中一个教研员小
组，还起了个“沉默是金 ”的小组名 ，以抵
制学习。 如何激活这支队伍的积极性和创
造力？

“现在回过头来看 ，真的要感谢教育
局领导班子对我们的信任。 一方面，局领
导说，不换思想就换人；另一方面，他们身
体力行 ， 一点一点改造我们的思维和观
念 。 局长 、副局长亲自带队 ，带我们去山
东、河南、山西 、江苏 、安徽各个课改实验
区、实验校观摩学习，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每一个教研员都多次外出学习，每次学习
回来， 教育局领导都会组织我们展示、交
流 ，谈收获 、谈感悟 。 经过几次 ‘头脑风
暴’， 教研员队伍的观念开始发生真正的
转变，我们开始参悟到高效课堂能带给孩
子真正的改变。 这样的课堂，才是时代需
要的。 ”陈为庆介绍。

“教研员毕竟是从教学骨干教师中选
拨出来的 ，一旦转变观念 ，研究的效益就
会彰显。 ” 教科中心副主任陈爱忠介绍，
“后来的每一周、每个月，我们像充满力量
的战士 ，一个月解决一个问题 ，就不信真
有攻不下的山头。 ”

教科中心的职能，在这个阶段开始真
正转型。 学科教研、课题科研、教师培训，
每个教研员都开始尝试研训一体，工作的
内涵和外延前所未有地扩展。

教科中心从此变得异常繁忙，每个人
都身兼数职，成为常态。

2012 年 9 月 ， 洪山区教育局制定了
《洪山区教育局高效课堂建设工程实施方
案》， 强化对高效课堂建设的行政推进；3

个月后 ，区教科中心制定了 《洪山区中小
学高效课堂建设工程 “十二五 ”总体工作
与年度工作实施计划》、《洪山区中小学构
建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指导意见》， 从专业
层面对高效课堂建设各项措施进行指导
落实。

“这薄薄几本书，背后是我们教科中心
22 名教研员 3 个月的心血和汗水 。 说实
话，那几个月很难熬。当这几本书真正发挥
作用时，心中积攒的那些委屈和压力，顿时
释放。 ”教科中心学历最高的陈文娇博士，
负责课题管理。她说：“以前的课题研究，往
往就停留在结题报告上，没有实际意义。而
这几本看似草根的书， 却真正产生了生产
力，直接为全区教师指明了方向，学术研究
的价值感和自豪感油然而生。 ”

教科中心的工作不再停留在质量检
测的浅学术层面，教研员的足迹也不仅仅
停留在办公室和课堂 。 翻开教科中心
2012、2013 年工作纪要， 就可以看出教科
中心运行的轨迹。

开展多维培训。 围绕高效课堂主题，
教科中心分层次 （区级 、学区 、校本 、影子
培训、种子培训）、多渠道（高级研修、通识
培训、学科培训、网络培训）组织全区教师
的培训。 2012-2013 年，全区共开设区级
教师培训班 38 个， 培训教师 4000 人次。
在区级集中培训中， 教研员担任班主任，
开展体验式培训。 在校级培训中，影子培
训成为热词，每个教研员都有了一批忠实
的“影子”。

开展课例研讨。 中小学各学科教研员
积极组织骨干教师上高效课堂研讨课，在
高效课堂临帖入模阶段起到了引领和示
范作用。

组织区域展示。 教科中心开展一月一
主题的高效课堂展示研讨活动 ， 包括全
国、市级展示 、全区展示 、学区展示 、共进
体展示，展示呈现主题化、系列化趋势，将
高效课堂建设推向深入。 如第二聋哑学校
承办的全国特教高效课堂研讨会，鲁巷实
验小学承担的武汉市教科院高效课堂巡
礼“走进名校”活动，洪山中学承担的全市
初中高效课堂建设展示等活动 ， 效果显
著，市教育局和教科院领导多次在全市推
介。 “洪山模式”在全市教育同行中已经入
脑入心。

开展赛课闯关。 教科中心组织、指导
学校开展高效课堂“人人过关、赛课闯关”
活动。 结合市区“三新杯”、“进取杯”优质
课比武，通过学校初赛、学区复赛、区级决
赛三级赛课，搭建 “人人参与 、个个研究 、

环环落实”的高效课堂建设展示平台。 全
区教师人人都参加了赛课活动，这在洪山
教育发展史上从未有过。

开展区域集智备课。 2012 年 9 月，教
科中心各学科教研员编制了导学案范例 ,
对学科教师进行专题培训，引导教师明确
导学案的编制要求，并尝试编制学科导学
案。 2013 年，教科中心又组织骨干教师区
域集智编写学科导学案，供教师二次备教
参考。 目前，全区上传资源库的导学案已
经达到近 3000 份， 大大充实并优化了洪
山区的教学资源。

组织开展微课程大赛。 2012 年，洪山
区承办了首次全国微课程大赛。 教科中心
以此为契机 ，组织开展全区高效课堂 “探
讨小问题、研究小课题、培训小课程”的微
课程制作活动 ，努力寻求 “小问题 ”后的
“大智慧”，“小课题”后的“高策略”，“小课
程”后的“真素质”。 全区教师积极参加微
课程制作 ，上传微课程作品近万个 ，教科
中心每年都会组织专家对优秀微课程进
行评比和奖励。 微课程研究成为洪山教师
教科研的常用方法，对帮助教师迅速转变
教育教学行为 、引发教学反思 、引领教师
专业成长、深化高效课堂建设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

学习即经历。 当每位教研员既能进行
学科研究 ，又能主持课题 ，还能亲自上阵
进行教师培训时，教科中心“特种部队”的
基本功就练成了。

洪山教科研的三年

每天前进一小步，3 年迈出一大步。
洪山区教科中心的 3 年，直接推动了

洪山区教科研的全面转型和品质升级。
2012 年 ， 洪山区开始进行教育科学

“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洪山区高效课堂
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教科中心为此成立
5 个专项课题组，涵盖五大核心内容：课堂
教学模式构建、学案导学、小组建设、评价
激励和文化建设、高效课堂与信息技术的
深度融合。 全体教研员分解到课题组，吸
纳学校的教科研骨干进行研究。 教科中心
收集了来自学生、教师、校长的 1000 多条
关于课堂教学现状的意见和建议 ， 并在
2013 年暑假形成了《高效课堂建设五个专
项课题研究 100 问与答》， 用以指导全区
各中小学进行高效课堂建设。

课改研究已经成为洪山区各学校共
同的话语体系，3 年来，各学校已立项的省
市课题中， 半数以上都与高效课堂有关。
各中小学启动“小课题攻关”活动，以项目
制、课题研究、专题研讨等形式，广泛开展
课题研究和校本研修，校园内研究氛围浓
厚，教研品质的全面提升。

高效课堂建设也成为各学校共同的
发展目标和精神指向。 2012 年，全区有 13
所学校自主申报争当高效课堂建设样本
校。 2013 年经过教科中心评估验收，其中
8 所学校被评为课改先进校。 2013 年，又
有 29 所学校申报高效课堂建设样本校 。
为帮助第二批样本校顺利推进高效课堂
建设工作， 首批 8 所课改样本校与 29 所
样本校结对，采取 “一拖几 ”的形式 ，在全
区组建区域课改共进体。 共进体学校校长
为共同责任人 ，实施捆绑评价制 ，真正实
现“同进退，共荣辱”。

由于教研员“接地气”的研究和指导，
洪山区各中小学校涌现出一大批课改名
师，一大批教师在全国各级各类竞赛中摘
桂夺冠。 仅 2013 年，全区中、小学教师（教
研员）参加各级“四优”比赛获奖就达 215
人次， 其中优质课全国特等奖 2 人次，全
国一等奖 6 人次。 在“中国好课堂”小学语
文课评选中 ，翁端莹 、杨亚兰荣获全国特
等奖。

“洪山模式”也成为武汉市、湖北省课
堂教学改革的亮点 。 在武汉市高效课堂
“十佳”模式、优秀教学模式 、优秀学科模
式 、 高效课堂先进个人等评比活动中 ，
2012 年、2013 年，洪山区有 3 个高效课堂
教学模式被评为武汉市十佳教学模式，两
个教学模式被评为市优秀教学模式。 洪山
区的高效课堂建设经验吸引了省内外众
多教育同行的目光， 有 10 多个教育局组
团前来取经，自发前来交流的教育人络绎
不绝。 洪山教育人以开放的心态，为吉林
省 、贵州省 、海南省等地的课改提供了专
业上的指导，成为改革成果的传播者。

教科中心小学部主任程凌波说 ：“我
们曾经痛过、苦过、迷茫过、奋斗过。 我们
的工作内容变了 、视野打开了 、更有胆识
了，我们赢得了尊重，享受着工作的快乐。
这几年是我们洪山教研员最有成就感的
时候。 现在可以骄傲地说，洪山课改推进
的成败，教科中心说了算。 ”

是的，当教研员化身为区域教育改革
的特种部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无不
胜时，我们说，这是区域教育的福音，这也
是教研员至高无上的荣誉！

享受教育④
教育科研

在区域课改整体推进的进程中，有一支队伍对课改的影响，重要到可以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来形容。 如果这支
队伍正向发力，区域课改之路将充满阳光，虽历千险，但仍可朝着最明亮的方向前进；反之则可能一路触礁、搁浅，甚至
前功尽弃。这支队伍就是区域教科研队伍。所幸的是，武汉市洪山区在区域课改整体推进的 3 年间，教育局高度重视教
科研力量，充分信任、充分解放、充分利用，最后成就了教科研人员自身的大发展和区域课改的大跨越。 而这些当初抵
触、被动到最后积极主动参与研究和引领的教科研人员，享受着这个化茧成蝶的过程。

三年练就一支教研“特种部队”
□ 本报记者 刘 婷

深入课堂诊断、指导

教研员们集智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