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耕文明日益衰落的时代，留住
农耕智慧、农耕文化和农耕情怀，既是教
育的阵地和责任， 也是对文化的保护与
传承。 ”

———近日， 中国青年报记者李斌在
《让乡村学校朴素而体面地活着》一文中
写道，多年来，四川省阆中市教育局局长
汤勇鼓励乡村学校建立种植养殖基地，
让学生体验劳动的乐趣。汤勇表示，乡村
教育要有乡村的气息、味道，要培养孩子
们对农村的感情。 （中国青年报）

“我们认为，重新思考教育的时刻已
经来临。 ”

———近日 ， 美国旧金山一所名为
Altschool 的小学被硅谷热捧。 这所面向
学前班到 8 年级孩子的学 校吸引 了
Facebook 创始人扎克伯格、乔布斯妻子、
Paypal 创始人等硅谷传奇投资人， 最近
刚刚融资 1 亿美元。投资人表示，美国基
础教育需要重新出发 ， 他们期望通过
Altschool 模式来拯救美国岌岌可危的公
立学校系统。 （外滩教育）

“从兰博士的经历中不难发现，虽然
她成绩优秀，却‘除了学习什么也不会’，
就业后， 昔日引以为傲的成绩资本显然
失去了优势。可以这样说，兰博士是我国
应试教育制度的典型产物。 ”

———近日，留美女博士兰某（化名）因
为在美期间“只会学习”，缺乏社交与沟通
能力，就业连连碰壁，在接连失业、签证过
期、精神恍惚的情况下，被遣返回国。 对此，
天津市教科院副研究员王海莹表示， 曾经
的“应试强者”现状却如此令人唏嘘，让我
们不得不反思现在的教育制度。 （人民网）

5 年的时间过去了，走过的路已经足
够远，远到已超出他们的预想。 路越走越
远， 心却越来越近， 共同点也越来越多。
在教学上，渐渐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
你”之势———丁卫军借鉴了柳咏梅的听记
故事， 但是把听记故事和写作结合起来；
柳咏梅借鉴了梁增红的“班级史记”，在其
基础上增加了读听的环节，让“班级史记”
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渐渐地， 他们发
现，五人的精神尺码越来越接近，因此他
们决定，共同开一个博客，共同申请一个
课题， 作为一个团队去做一些公益活动
……相互取暖，一路携手，走向远方。

他们常有这样的同感：常有几个知心
的朋友问你，你最近进步了没有———还有
比这更幸福的事情吗？

带动“粉丝”做语文

只是自己成长， 还不能满足他们的

“野心”。本着成长自己，带动他人，真心诚
意地一起做语文的宗旨，他们每年都会开
展几次公益活动，或开课或讲座，把各人
的研究成果以多种方式与各地的语文同
行分享。

2013 年 8 月 15 日，五人冒着高达 40
度的酷热天气，来到河南平顶山，在热浪
滚滚之中开始了“苏语五人行”暑期公益
助教活动。

五名异地教师结伴而研，这样的新型
教研团队引起了在座的 600 余名初中语
文教师的浓厚兴趣。 应教师们的要求，他
们讲述了团队研修的生动故事与丰富经
历，分享了个人的教学研究成果。 教师们
听了都非常感佩，觉得这本身就是一种有
意义的培训，是一种可学的示范：在网络
与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教师的研修团队
已经绝不止于校内的教研组了。

为了让这个团队变得更有意义 ，他
们每人都与 3-5 名当地教师结成 “对

子 ”，并相约在新的学期里 ，通过网络
传递信息 ，互相磨课磨文 ，有可能的话
还可以互相走动 ， 完成一些较大的研
修活动 。

2013 年 9 月 23 日， 徐州 ，“红色之
旅”公益支教活动，全区语文教师聆听了
刘恩樵、王益民、柳咏梅、丁卫军的讲座，
并写下了数万言的听后感。

2014 年，“苏语五人行”在江苏仪征、
湖南永州、湖南岳阳、江苏泗洪等地举办
公益培训活动。

每次公益活动都能产生并吸引一批
“苏语五人行”的粉丝，他们的公益活动，
绝对不是“来了就讲，讲了就走”，而是将
培训作为一个起点， 让活动延续成一种
持久的互助研修。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
活动，能够让更多的语文人同心 ，同行 ，
同乐。

现在，五名教师又共同参加了“新教
育星火教师公益培训网络”工作。 除了平

时的交流， 每个月的 15 日晚上都会有一
场有关语文教学的网络专题研讨活动。作
为培训导师， 五个人都有自己的指导对
象。 他们在自己成长的同时，带动着更多
的青年教师成长。

“我们就像一群快乐的农夫，在自己
的语文田野里悠然散步。”柳咏梅说。而这
种“散步”，显然是自然的、原生态的，与功
利、名誉不相关。

4 月 10 日，是“苏语五人行”的 4 岁
生日。

而就在前一天，4 月 9 日， 在合肥召
开的“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
员会‘传统文化与语文教学’暨 2015 工作
会议”上，丁卫军代表“苏语五人行”作了
《在行走中共同成长》的经验分享，让更多
的语文同行了解了这个有点传奇的团队。

“苏语五人行”，追求一种本真的、自
主的成长。 “我们依然行走在路上。 ”丁卫
军说。

苏语五人行：散步在语文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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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高中学校，8200 名学生，148 个
教学班，从初一到高三年级能否全部实现
“翻转课堂”教学？ “翻转”之后，教学进度
如何保证？ 近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
创新研究院与山东省昌乐一中联合举办
“中国教育创新成果发现之旅———走进昌
乐一中翻转课堂教学研讨会暨翻转课堂
研究中心成立大会”， 近千名教育同行走
进这所高中，一探翻转课堂的实践成果。

压力之下的改变

“早在 2011 年，我就已经听说了翻转
课堂，当时就觉得眼前一亮。 ”昌乐一中
副校长张福涛介绍说，当时他还是山东诸
城实验中学副校长。

2013 年 2 月， 张福涛调回母校昌乐
一中。 他提出了实践翻转课堂的想法，与
校长黄发国一拍即合。

彼时，昌乐一中在潍坊市高中里处于
中游水平，如果想突破瓶颈，就需要寻找
新的抓手。

两个月的讨论， 在广泛收集信息、反
复论证的基础上，昌乐一中成为山东省第
一家实践翻转课堂的学校。

2013 年 4 月， 学校与山东出版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双方共同开
发建设了数字化学习平台“阳光微课”，为
翻转课堂的实施提供了技术支撑。

翻转课堂实验就此拉开序幕。 从最
初的实验班、实验年级，到现在全校推开，
不过短短一年时间。

起初， 学校担心家长不答应。 为此，
他们特别邀请家长进入课堂观课，结果家
长们无一表示异议，愿意出资购买平板电
脑，支持学校开展翻转课堂实验。

而教师们也从旁观者成了支持者，因
为看到了“实验班的成绩对比”。

一年后，学校专门进行了一次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在学习兴趣方面，75.7%的
学生认为翻转课堂能够激发自己的学习
兴趣，自己能够轻松自主地学习。 在学习
态度方面，22.8%的学生极大地改变了学
习态度，55.9%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了学习态度。

对教师的调查结果显示，90.3%的教
师认为翻转课堂改善了他们对工作的满
意度，克服了职业倦怠，每一节课都盼望
着早点进入课堂进行“创造”。

教师面临“极大挑战”

现在的昌乐一中，已经形成了独具特
色的“二段四步十环节”翻转课堂教学模
式。 所谓“二段”，是指“自学质疑阶段”和
“训练展示阶段”；“四步”， 是指教师备课
的四个步骤：课时规划、微课设计、两案编
制、微课录制；“十环节”，是指学生学习的
十个环节，其中“自学质疑阶段”包括“目

标导学、教材自学、微课助学、合作互学、
在线测学” 五个环节，“训练展示阶段”包
括“疑难突破、训练展示、合作提升、评价
点拨、反思总结”五个环节。

在一堂语文课的 “自学质疑阶段”，
学生人手一台平板电脑和一张纸质学
案，平板电脑上存放教师录制的微课。课
堂上，学生们先自学教材，然后根据需要
有选择地观看教师的微课，完成学案，然
后分小组合作学习。 每个小组都有一张
“疑难问题报告单”， 学生把解决不了的
问题写上去，汇总提交给教师。 显然，学
案和微课已成为学生上课最主要的两根
“拐杖”。

接下来是“训练展示阶段”，这是孩子
们最喜欢的时间。 个人组内展示，小组集
体展示， 教师围绕疑难问题评价点拨，使
课堂气氛更为活跃，学生不时有“妙语”蹦
出，令人惊喜。

“刚开始不太习惯，习惯之后，觉得特
别有意思，比以前光听老师讲好多了。”一
位学生说。

“学生有条不紊地开展自学、合作讨
论，更深入地掌握了知识点，甚至超出了
课标的基本要求。 更重要的是，在合作学
习中，他们增强了自信心，也锻炼了表达
能力。 ”江苏省扬州市教科院教研员朱雪
梅说。 但她同时认为，目前的学案在设计
上还存在一些问题，关注知识过多，没有
涉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学生主动质疑的
深度问题较少，平板电脑、电子白板的交

互功能还未得到充分开发。
而这一点也是许多与会专家比较关

注的问题。
“学案有了，但太平面化，需要增加学

法指导的内容。合作有了，但流于表面，要
进一步加强小组内部建设。”特级教师、原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分院副院长李镗这样
评价。他认为，要想深入推进翻转课堂，教
师面临着极大的挑战。

“翻转课堂 ，做好不容易 ，做不好容
易，一不小心就‘死机’了。 以前一个教师
侃侃而谈几十分钟，现在改为微课的几分
钟，看似做减法，实则做加法，这对教师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特级教师、原海南省教
育研究培训院院长蒋敦杰说。

张福涛也同意这个看法。 事实上，教
师是翻转课堂的直接实施者、 推动者，也
可能是最大的阻碍者。

“原来是教材教什么，教师讲什么；现
在是学生问什么，教师讲什么。 教师需要
做更多的工作……”张福涛告诉记者。

人是教育的第一要素

改革越往前推进， 问题产生得越多。
此次翻转课堂教学研讨会让更多深层次
的问题得到充分暴露， 比如学案习题化，
教师精讲点拨不够，一些微课缺乏课程理
念，等等。

对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
长、教授余胜泉认为，翻转课堂要避免出

现以下误区：“翻转课堂不是在线视频的
代名词，除了教学视频外，还有面对面的
活动时间；不是视频取代教师，不是把课
堂讲授简单迁移到课外；不是学生无序的
学习；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讲测考练，不是
从‘人灌’到‘电灌’。 ”

在余胜泉看来， 翻转的本质不仅是
教学行为次序的变化，即不仅仅关注学习
行为、学习秩序的改变，更关注获取知识
的方式转变。 而教师要从以前仅仅关注
“知识”到更加关注“能力”。

余胜泉提醒正在实践翻转课堂的学
校和教师，课堂“翻转”后，更要提防无边
界的自主，过度弱化教师的作用。在这种
情况下， 不仅数字化学习的优势没有发
挥出来，连传统教学中教学任务的完成、
必要的师生情感交流、 教师人格魅力的
熏陶等都丢失殆尽。他建议，在翻转课堂
下，教师要学习、研究自主学习的调控技
能，要在课堂提出深层次的问题，激发学
生的思考和探索， 将学生的认知从低层
次引向高层次。

余胜泉特别强调，技术的真正作用是
充当学习者建构知识的工具，进而拓展学
习者的能力。 但是，人是第一位的。

这里的“人”，就是教师，他们是推动
翻转课堂最重要的力量。 这一点，与会者
毫不讳言。正如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黎加厚
所说，昌乐一中的翻转课堂改革带来的最
大改变就是教师。“他们的专业成长速度，
让我们无法想象。 ”

翻转课堂，该“翻转”什么
□本报记者 康 丽

“启功教师奖” 将重奖基础教
育一线优秀教师

本报讯 5 月 10 日，首届“启功教师
奖”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师范大学
举行，该活动由北京师范大学与光明日报
社联合主办。 “启功教师奖”是中国第一个
由高校与新闻媒体发起设立、面向全国基
础教育一线教师的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
由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顾明远担任评
审委员会主席。 该奖面向我国县以下（含
县）农村地区基础教育领域，奖励长期坚
守在当地教育教学第一线并作出突出贡
献的杰出教师。 首届“启功教师奖”将在基
础教育一线评选出 10 名教龄满 30 年的
优秀教师，每人奖励 50 万元人民币。

（见习记者 崔斌斌）

“友善用脑”迎来“十二五”规划
本报讯 5 月 7 日，“友善用脑”课堂

教学实践研究全国启动大会在北京举
行。 作为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
育部重点课题， 此课题将在探索提高学
生学习能力、 充分发展学生思维课堂模
式的基础上， 为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寻找
新路。 北京市东城区、南京市江宁区、深
圳育新学校等全国友善用脑实验区、实
验校负责人在大会上进行了深度交流；
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小学、 北京市第二十
二中学等实验校， 分别展示了友善用脑
课堂小学英语、初中数学的课堂教学。 来
自全国各地 100 余名友善用脑课题参与
者参加了会议。 （记者 黄浩）

全国教育信息化厂商集成商
渠道大会举行

本报讯 5 月 9 日， 全国教育信息化
厂商集成商渠道大会暨第五届中国学习
与发展大会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与会者就
移动互联网教育发展趋势、互联网教育服
务如何落地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中国教
育信息化》杂志社社长周一呼吁，教育信息
化应是多方合作的结果，企业在其中应该
起领军作用。 （见习记者 崔斌斌）

杭州市推介首个幼儿园重大
教育科研成果

本报讯 5 月 11 日， 浙江省杭州市
首届重大教育科研成果首个幼儿园教科
研成果推介会在该市红缨幼儿园举行。
《快乐生活———红缨幼儿园园本课程的
构建与实践》 新书当日同期发布。 据介
绍，2012 年杭州市首次启动教育规划重
大课题研究项目， 日前该市选择其中 10
项成果结集出版。 作为其中唯一的一项
幼儿园教科研成果———红缨幼儿园 “快
乐生活”园本课程，历经 12 年探索，至今
已形成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 受到与会
者广泛关注。 （记者 刘婷）

中国教师报教育新闻人俱乐部，诚
邀读者网上注册， 成为我们的特约通讯
员和通讯员。这里是每个教育人的舞台。
（投稿邮箱：zgjsbxinwen@163.com）

“教育新闻人”在行动

襍声 音襊

北大新世纪教育中心诚招加盟代理
本中心由北京大学投资，北大新世纪集团

主管的教育机构，致力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
和培训事业。 现招地区加盟或代理，有意者将
机构或个人介绍发至：pkuxsj@126.com

网址：www.pkuqsnedu.com
北大资源东楼 叶老师:18911362983

（上接 1 版）

近年来 ，湖北
省 洪 湖 市 在 5 所
乡 镇 小 学 建 设 了
田 径 场 、 音 乐 室
等 ， 成立了书法 、
绘 画 等 十 多 个 兴
趣小组。 通过开展
丰富多彩的活动 ，
培养农村学生的兴
趣爱好。 图为洪湖
市曹市小学学生参
加排球小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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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课改名校全流程献课

最美学校展示闪光课堂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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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石家庄创新国际学校

河南封丘建勋学校

湖北武汉二十七中

河南郑州中学

山东即墨二十八中

辽宁沈阳立人中学

江苏昆山前景教育集团

上海建平教育集团金苹果学校

献课学校拟邀嘉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