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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学讲”会战
□本报记者 韩世文 郑骊君

中国教师报官方微信

4 强力“护盘”荆楚乡
村教育 湖北省率先出台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地方实

施办法，为荆楚22万乡村教

师带来福音。

《教师工作周刊》

新学期， 给教师的教
学建议 实施高效课堂的教师

应该如何面对课堂中出现的新问

题、新现象？新学期伊始，我们将

向教师提出一些具体的建议。

《现代课堂周刊》

6 教得最好的时光
每位教师在自己的教育之路

上都会有所得，有所失，都有

着自己“教得最好的时光”，那

些都是弥足珍贵的回忆……

《教师成长周刊》

8 珲春一小： 让学生
充满 “阳光” 继承更要创

新，吉林省延边州珲春一小教

育人在传承百年历史的基础

上，发出自己的最强音。

《课改研究周刊》

10 校长要做 “价值的
领导者 ” 学校是一个组

织，并且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

织。那么，校长在学校里应该

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教育家周刊》

12 14 靠什么把教育均衡
提前 5 年 提前5年进行自

治区级义务教育发展评估验收，

是什么让广西龙州这样一个国家

级贫困县如此有底气、有魄力？

《区域教育周刊》

一个基础教育体量占江苏七分之一的大市，如何通过一场基于基层自主探索经验的 “学进去 、讲出来 ”的课堂教
学改革，实现教育突围？ 徐州，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正在进行一场教学改革的攻坚战。 他们的主张和行动，具有基层课
改的典型意义，更有区域改革的引领价值。

特
别
报
道

西南边陲，与越南山水相连，广

西龙州，一座有着 1300多年历史

的边关名城，是红八军的故乡，也

是少数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贫困

地区和边疆地区。“四座大山”重压

之下，教育水平可想而知。但走进

今天的龙州，不仅城市面貌有了巨

大的改变，教育更是有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伴随着加快推进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的春风，这座边关小城正

焕发出勃勃生机！

靠什么
把教育均衡提前 5年
———广西龙州县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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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编七日谈 10

“小”学校美起来背后的秘密

2013 年 12 月，江苏省徐州市教育局出
台《关于实施〈“学进去，讲出来教学方式”行
动计划〉的意见》（简称《学讲计划》），正式吹
响全市课堂教学改革大会战的冲锋号，近 10
万名教师 ，1800 多所中小学校 ，11 个县
（市）、区，共同向理想课堂探索进发……

徐州乃历史文化名城， 古代兵家必争
之地，迄今已有 4000 余年的建城史。 汉高
祖刘邦斩白蛇起义， 宋学士苏轼率民众抗
洪， 抗战时期徐州会战阻击日军……作为
江苏省基础教育最大体量的地级市， 已经
进入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新阶段。 然而，
教育质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以及人民
群众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相比仍有一定的
差距，课堂中或多或少仍然存在着“教师满
堂灌、学生被动学、教学效益不高”的问题。

“改革才有出路，才有发展，得从课堂
教学方式的转变做起。 ” 一直在思考教育
转型的徐州市教育局局长张德超一锤定
音。 而改革的抓手，正是“学讲计划”。

所谓“学讲计划”，是以有组织、有指导
的自主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以互助合作学
习为主要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以“学进去，
讲出来”作为学生学习方式的导向和学习目
标达成的基本要求，通过质疑、展示、交流，
深化学习层次，提高学生综合能力和素养。

徐州“会战”课堂的号角已经吹响，但
来自于各个层面思想观念的交锋、 方法与
模式的论争、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让这场改
革变得丰富而意蕴深远。

好的改革 ， 不仅仅有自上而下的顶

层设计，更有自下而上的积极探索。 徐州
“学讲 ”会战的意义是 ，更多的教师正在
实现自我的整体 “突围 ”，他们在不断印
证改革的方向。

学生学还是教师讲？

丰县教育局副局长李成凯第一次走进
教师师三分的课堂时，被深深震撼了！

那样的课堂怎一个“乱”字了得：学生在
课堂上自由行走，师三分也参与其中，与学
生 “打成一片”； 每一个学生又都有目的地
“乱跑”，主动向别人求教，直到学会，或者将
自己学会的教会别人———外来听课的老师
也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如果在学生的讲解
下学会了，还要给他们签名以示证明……

没想到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教师 ，
竟然带出学习热情如此之高的学生 ！ 李
成凯有些激动 ， 他的心里也开始相信师
三分带的班级 ， 学生成绩一定会比其他
班级高。

原来，师三分所在的丰县京庄初级中学
是徐州最偏远的农村初中，属于典型的薄弱
学校，而他自主尝试的课堂教学模式，又成
为多数同事眼中的“另类”。 后来在一次县教

育局学科质量抽测中，师三分所带学科获得
全县第一， 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这样的结
果。 于是，县教育局请教研室组织二次考核，
结果师三分所带班级数学成绩更好。

分管全县义务教育的副局长李成凯也
坐不住了，亲自去一探究竟，才有了上述的
震撼。 时隔不久， 李成凯再次带领县内其
他学校的校长一起去观课， 所有到场的人
都“心潮澎湃”———他们发现，多年寻找的
理想课堂终于有了生动的呈现。

“主体不参与、不投入，再好的教学都意
义不大。 ”师三分说，在他的课堂上，他尽可
能少讲，而是将更多的机会留给学生……

与许多课改人一样，师三分最初的行动
是孤独的，身边几乎没有同行者。 因为大多
数人都认为教师不讲学生肯定学不会，认为
师三分是在“乱搞”，拿孩子做试验……师三
分说，这其实是一段很艰难的过程，也遭遇
到许多困难，有时候遇到问题吃不下饭睡不
着觉。 但他痴迷于此！ 丰县首羡初级中学教
务主任渠斌听了师三分的课后， 很受触动，
也尝试课改，有时候为了请教问题，他与师
三分一通电话就是半小时以上……

后来，经李成凯推荐，市教育局基教处
长期负责课改的刘勇开始关注师三分，并
将其引向大众视野。

尽管那时候徐州市还没有全面启动
“学讲计划”，人们关于教学方法、模式还争
论不休， 但个体的探索显然已经有了初步
的效果。 而基于全市整体发展现状谋求改
革的规划早已提上议事日程。 徐州市 “学

讲”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全市推
进“学讲计划”之前，市教育局、教研室做了
大量的调研工作， 发现了不少基层课改典
型，如徐州市火花学校的“串联式小组合作
教学方式”， 泉山区姚庄小学的 “学友互
助”，徐州高级中学的“做学教”，开发区大
庙中学的“看、思、学、议、展、教”模式等。
正是这批基层教师的默默探索，为学校和
区域管理者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案例支撑。

但是，缺乏学理的支撑、模式的提炼，
个体的探索无法上升为可复制的科学方
法，要真正推动课改，难度依然很大。

放手还是管控？

火花学校校长吴学政心头一直有一把
伞，温暖着他。

那是一个清晨，天下着小雨，由于没有
带伞， 他只能淋着小雨从学校北校区疾步
穿行而过。 这时候， 一个小男生快步追上
他，给他打起了伞。

那一刻， 吴学政有惊喜也有感动。 他
与男孩交流得知， 这个三年级的学生在另
一个校区，并非和他顺路。

事情过了几天， 吴学政打听到这个男
孩的姓名、班级，特别跑去再次致谢。 这个
男孩当着同学们的面解读自己的行为：“当
时，我看到校长衣服都湿透了，很心疼，怕
他冻感冒了，就跑去给校长打了伞……”

这个男孩的话赢得同学们热烈的掌
声，也让吴学政无比自豪，他深深地向着孩
子们鞠下一躬……

作为一位“老”教育工作者，吴学政在
火花学校担任校长后，从 2010 年开始一直
带领教师们探索课堂教学改革。 后来徐州
市整体推进“学讲计划”，更是让他如鱼得
水。 而那一把萦绕心头的小伞， 则成为学
校当下师生关系最好的注解。

徐州市泉山区文教体局副局长陈湘曾
率区教研室人员在火花学校驻扎了一个星
期，她发现，这里的孩子衣着朴素，但有“超
越城里孩子的那份沉静和自信”，而这正是
“课堂给予孩子的美好”。

改变， 对成熟的教师而言是痛苦的；
放手，对成年人来说也是艰难的。 课改中
质疑声音最多的，是这样的一场革命能坚
持多久？

位于城乡接合部的姚庄小学，硬件、师
资都比较薄弱。 在校长刘金珠的带领下，
学校从 2011 年开始基于教学小问题，借鉴
陶行知的“小先生”制，在学校推行“学友互
助” 课改模式。 刘金珠解读说：“我们的课
改，就是重新订立让孩子们打开心灵，自由
表达的新规则！ ”

（下转 15 版）

名不见经传的普通教师 ，讲
得少了，学生却学得好了！ 教师个
体探索，引发教学方法之“战”。

上周，本报和哈尔滨市教育局联合举
办了一次全国小学名校特色课程研讨会。
与本报“走进名校”活动组织的历次专业
会议一样，这次会议不仅邀请了专家作报
告，也和与会者一起“解剖麻雀”———实地
深入考察了哈尔滨花园小学校的“幸福种
子教育”。 花园小学校校长曹永鸣和她的
团队进行了毫无保留的分享和展示。

花园小学校地处日伪时期的关东军司
令部旧址， 是一所典型的中心城区 “小”学
校：面积小，空间逼仄。 这所学校面临的困境
与许多传统名校一样： 更多的孩子想进来，
班额被撑大， 生均空间和资源被稀释……
2500个孩子将小小的校园塞得满满的。

尽管空间严重不足， 但这所学校却

一样都不少 ：美术教室 、音乐教室 、手工
教室……里面琳琅满目全是孩子们的作
品和展示，热热闹闹全是孩子们在活动。

这种“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努力，表达
出这所学校超越自己的强烈渴望。 只要是
块地，就要发挥作用。 这里不放过任何可
以利用的地方。 校史馆门口一小片空地
上，画着“跳房子”的格子，课间能容纳至
少十来个孩子游戏。

只要有空间，就不能空着。 这里的操
场、功能教室，全部是巡回使用，一个班级
接着一个班级， 所以你走进这样的学校，
很难发现图书室、教室闲置，总有孩子在
其中学习，总有孩子在操场上活动。

只要是教育资源，就要充分利用。 这

所学校在实施校本课程的同时，还开发了
利用家长资源的班本课程和引导家庭教
育的家本课程： 为了拓展孩子的视野、增
长孩子的见识，有专长的家长在班里开了
课；为了培养孩子的核心素养，有能力的
家长在家里开起“家本课程”，让孩子在家
里也能学做人做事。 这样的课程，虽然不
是传统教育学标准意义上的“课程”，但谁
能说这不是孩子们最需要的营养、最有效
的教育途径？

家长成为“小”学校教育空间得以极
大延伸的重要资源， 他们自发组成家长
大学、护校队，为学校发展提意见出主意想
办法……成为学校办得更“美”的重要力量。

每时每刻都有孩子在每个空间活动，

每种可以利用的资源都善加对接和利用，这
正是一所“小”学校“美”起来背后的秘密，是
一所学校“小而美”的办学智慧。与之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有的学校偌大的操场上安安静
静，甚至课间休息时，孩子们也只能无可奈
何———据说老师不让下楼，怕出安全问题。

花园小学校推行的是 “幸福种子教
育”， 他们提出每一个学生都是一粒幸福
的种子，教师、家长、孩子要一起去寻找幸
福成长的方法。 种子的力量，不仅在于它
的生长能力 ， 还在
于它的传播繁衍能
力 ， 这正是 “小而
美 ” 的花园小学校
可学可鉴的价值。

教师大胆放手， 不仅让学校
焕发出前所未有之活力， 更让教
学效益进一步提升。 一所学校的
主动变革，激起管理理念之“争”。

语文是一眼永不枯竭的甘泉，淙淙流淌，滋润
万物；语文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的迷人图画；语文是“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
潮生”的优美旋律；语文是“树索索而摇枝”、“马得
得而驰骋”的逼真描摹，语文是“李白的浪漫、杜甫
的沉郁、苏轼的豪爽”……在儿童的眼中，语文又是
什么样子的呢？ 可能是浪漫的诗，也可能是迷人的
歌，还可能是优美的曲……作为一名语文教师，如何
让儿童爱上语文，如何让语文滋润儿童的心灵，如何
让课堂成为语文与儿童生命共振的场，使语文伴随
儿童成长……让我们一起相约 2015 年 10 月 29—
30 日举办的 “儿童与语文———2015 全国小学语文
教学研讨会”，共同探索语文教育的真谛。

主题：儿童与语文
主办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
北京师范大学小学教育研究中心
支持单位：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
中国科学院行政管理局
中国教师报
北京市教育学会小学教育研究分会
北京市教科院基教研中心小学语文教研室
承办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

北京市东城区史家小学
北京市西城区北京小学
拟邀请专家：
北京师范大学顾明远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部长石中英教授，著名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
曹文轩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执行院长郭
华教授等教育教学专家，进行主题报告和讲座。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中心小学
语文教研室主任、特级教师张立军，福建省语文学
会小学专委会秘书长、特级教师何捷等享誉全国的
语文特级教师、教研员、一线教师，进行课堂教学实
践展示与交流。

会议地点：北京师范大学

报到时间：2015 年 10 月 28 日
报名电话：010-58594794；010-57489221；

15311576773
联系人：任老师、王老师
报名邮箱：xxywhy2015@163.com
欢迎关注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的教育部门领导、

专家、学者、教研员、校长、教师和教育机构参加会
议。 期待在金秋的十月，与您相聚在首都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家书院

北京师范大学小学教育研究中心
2015 年 9 月

“儿童与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