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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忻州市兴原实验小学寻找课堂改革样本

课堂改革重建教育生态
□段树华

语文是什么？ 钱梦龙老师说：“就是老
老实实地教会学生读书。 ”

这是语文教学的任务，也是每一位语
文教育工作者的职责本分。

这是一句朴素实在的话语 ， 因为从
小到大 ， 别人问我 ： “你背着书包去干
啥？ ”我总是自豪地说“去上学读书”。 虽
然读书的内容不局限在语文 ， 虽然学习
的方式和目标也不仅仅在于一个 “读 ”
字 ，但 “读书 ”却是语文学习的一个朴素
的代名词。

这是一句简单的话语 ， 以致让人有
些怀疑。 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语文教学
列举不完的内容和目标，习惯了把生命 、
美学 、哲学 、文化 、政治等都纳入语文教
学目标。 语文就成了一个筐，什么都可以
往里装，课堂上，恨不得把筐里的所有东
西都贩卖给学生， 最终 ， 可能什么都教
了，但就是没有教语文，教学生读书！

这是一个人人参与的语文时代，因为
谁都可以对语文教学评头论足，谁都可以
把自己个性张扬的语文旗帜高高挂起。

这又是一个容易迷失的语文时代，因为
语文的口号和主张正在漫天飞舞、 不着边
际， 语文课堂正处于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季
节，我们在慨叹：现在越来越不会教书了！

我们的语文， 是否可以清楚明白些，
是否可以简单实在些？

中国教育学会小学语文教学专业委
员会理事长崔峦先生说：我们欣赏并提倡
简简单单教语文，本本分分求发展，扎扎
实实求发展，回归常态的语文教学。

如此丰富精彩的简单实在！
阅读教学说得简单实在些， 就是要教

会学生读书。 怎么教？ 也必须要用简单实
在的方法。

君不见课堂上 ，音乐的 、动画的 、文
本的，各种课外资料的过度引入 ，让文本
教学不堪重负 ，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 ，学
生对文本的学习时间被过度挤压 ， 只能
走马观花，一目十行，对语言文字的品读
只能浅尝辄止。

君不见课堂上，已不闻琅琅书声，读书
已经成为一件奢侈的事情。 课堂教学形式
多的是讨论、探究这些大众化教学方式，而
作为语文教学特有的朗读却在渐渐淡出，
即使有，也只是集中读几遍就草草了事，大
部分时间就是讨论文本内容， 学生失去了
与文本亲密接触的机会。 没有读文本的言
语实践，学生对文本的感受变得肤浅，变得
没有了根基。

把说明文教得像说明文， 把小说教得
像小说，把散文教得像散文，把童话教得像

童话，把……语文要简单实在 ，不要复杂
化，不要故弄玄虚，一切按规律办事！

写作教学的目的又是什么？ 课标说得
简单实在，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 ，与人交
流。 也就是说， 人类有表达真情实感的需
要，有彼此沟通交流的需要，所以，就有了
写作。 因此，从写作的源头出发，我们对怎
样的写作才是真写作，怎样的写作是虚假
写作，怎样才能回归真实的写作，要有清醒
的认识。

经常引导学生写一些有明确目的和对
象的文章，久而久之，学生才不再感觉到写
作是高不可攀、飘在空中的事儿。 写作不
注意对象和目的，写出来的文章就好像自
己辛辛苦苦烧了一桌子菜，客人们却不喜
欢吃。 真实的需要，产生真实的写作，写作
是为了适应学生实际生活的需要。 这样的
理念很简单，只需要真正去做就行了。

再来看看我们的语文“解读”。
课堂上，教师的解读越来越深刻，学生

却越来越迷糊。语文课蜕变为思想品德课、

哲学课、美学课，却不是培养学生运用语言
文字能力的课。 语文课就像一个学者的学
术报告， 使阅读教学这种心灵的对话蜕变
为单向的言说， 对话成了一厢情愿的自说
自话。 最终， 课堂只是在思想内容上显得
“深刻”，表面上显得“好看”，但实际上学生
“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并没有得到有效的
提升。

看到自己的诗歌 《理想 》在课堂被高
大上地解读 ， 作者流沙河 “别有一番趣
味 ”，称自己创作时哪里想过 “要让同学
们怀揣伟大理想、要燃起理想火苗 ”这么
多 ，“无非是完成一篇熟人的约稿 ”。 确
实，许多时候，作家的创作灵感源自于冲
动 ，根本没有语文教师想得多 、想得细 、
想得高深。

还是让我们回到问题的源头， 我们为
什么要解读文本？ 解读文本的目的当然是
为了教学， 教学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
语言运用能力。因此，教师的文本解读是立
足于言语形式的教学解读。 文本解读一味

求深求异的教师， 已经忘记了这个简单实
在的道理。

那些脱离学生实际， 唯恐被人耻笑解
读浅薄，一味求深求异的教师，实在不必如
此。 成功的阅读教学,都是以教师对文本恰
到好处的解读为基础的。 从解读的目的来
看，不从语言入手，不从学生入手，不从课
堂入手，这所谓的 “深刻 ”，从某种意义上
说， 只能是简陋的解读， 而不是简单的解
读， 因为这样的解读对语文教学的核心任
务来说，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

潜心研究语文教育名家的课堂实录，
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教学无不体现着语文教
学简单实在的特点。 语文教学承载了太多
东西，在我们眼花缭乱的时候，语文教学内
容出现了许多非常态化的现象。其实，语文
教学不必热热闹闹，不必花里胡哨，只需要
实实在在，简简单单，教会学生读书作文，
提升他们的语文素养。语文不需要折腾，回
归常态就行！

世界上没有抽象的学生， 也没有抽象
的语文教育。面对复杂负重的语文，面对华
而不实的语文， 我们的语文教师不堪重负
了，迷茫了，我们的学生也跟着受罪了，什
么都学了，可就是什么都没学会。各色的语
文口号，喧嚣的语文课堂，把简单的问题复
杂化、虚幻化，让教师忘记了为什么出发而
陷入迷失。

于是，语文的思绪回到语文的原点，语
文需要减负，语文需要摒弃浮华，语文天生
简单而实在！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永嘉县教师进修学校）

特级教师谈教学·肖培东

语文，可以简单实在些

爱满天下的办学理念，不仅激发了师生的情感，而且唤醒

和创造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一一三三”教学模式，集校园

文化的逐步渗透，呈一方黑板的尽情展示，汇教学过程的整体

设计，聚全部目标的检测实现。这种通过自身钻研实践、博众

家之长形成的课堂教学模式，改变了学校传统的课堂形态，较

好地实现了解放学生、发展学生，让6年的小学生活奠基学生

终身成长的快乐。

山东省杜郎口中学校长崔其升：
今年 4 月，杜郎口中学课改经验

交流会上，兴原实验小学段树华主任
介绍了学校“一一三三”教学模式，7
种课型受到与会教师的好评，我也为
之点赞。

兴原实验小学的教学改革给我
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教师相
信学生 ，发动学生 ，学生情绪高涨 、
斗志激昂地投入到学习中。 他们那
种渴望表现自己， 争着分享自己学
习成果的演讲 、表达 、展示的热情 ，
互帮互学、协作发展的和谐场面，让
我听到了生命成长拔节的声音 ：他
们时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时而挖
掘本质 、总结规律 、寻求方法 ，时而
高歌一曲，让课堂升华，时而创作生
成，一展自己的创意与成功，时而凝
思苦想，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小组合
作， 时而典型发言， 时而全员写板
书， 时而点评纠正……课堂上学生
们积极参与，个个争先，你方唱罢我
登场，欢呼雀跃，演讲会、擂台赛、比
武场，让我心潮澎湃，心生感动。 看
到学生的眼睛炯炯放光， 看到学生
的脸庞像盛开的花朵，让人陶醉，让
人振作，让我为之赞叹！

山西省忻州市兴原实验小学始建于
1952 年 ，半个多世纪 ，历经风雨 ，几经迁
址，传承、困惑、审视 、转变……一所老校
的发展将找寻什么样的支点？

文化先行

没有校徽 ， 没有校训 ， 也没有形成
相对固定的办学理念 ，学校历经变迁之
后 ，被一些莫名的倦怠所笼罩 。 2013 年 ，
学校领导班子意识到 ，学校首先要做的
事就是要带领教师梳理学校文化 。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经过师生共同梳
理，学校将育人目标定位在 “让每个孩子
享受终身成长的快乐”，建立了以“爱 ”为
主题的学校文化系统。 在此基础上，学校
向全校教师、学生、家长随机发放征求意
见表，动员大家围绕“爱生命、爱生活、爱
学习、爱集体、爱合作”的“五个爱 ”主题，
一起思考该做什么。 随后，学校建议各班
级结合本班征求意见情况，围绕“五个爱”
建设班级文化。 于是，以“爱”为中心的校
园文化呈网格状覆盖到学校学习生活的
各个方面，爱的精魂渗透到师生思想行为
的每个角落。

这次学校文化的建设，渐渐改变了师
生的思维方式：自省多了，埋怨少了；欣赏
多了，指责少了；行动多了，非议少了；每
个人都在反思自己身上的问题，定位自己
的价值，找寻学校发展的方向。聚拢人心，
以爱育爱 ，60 余年老校开始焕发出春天
般的生机。

建构模式+7 种课型

文化立魂，行动跟进。 随着学校文化
的重建，主题阅读、高效课堂等全新的教
育理念纷纷融入课堂教学。 理论培训、外
出观摩，学校多次组织教师参加主题阅读
课题组的培训学习，派出教师轮流到杜郎
口中学、杜郎口小学体验学习 ，改革的浪
潮扑面而来。征集意见，集体讨论，共同拟
订了学校的课堂模式———“一一三三 ”教
学模式，即“一种文化，一块黑板，课堂预
习、展示、反馈三流程，学情测评三上板”。
在这种模式下，学校确定了 7 种基本课型
为全学科通用课型。

单元导学课 ： 低年级以集体备课时

学科组绘制的 “单元思维导图 ”为载体 ，
教师引导学生整体感知一个单元的教
学内容 。 高年级由学生自主绘制完成
“单元思维导图 ”，旨在让学生对单元内
容进行整体梳理 ，初步感知知识的逻辑
关系 ，感受自己需要探求的问题 ，明确
学习重点 ，掌握学习方法 。 自主预习课 ：
在单元导学课的基础上 ， 学生分组预
习 ，通过批注 、写画 、读记 、思练完成预
习 ，自主掌握基础知识 ，合作解决可以
解决的问题 ，同时记录疑难问题 。

问题释疑课：主要解决预习课各组集
中反馈的问题。共性问题由教师集体点拨
解决，个性问题通过组间交流、互学互讲、
教师指导解决。

基础训练课：对教材中要求掌握的基
础知识进行集中训练， 通过黑板书写、展
示、组间挑战，对基础知识进行反复再现、
巩固、强化。

拓展延伸课 ： 将所学知识向整个学
科延伸 ，向生活延伸 ，广泛积累课外知
识 ，深化所学知识的意义 ，从深层次激
发学生学习的动力 ，明确更广阔的学习
目标 。

展示分享课： 以学习小组为单位，自
行设计展示一个单元的学习内容，深化单
元主题，将课堂知识引向生活，原则是“鼓
励自主创新，尊重个性选择”，面向全体学
生，让所有学生都有表现的机会 ，这是最
受学生喜欢的一种课型。

测试讲评课：对一个单元内容进行总
结回顾，以纸笔形式进行检测评价 ，发现
问题，指导教学调整。

除了这些基本课型，各学科还根据学
科特点，开发了个性化课型。如语文的“读
写联动课”、“阅读积累课”，数学的“概念
课”、“活动实践课”等。

模式、课型的确立，对教学工作起到了
极大的指导作用，学生动起来了，课堂程序
更优化了，教学效率大大提高，校本课程的
开发得以实现。 目前，学校已成功开发了
20 多门校本课程，每到周五下午，孩子们
就走出自己的教室 ， 来到各自喜欢的国
学、剪纸、舞蹈、足球、合唱、科普等社团，有
相同志趣的孩子聚到一起，体验生活，享受
爱与自由的教育。 校本课程的开发，极大
地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提升了校园文
化品质，加快了教师专业成长。

改变教育生态

学校工作离不开家长的理解与支
持，进行课堂教学改革后，最大的阻力来
自家长的不理解。 为此，学校组织了 “围
观课改”的全校家长会。 会上 ，学校中层
以上领导深入各班 ， 与教师们一起向家
长讲解什么是真正的教育 ， 讲课堂谁是
学习的主人，讲什么是好课，讲什么是好
教师，讲应试教育的弊端，等等 。 为了让
家长有更切身的感受 ， 学校用具体课例
与家长分析什么情况下学生自己学 ，什
么情况下小组合作学 ， 什么情况下教师
介入讲。 家长会上，学校组织学生展示课
改成果 ，或背诵 ，或表演 ，或点评 ，或质
疑 ， 或上黑板写……一个个课堂小片段
震撼了家长 。 听着教师信手拈来一篇篇
课例，娓娓道来讲与不讲的关系 ，看着昔
日见人不敢张嘴的自家小孩 ， 站上讲台
却落落大方、自信满满，家长们充满了喜
悦与自豪。 这次家长会颠覆了习惯应试
教育的家长们的教育观。

为了使家长更有效地参与学校教
育，学校充分利用家长委员会的职能 ，让
家长们走进校园，亲自参与教学实践 ，重
新建构自己的教育观 。 兴原实验小学的
课改不仅改变了学生的学习状态 ， 更改
变了家长的行为方式。

教育归根结底是要满足学生的生命
成长 。 课改以后 ，兴原实验小学学生的
学习状态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 。

课堂由排排坐变成了小组围坐后 ，

小组成员人人有分工 ， 个个都重要 ，成
绩较差的学生往往承担着 “小组发言
人 ”的角色 ，独学 、对学 、合学 ，上黑板 ，
小展示 、大展示 ，学生站在了课堂的中
央 ，学得不亦乐乎 。 过去课堂的 “调皮
鬼 ”不见了 ，“瞌睡虫 ”飞走了 ，笑看学生
的成长 ，教师再也不用为一节课反复组
织教学烦恼了 。

课改以后 ， 学校的规章制度 、 纪律
公约显得更加深入人心 。 校园文化 、班
级文化 、 小组文化改变着学校的气质 ，
改变着师生的灵魂 ，苍白无情的惩戒代
之以润物无声的文化感染 。 学生从爱自
己出发 、爱小组 、爱班级 ，继之爱学校 、
爱祖国……

当然 ， 任何教学改革都不能以牺牲
学生的学业成绩为代价。 学校课改后，成
绩不仅没有下降 ， 相反研究课改越深的
“名师”，所带学科的成绩提升幅度越大 ，
学困生明显少了，高分成绩明显多了 ，更
重要的是成绩背后学生的负累 、 家长的
辛苦、教师的操劳也少了，我们笑称这是
“成绩的含金量”高了。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忻州市兴原实验小学）

课堂上学生们争着发言、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