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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相信圣陶

我们常常把教师的敬业精神、 业务
水平、 教学成绩放在重要的位置。 而学
生，不管是美国学生、英国学生、新加坡
学生、马来西亚学生，还是中国学生，他
们都很看重老师是否有幽默感，是否有
激情，能不能公正地对待每一个学生，他
们把这些放在第一位。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 李希贵）

一堂有趣的课，顾名思义，就是课堂
富有情趣，充满笑声，学生们觉得好玩、
感到快乐，在活泼轻松、愉悦欢快的状态
下接受知识，发展能力，启迪心智。 这就

要求教师具有扎实的专业功底， 深厚的
人文素养，丰富的课堂驾驭经验，并且澎
湃着教育激情，充满着教育机智，永远涵
养着一颗童心、一份童真。

（四川省阆中市教科局局长 汤勇）

只有艺术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艺
术教育也不只是教唱歌、教绘画。

（特级教师 于永正）

我们培养人， 一定不能局限于只教
给学生谋生的技能，停留在物质的境界；
一定不能局限于只教给学生欣赏文艺的

法门，停留在精神的境界。 我们培养人，
一定要培养和提升学生的灵魂境界，让
他们有美丽的心灵和高尚的灵魂。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原校长 刘彭芝）

不管哪个学科的教学， 都应当讲究
培育智慧， 把学生作为可以发展的人去
教育，而不是当作机器一样去“设置”；机
器也会疲劳，也会损毁，何况人呢？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
王栋生）

老师站到学生中间， 忘掉自己是老

师，不是刻意在寻找一种感觉，而完全是
以一颗童心在心理上和学生相容， 这是
师生之间全方位的信任， 是一种真正的
师生情。

（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原校长 李烈）

中国传统的教育注重修辞和交流，
以此形成个人道德观和社会人生观；而
现在的语文教育则与外语教育一样，注
重语法。语文课不仅违背了语言规律，而
且极其乏味， 肢解了整个语文教学的整
体性思考，同时，也让孩子无所适从，由
不解到厌倦。 （作家叶开）

圣陶学校的硬件的确差。 但就是这
所学校， 创造了那些名校不能创造的奇
迹，许多人怀疑，但我相信。 我安排了 20
位教师去那里学习，他们也信了。孩子自
己当教师，学生骑着三轮车上学。司机教
高中数学，小学二年级上初中课程，许多
人看不懂， 甚至还批评。 但多去几次之
后，会脸红、会自责。这才是真正的名校。
我们不怕弯腰学习， 即使这只是一个偏
僻的农村学校。

教育不是花哨的时装。 我们要还原
教育规律的真相，要服务学生的成长，因
为我们也是孩子的爹娘。

我为什么相信圣陶？
这源于我的求学经历。我没上过名校，

但我当时的考分足以吓住许多人。
我求学时，我们的教师也不会教。他

们多数高中没毕业，但我们学得很快乐，
分数也不低。不懂的地方互相问，教师也
经常向学生讨教。

我求学的经历还告诉我， 学习好不
好，内在追求很重要。愿意学，学得欢，比
任何方法都重要。

小学学初高中的内容很荒谬吗 ？
真的不 ，因为我 1984 年上高中的时候
就系统自学了大学英语 ， 而且学得还
很好。

圣陶，让我回到了真实的过去。 那
时的师生不浮躁 ，只有一颗单纯的心 ，
教学相长乐陶陶 ：没有那么多的作业 ，
但喜欢思考和比较 ； 没有那么多的考
试，但遇到问题不放掉 ；甚至有几年开
学后两个月才拿到教材 ， 但黑板上的
几个粉笔字，也会引发大家去探讨。 那

时 ， 农村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名校
不名校，但学习的兴趣很浓厚。 我们没
有因偏僻而自卑 ， 也不会因为不在名
校而烦恼。

圣陶，让我看到了科学的规律。都说
名师出高徒， 但真正的名师不是在课堂
满堂灌，而是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思考。都
说成长很重要， 但成长不是做不完的题
海，背不动的书包。真正的成长是孩子们
生活上的自立，学习上的奔跑。知识教学
的逻辑也不是教材的设计， 而是内在关
联的模块和不间断的链条。

圣陶， 还使我明白了为什么有的人
能成功，有的人遇到困难就逃跑。自学的
能力比一张文凭更重要， 意志的培养比
分数更可靠。没有父母的庇护，孩子们的
心智更坚强；没有思维的指引，再勤奋的

努力也只能都白耗。 真正的学习不是围
着教材转圈圈，也不是围绕应试去鼓噪。
学习，就是强身健体润精神；学习，就是
练手练心和练脑。

在教改这条路上，其实我也很努力，
但我不得不检讨。教材重构我早就做了，
但我没有圣陶的魄力让教材重构系统
化；我也强调教师要学会少教，但应试的
现实逼着我，有时候也拿着教材不放手，
有时候也抓住学生熬通宵。

如今，我们的教师去了圣陶。希望他们
有收获，并把收获写进内心，印在大脑。 只
要教师放开做，再大的压力我也能熬。

因为，我想成为江南的小圣陶。
更因为，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个个将

来是英豪！
（作者系北师大株洲附属学校理事长）

李平：“分”和“合”的差异 ，表面上
是途径和方法的不同 ， 本质则是学生
观的差异。 “合”的前提是必须承认学
生是资源，是教育资源 、教学资源和管
理资源 。 而在 “分 ”的理念下 ，教育资
源、 教学资源和管理资源主要还是教
师、教材和教学的辅助设施。 高效课堂
虽然利用了分组合作的学习方式 ，但
这里的 “分 ”只是手段和表象 ，“合 ”才
是目的和本质。

杜金山：说到资源，上次说了，面对
资源，人们自然而然想到 4 个词，那就是
利用、开发、增值和保护。 进入高效课堂
的教师，在学生观上一旦实现了这一变
化，假以时日，一定会有神奇的嬗变发
生。 课改成功与否，也可以根据发生在
师生身上的这种变化来考量。

嬗变的第一步，教师和学生牢牢建
立起“学生是资源”这一观念。 一旦这种
观念真正建立起来，开发、利用、增值和
保护是自然而然就会发生的。 经过一段
时间（时间长短因人而异），课改师生的
心目中， 一个念头会自然而然地升起：
“学生是重要资源。 ”既是“重要”资源，
开发、利用、增值和保护就会更自觉、更
深入。 再经过一段时间，课改师生的心
目中，一个信念会越来越坚定地建立起
来，那就是“学生是第一资源”。

李平：我们一直试图从“教”中心走
向“学”中心，但毋庸讳言，目前在基础
教育界，“教”依然牢牢占据着教育和教
学的中心。 可喜的是，凡是意识到课改
重要性， 在探索高效课堂建设的学校，
“学”中心实实在在地呈现在大家面前，
这些学校用事实证明 ，“学 ” 中心的实
现，教师的价值并没有降低 ，只是师生
各自回归本位而已； 学生的学习效果，
不仅没有像许多人担心的那样下降，反
而有了更好的效果。

杜金山 ：原来 ，许多学校很难实现
从“教”中心走向“学”中心，我认为除了
巨大的文化鸿沟外，策略不对也是重要
原因之一 。 高效课堂用三步完成了两
“中心”间的过渡，难度大大降低。 第一
步，承认是资源；第二步，感受到是重要
资源；第三步，坚信是第一资源。 “一步”
化作“三步走”，课改学校的教师 ，都顺
利地从“教”中心到达了“学”中心。

李平 ：接受 “学生是资源 ”是最关
键的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 。 因为 ，在
传统的教育教学中 ， 学生被当作 “容
器”“训练对象”已经太久了 ，即使到今
天 ， 许多校长和教师依然会理直气壮
地说“驾驭学生”！ 这种认知，严重扭曲

了人们对教育本质和教育规律的认
识 ， 阻碍着教育者去发现人 、 发现儿
童。 所以，认识到学生是资源 ，非常关
键，也非常困难。

杜金山： 我们需要进一步解释学生
身上到底存在哪些资源， 以此进行必要
的启蒙。 我认为， 在个体和群体的学生
中，至少蕴含着五种巨大的优质资源，分
别是独特性资源、差异性资源、组织性资
源、 认知冲突资源和认知冲突的差异性
资源。

所谓独特性资源， 是指每个学生都
是独特的， 都是不能替代和不能简单归
类的， 在任何一个学生身上业已证明成
功的教育方法，也不可能简单“复制”使
用到另一个不同的学生身上。

只有承认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这个
事实，尊重生命、尊重学生才有可能变成
事实！当然，如果承认每个学生都是独特
的，而且用这种观念去看课堂，将会发现
过去所没有的神奇现象。

李平： 承认独特性和不承认独特性，
用这两种观念看课堂，到底会有什么不同？

杜金山：如果我是一个传统的教师，
在一个千人的会场讲课， 我讲得清清楚
楚，一千人都说自己听得明明白白，这应
该是传统课堂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了
吧！ 讲完后考试，结果会发现，考试成绩
差别很大，于是，我对考试成绩不理想的
学生说，都是我讲的，都是在一样的时间
和空间里学习，为什么别人考的成绩好，
而你们的成绩却如此差呢？原因肯定是，
要么有些人太笨， 要么有些人根本没有
认真学习。

李平：课改前，我差不多就是这样分
析考试成绩和找原因的。

杜金山： 如果我承认每个人都是独
特的， 同样面对一个千人的会场， 我知
道，无论我讲得多精彩，一千个人就会有
一千种状态，有些人对我的认可度高（情
感前提好），有些人对我讲的问题有过思
考（认知前提好），而有些人非常勉强，有

些人对这些问题从来就没想过，那么，同
样的话语到了每个学习主体那儿， 所产
生的反应各不相同。所以，考试成绩不同
属于正常，对成绩差异性的分析，也不会
仅仅局限在智商和态度这两个方面。

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当我讲完后，
由于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一个杜金山的
报告会变成一千个杜金山的报告会。 设
想一下，如果我们给听报告的人发言（展
示）的机会，结果会如何？ 这个会场里的
信息、观念和思维会大“爆炸”吧。

于是，在承认“独特性”后，如果采取
适当方式（比如展示）进行一下“解放”，
课堂内部的信息量、知识量、思维和观点
都会“爆发性”增长，学生学习的资源一
下变得极为丰富（知识的超市），学生在
这样极为丰富的学习超市中， 基本上可
以满足各自所需。

李平：是的，独特性———开放性———
丰富性———选择性！知识的超市，就是如
此建立和如此发挥作用的吧。

再论知识的超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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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平 北京市房山区第二中学校长助理 杜金山 本报特聘专家、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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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初
围观圣陶

在如火如荼的课堂教学改革中， 教学
目标的定位也在进行一些适时的变迁：从
“把学生教会”到“让学生学会”，再到“让学
生会学”……现在，也有人提出，课堂教学
目标应该定位于“让学生想学”。那么，现代
课堂教学目标究竟该如何定位？ 是定位于
“让学生会学”，还是“让学生想学”？

现代课堂，
让学生会学还是想学

（三）

□本期主持 解成君

会学是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
思维能力是会学的核心。因此，教师首

先要加强引导思维的训练， 提高学生的思
维能力。比如，数学教学要重视展示数学思
维活动的过程， 从教学内容和学生实际出
发，正确采用化归、猜想、操作演示、推理、
变换等方法， 把发现结论的过程再现给学
生。其次要注重知识的整理。在教学中要努
力做到： 一堂课的教学要不断揭示知识间
的内在联系； 新学知识要纳入原有知识结
构；将一个单元的知识形成知识网络；厘清
一类知识的联系。 促进学生不断运用新旧
知识的联系去同化新知识， 形成一个条理
清楚的认知结构。 最后要为学生创造主动
参与学习的条件， 让学生思维活动具有明
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 让学习的矛盾得以
当堂暴露、当堂解决，使学生在学习知识的
过程中，同时学到获取知识的基本方法，在
学习中学会学习。
（山东省肥城市桃园镇中心小学 付华丽）

想学是核心
尽管会学和想学都是现代课堂所倡导

并实践的，但我觉得，让学生想学，应该成
为现代课堂的核心。

其一， 想学是一个人自主建构知识的
首要因素。高效课堂之所以高效，原因是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被充分激活，在
强烈的求知欲面前，学习变得轻而易举。由
此可见，只要学生想学，就一定会找到学习
的方法，也就一定会解决会学的问题。

其二，会学可以指导，想学只能唤醒。
会学是一种技能， 学生不仅可以通过教师
的指导来掌握， 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获
得，因此，会学技能未必全部源自学校和课
堂。但想学不是一种技能，教师只有唤醒学
生想学的意识， 才能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和
探索精神。

其三，会学必须通过想学才能起作用，
如果没有想学的意识， 会学的技能也是无
法施展的。

（安徽省舒城县城关第三小学 杜全发）

“会学”才能生成“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已作为国家的顶层设计被

提出来， 虽然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定义，但
都具有一个共同的东西，那就是核心素养要
具备学会求知或者说终身学习的能力。

“会学”是奠定终身学习的基础。 “会
学”， 说到底是要解决好知识与能力的关
系。掌握知识并不必然生成能力，学会提取
知识、运用知识，才叫“会学”。

如何让学生由“想学”到“会学”，考验
我们的现代课堂。因此，过去的课堂所要求
的简单记忆方式必须要进化到理解、 发现
和使用能力的掌握； 旧式单一的学习方式
必须要进化到个性化学习、 深度学习等多
样化学习； 以前的封闭式班级课堂学习必
须要向外拓展， 要给学生更多社会化学习
的机会。 总之，现代课堂要以培养学生“会
学”为目标，加强变革和创新，如此才能生
成学生的“核心素养”。

（江西省瑞昌市实验小学 王超龙）

应定位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现代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其教学
目标的设定，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应定
位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

对于“厌学”的学生，其教学目标应设
定为“想学”；对于“想学”的学生，其教学目
标为“学会”；对于“学会”的学生，其教学目
标为“会学”。同时，对于同一个学生其教学
目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个班的学生，学习情况千差万别。其
课堂教学目标如何设定？ 我觉得应该看大
多数。对于大多数学生“厌学”的班级，其教
学目标的设定为“让学生想学”，激起学生
学习的兴趣和欲望； 对于大多数学生都能
“学会”的班级，其教学目标应设定为“让学
生会学”。

需要指出的是，“想学”、“学会”都是现
代课堂教学的阶段性目标，“会学” 才是教
学的终极目标。作为教师，只教给学生知识
远远不够，还要育人，实现培育学生核心素
养的育人目标， 将核心素养的培育融入现
代课堂， 才能使现代课堂教学有精气神和
灵魂。

（江苏省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李焦明）

一流教师教状态漫画课堂
王柱华/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