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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长远眼
光。规则是为解决问题存在的，酿造业中
的秘方是一种规则，乔布斯手中的第一
部苹果样机是一种规则，国家的法律也
是一种规则……

规则的价值是指导人们去做事，是
指导人们遇上同类的事情以后可以“照
此办理”，而不用再“回到原点重复昨天
的故事”。如此，可以使人们省去许多思
维的环节，便捷快速地完成一件事。

历史上可供我们深思的案例就是
“曹冲称象”和“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

这两件事的对比。有人说，曹冲称象也具
备发现浮力定律的条件，可为什么只有
阿基米德发现了浮力定律？其实，主要是
我们的思维仅仅考虑的是解决当下的问
题，而没有去设法寻找解决这一类问题
的一般方法，我们还缺乏创建规则的意
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创立规则体现的是
一种创新意识。

二是把要求变成规则，用规则规范
我们的行为，会让我们形成习惯。我将这
三条标准作为教育教学的三大任务。

三是把要求变成规则，就不用再

反复强调了。规则的制定将使我们遵
循一定的章法，使我们在一定的框架
内获得自己本该拥有的自由，实现由

“人治”到“法治”的过渡，从而解放我
们自己。

无论是探讨教育教学规则的制定，
还是思考其他教育教学问题。分享式教
学的实践者一直在探索的路上：寻找能
解放我们自己的教育教学方式，寻找适
应人天性的教育教学方式，寻找能完善
思维结构的教育教学方式。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

不少教师特别喜欢听课，只要有公开
课就四处去听。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一些
教师听了几年课，教学水平与几年前相比，
好像并没有多少实质性提升。

于是，就会陷入苦恼：为什么听了这么
多课，却依然上不好公开课？在我看来，原
因就是——你听了太多的课。

许多教师可能会觉得这个理由不可思
议。按理说，听了许多课就如同读了许多
书一样，视野会打开，思路会开阔，判断会
清晰，公开课应该越上越好。

但事实并非这样。公开课从某种程
度上说与演唱会差别并不大。你听过上
百场演唱会，会不会提高歌唱水平？答案
不言而喻。听过上百场演唱会，欣赏歌曲
的水平肯定会提高。同理，听过上千节公
开课，你的观课水平也会提高。但是，欣
赏水平不等同于实践水平，听课基本上提
升的是观课水平，而不一定是上课水平。
因此，听了上千节课，公开课依然上不好，
不足为奇。

听太多的公开课，就好比置身于春晚
的舞台，五光十色、琳琅满目，让人眼花缭
乱。这位教师富有激情，那位教师非常浪
漫，另一位教师充满诗意……一千个教师

有一千种理念，一万个教师有一万种风
格。不停地听公开课，就如同尽享饕餮大
餐，却无暇研究烹饪之道。

所以，有时听太多的课，反而会阻碍你
的专业发展，尤其是进入成熟期或者风格形
成期的教师，绝不可随意到处听课。要寻找
与自己的教学气质相契合的课，细细地听，
一遍一遍地听，从模仿开始慢慢走向创造。

听得多，不如听得对；听得对，不如听
得专。这才是真正的听课之道。

就我自己的经历来说，2003 年，我结
识了生命中的两个贵人——特级教师沈大
安和王崧舟。我很幸运地与他们在同一次
活动中相遇。公开课上完，他们对我的课
给予了肯定和褒奖。

2005 年春天，我在王崧舟的指导下，
上了一节课《我盼春天的荠菜》，这节课出

乎意料的成功。无论是课堂现场，还是网
络评课，颇多点赞之声，我也非常享受这样
的赞美。直到有一天，一位教师听了我的
课后，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彻底惊醒了
我。她说，您的课真像王崧舟的课！

这句话，瞬间击中了我。“学我者生，像
我者死”的警句，一次次在我的脑海回荡。
王崧舟也常常告诫身边的人，一个人要想
走得远，必须寻找适合自己的路。

我陷入了沉思。后来，我细细地盘点
一些名师的课，把目光锁定在支玉恒、于永
正、贾志敏身上。支玉恒老师上课“纵横捭
阖”，于永正老师上课幽默亲和，贾志敏老
师上课严谨扎实，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
样。我像粉丝追星一样锁定这三位名师的
课，凡是有他们参与的教学观摩活动，我几
乎一场不落。

听了课还不过瘾，我又找来这几位名
师的教学实录，一遍一遍地阅读，一遍一遍
地摘抄。每一节课都至少抄过一遍，有的
课甚至能一字不漏地背下来。

抄实录还不过瘾，于是我又找来课堂
录像细细研究。研究实录或录像，我有两
个绝招：一是微格研究。从“导课艺术”“问
题设计”“朗读指导”“课堂激励”“读写结
合”“结课艺术”等维度，归类研究，提取策
略；二是还原研究。试着将名师的课堂实
录还原成教学设计，再尝试写出设计意
图。就这样，实录—设计—理念，我一步一
步地逼近名师教学设计的内核。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渐渐积累了几百
个经典课例或片段。几位名师的课堂艺术
仿佛移植到我身上，无论是日常课还是公
开课，比起以往我都能够实现更好地驾驭。

在上课、听课之余，我常常见缝插针向
前辈们讨教。在他们的耳提面命和谆谆教
诲中，我获益良多。慢慢地，我形成了自己
的教学风格，并逐渐获得了同行的认可。
从兼收并蓄的听课，到锁定目标的专注听
课，我慢慢地找到了自己。

细细想来，我的听课之道其实与传统
的徒弟跟师傅学艺差不多，专注于一个或
几个师傅，把基础打实了，慢慢方可“转益
多师”。

当然，公开课能否上好，最关键的还是
教师自身的素养，没有一定的教学素养，哪
怕听一万节公开课也没有用。有的教师并
不是依样画葫芦，而是吸收艺术的精华，在
此基础上创造性地为我所用。而有的教师
却只能东施效颦，因为他们一味地跟风，迷
失在光怪陆离的公开课中难以自拔。

听课之道，因人而异。其实，公开课只
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通道之一。上不好公开
课，依然不妨碍你成为优秀教师。当然，如
果你仅仅把听公开课当作艺术享受，就像
看春晚一样图热闹，那你完全可以想怎么
听就怎么听。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教
师教育学院）

听课无数，为何依然上不好公开课
□张祖庆

我见

□任景业

一切改革都是规则的破除与重建。
多年来，我与许多教育工作者一起研究
分享式教学，其操作思路可以用 8 个字
概括——让位学生，建立规则。让空间，
促使个体潜能完美释放；定规则，保障合
作分享规范发展。要用规则规范学生的
行为，用规则保障课堂的顺畅。

这类似于经济学中的两大学说：市场
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市场经济学是还经
济于市场，教育是还课堂于学生；制度经济
学是重视制度在经济中的调控作用，教育
是要重视规则对学生行为习惯的规范。没
有一定的规则，市场就不会正常发展；没有
一定的规则，课堂教学也难以顺利进行。

规则是解决问题的一般性方法或标准。
北方人和面蒸馒头，水多了不行，水少

了也不行。于是，一位厨师一点一点不断加
水、加面、加水、加面……经过多次尝试，这
位厨师终于和好了适合蒸馒头的面。

如果就此为止，这位厨师只是停留于
经验层面，对后人于事无补。要想让他的
经验能够更好地传播，让后人受益，应该
怎样做呢？就是要把水与面的比例及和面
的过程进行分享传播。也就是说要做两方
面的工作：量化与程序化。这种量化与程
序化的结果可以作为和面的一般方法，成
为蒸馒头的一项规则。

再看一个例子。课程表大家应该都很
熟悉，周几第几节应该上什么课，看课程
表就一目了然。

我上小学时，教室里没有这样的课程
表。于是，每次上课前都会有学生到办公
室问：“老师，这节我们上什么课？”

没有课程表，每节课几乎都需要事先
去问。有了课程表，我们就不用再问了，因
为课程表告诉我们解决这类问题的一般
方法。我们可以把课程表作为一种规则来
理解，它是解决“什么时间上什么课”这个
问题的一般方法。

分享式教学的规则就是为解决某一
类问题而得到的一般方法，而不是即时
的、不可推广的方法。

规则常见的表现形式有三种：量化表
达、程序化模块及规定。

规则常用量化给出标准，使人们便
于传播和理解。如，学生分享展示时“要
45 度侧身站立，面向大家，手执教鞭时
不要挡住板书的内容，要让其他同学都
能看到”。这就给出了量化的标准和注
意事项。

而课程表或操作工序，给出的则是程
序化模块。一些单位的规章制度也常常是

“程序化模块+注意事项”的呈现方式。
一个字的读音，某些单位的制度，法

律的一些条款，则是一种规定。
规则是用来干什么的？我认为是解决

问题的。有效的规则有 3 个特点：第一，去
个性化。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第二，去情境
化。不能这个地方红灯停，换个地方遇到
红灯就可以随便闯；第三，去时间化。无论
问题何时何地在何人身上出现，规则都应
当体现它的作用。

分享式教学的规则，不仅仅是指学业
问题的解决标准，不仅仅是指教材中概
念、定理、公式等结论性知识，还应该包括
教育教学中遇到的所有问题的一般性解
决方法与标准。

教育教学中的问题大致有以下类型：
文化性问题、学习习惯问题、教学秩序问
题、思维方式问题、学业性问题。与之相应
的规则，也就是文化性规则、学习习惯规
则、教学秩序规则……

小孩出门，大人会嘱咐注意这儿注
意那儿，而成年人出门却很少有人会那
么叮嘱。为什么？因为成人的行为已成
为一种习惯，人一旦将要求变成规则，
规范了自己的行为并形成习惯，最初的
要求便可以抛掉了，所以不用每次出门
再叮嘱。

教学也是这样。在甘肃省优质课比赛
中，一位教师展示的 PPT（演示文稿）中有
这样的活动要求：组员在组长的带领下分
工合作，分别用六个平面图形铺成所要求
的图形。我对“组员在组长的带领下分工
合作”这个要求很感兴趣，就问这位教师：

“你平时的课堂是不是经常出现这个要
求？”她说：“是的。”我就怕这样的回答，因
为这说明教师还没有把这个要求变成规
则，以规范孩子们的学习习惯。如果是规
则，以后遇到这样的情况都照此办理，长
此以往形成习惯，就不用每节课都提醒大
家这样做了。

到外地学习，我走进一所学校的教
室，黑板上写着“安全须知：上下楼梯靠右
行，做到快静齐……”这暴露出一个问题，
对六年级的学生还需要专门强调这样的
规定，只能说明学校还没有形成规则，学
生也没有形成习惯。

分享式教学的总体规则是：意识前
移，人人参与；教师让座，参与无错；不
需举手，想说就说；可以下位，无须定
座；事不遂愿，民主解决；共商班事，形
成规则。

最后一句“共商班事，形成规则”，给
出的是一条保底的做法。具体来说就是：

“遇上问题不可怕，召集大家想办法；不
靠教师不靠天，教室里面开‘人大’；民主
集中定规则，师生言行有‘律法’！”

有教师问我：“课堂中遇到问题怎么
办？”我说：“召开‘人代会’，集体商议解
决。”这不是玩笑话。把问题交给学生，让
学生思考，由学生共同制定规则，大家一
起遵守，教师轻松了，何乐而不为？当然，
规则的形成一定要经历民主化过程，要
让学生想想究竟该怎么做，要集思广益，
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这也体现
了一种民主与平等。

如果经历这样的过程，仍有问题无
法解决，这也许说明我们的智慧即是当
下的水平。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这一代
的智慧不够，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鲁
迅也说过，我不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
英雄。因此，教师也不要充当万能的上
帝。分享式教学的公理之一就是：我们
的能力有限，需要群聚合作才能生存；
我们的感官带有局限，需要分享智慧才
能发展。

多年来，许多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
和分享，为我们留下了有关规则方面的
宝贵经验和智慧。各地分享式教学的实
验教师，筛选、总结、编制了大量行之有
效的教育教学规则。比如，分享式教学的
语言模板：“我有评价，我有补充，我有疑
问，我有建议，我有拓展，我有总结……”

下一环节“传承”的模板有：“我们组
分享完毕，请大家给我们评价”“我们组

分享完毕，有请下一组”。
分享时的“讲演”规则：“演”要注意

感情体验、表情、手势、视线、走位等，
“讲”要注意语速、语调、轻重音等。

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的“规
则”落实堪称典范，在每届新生入学
时，学校会利用一周左右的时间让学
生掌握基本的规则，规范学生的行为。
如杜郎口中学的展示歌：“我自信，我
最棒，聚焦点处来亮相；胸挺直，头高
昂，面带微笑喜洋洋。嘴里说，心中想，
脱稿不再看师长。吐字清，声洪亮，嗯
啊口语别带上。一握拳，一挥掌，肢体
语言能帮忙。展示完，忙退让，褒贬评
价记心房。”

类似的规则，杜郎口中学人人会背，
个个过关。因为这些规则每节课都会用
到，集中掌握形成习惯后，会大大节省课
堂时间。

任何规则都是文化的体现，是理念
的落实。

我们以分享式教学的总体规则中
“不需举手，想说就说”为例，谈一谈规则
的文化内涵和对学生的解放。如果没有

“想说就说”这个规则，学生想发言时要
做怎样的思维活动？显然就是以下顺序：
我有想法了→发出指令，举手示意→跟
踪并搜寻教师的表情与指令→接受并判
断教师会不会批复你要发言的请求→捕

获到教师许可自己发言的指令→大脑下
达发言指令→站起来表达自己想法。

“不需举手，想说就说”这个规则从
表面上看是一个小小的改动，但从经济
学角度看，可以省去课堂教学中的诸多
思维环节，教育的目的之一正是简化完
成一项任务的思维环节；从教育学的角
度看，把要求变成规则，用规则规范师生
的行为，可以让师生的行为形成习惯；从
文化的角度看，体现了教学中的民主、平

等、自由，是对学生的一种认可、理解和
欣赏。教师在课堂中少一些“霸权”，学生
在思考时就会少许多羁绊，这样的课堂
是不是多了自由、多了独立？

人人生而平等且独特，人人追求发
展与幸福，人人需要理解和欣赏，人人向
往独立和自由。没有这一前提，学生即使
有想法，也不会与教师分享。

课堂改革是规则的重建，也是文化
的创生。

规则到底是什么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分享式教学常用规则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规则背后体现的是什么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建立规则有哪些意义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让规则成就课堂方与圆

问道课堂·问计课堂规则①
当我们在谈课堂上要给学生更多自由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

论什么？也许规则是绕不过去的关键词。因为自由与规则
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于是，建设新课堂，就要建立新的规则，让规则
确保自由，让规则守护秩序。那么，新课堂需要什么样的规则，怎样
建立规则，规则的意义何在？从本期开始推出的“问计课堂规则”系
列将为您一一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