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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语录 王占伟 辑

专栏 解码高效课堂 李 平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 杜金山 本报特聘专家、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

高效课堂的教育奥秘（三）

课堂上的“整齐”
到底好不好

（二）

□本期主持 王占伟

□李志欣

““课堂走访课堂走访””改变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教学观察

就学科渗透德育而言，不要另外拿
一种德育去渗透，德育就在学科里，当德
育单独在学科外面时，它就是短命的。

（北京市十一学校校长 李希贵）

学科育人的要义在于形成相应的思
维方式。比如，历史学科育人，就是要让
学生经历考据求证的过程，像史学家那
样思考并解决问题。如此，历史学科的
本质才能向学生打开，时序观念、史料实
证、历史解释等学科素养才会形成。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
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柳夕浪）

课堂的主要问题是教师的课堂教学
意识还停留在教知识的层面，只要学生
掌握知识、能够做题就行，缺失能力的培
养和素质的提升。课堂教学不能以教授
知识为目的，而应以教授知识为手段，在
教授知识的过程中培养能力、提升素质、
开启智慧。

（河南省孔子学会副会长 闫合作）

课堂是一种生活，课堂形态就是
教师和学生在课堂上的生活状态，就
是学校办学理念、教学思想、课堂主张
在课堂上的反映与呈现，是师生课堂

生命状态的描绘。若将善待学生生命
落实到课堂之中，课堂定然是鲜活和
富有人性的。

（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 田保华）

优秀教师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不
安于现状”，特别是在一个平庸的时代，
坚持独立思考，不做传声筒；做“师”不做

“匠”，不做庸众。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

王栋生）

一个教师要给学生三样东西：爱、知

识以及方向感。但许多时候，我们无法
给予，因为我们的“篮子”空空。除非我
们自身拥有爱，除非我们自身拥有知识，
尤其是，除非我们自身拥有坚定的方向
感，学生才能拥有这一切。否则，我们的
一生就是逃避者的一生，逃避这份“大
任”，也逃避自身的存在，并因此无法拥
有自由与尊严。

（山西省运城国际学校校长 魏智渊）

学校教育的第一要务，是建立学校、
教师、学生各方之间的信任关系。
（云南省昆明丑小鸭学校校长 詹大年）

李平：第一对关系是主体与客体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第二对关系是
主体与主体（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
关系，第三对关系是自己与自己的关
系。三对关系中，人与人关系中的第一
个“人”还有两种解释：第一，这个人是
外人；第二，这个人是自己。

杜金山：由此出发，三对关系如果
从内、外来分，“外”有两对关系：人与自
然的关系（主客体关系）、外人与自己的
关系（主体间关系）；“内”有两对关系：
自己与自己的心智关系（理智与情感的
关系）、自己与自己的心性关系（体和用
的关系）。

人与外面的关系，归根结底是受教
主体接受教育的环境和条件。人与自
己的关系，归根结底回答了教育究竟是
如何发生的：那个化育入心、转知成智
的过程，那个明心见性、转凡成圣的过
程，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李平：只有从这样的认知出发，才
有可能找到对教育最根本问题追问的
正确答案。而在高效课堂出现之前，第
一，我们大多认为教育的性质只取决于
教育的内容；第二，我们往往认为教育
的效率只取决于教的技巧和方法。这
显然有失偏颇，不够全面，甚至是肤浅
和错误的。

杜金山：当我们思考教育的本质
时，目标和途径都应该进入我们的视
野。就外在而言，教育就是人对人的相
互影响，教育的性质必然取决于主体间
关系的性质；教育的效率，则必然取决
于主体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就内在而
言，教育就是解放心灵，必然是通过处
理人与自己的关系实现的。在这种内
部关系中，显然不能用平等主体的概念
加以描述了，只能用“体”和“用”的关系
来描述。在“体”和“用”的关系中，他们
不是平等的，也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
的、不平等的、多向复杂的。

李平：过去，我们把东西方教育简
单地归结为外铄的和内生，虽然都有一
定道理，但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只有把
外铄和内生真正结合、贯通起来，才有
可能更接近教育的本质。

杜金山：从这一段比较艰涩难懂的
话里出来，我们继续讨论一下“关系”。
其实，许多年以来，我们不仅是没有处
理好这些关系，更严重的是，我们还没
有意识到这些关系的存在，更无法理解
这些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意义。即使
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主客体关系和主体
间关系，我们往往也颠倒了轻重，模糊
了繁简。

比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可以根据空间、时间分远近，也可以根
据情分大小分疏远。一般性社会关系
的重要性、复杂性与家庭关系的重要
性、复杂性没法比，而在家庭成员的诸
多关系中，最紧密、最持久的关系莫过
于夫妻关系——古人把夫妻关系视为
五伦之首，因为这是阴阳关系，是三生
万物的根性关系。但在实际生活中，你
可以看看周围：多少人在朋友间肆意妄
行，家庭里随心而欲，夫妻生活中率性
而为，但他们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却往往
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其实，最重要、最复杂的主体间关系
肯定不在社会层面的关系中，因为在这
个层面，第一，你的选择并不是重大选
择。第二，在这个层面，并没有谁会真正
在乎“你”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你对他
们的影响和左右是极其有限的，在这个
层面，所有人都可以相对轻松地说，离开
你地球照样转。第三，在这个层面，规律
性很强，规律是普遍性的，是相对好理
解、好把握的。

李平：但家庭关系，尤其是夫妻关
系，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第一，父母、
子女、兄弟、姐妹这些老天注定的关系
是无法选择的，就算是夫妻关系可以打
破再次选择，但成本也应该是所有后天

关系中最高的。第二，在家庭关系中由
于相互之间的密切性，谁都不可以被替
代，谁都不可以在这样的关系中轻松说
出“离开你地球照样转”。第三，当父
母、做夫妻、做兄弟姐妹，只要是人，都
在做，但会不会做，做得好不好可就难
说了。

杜金山：其实，这个看似人人都会
的角色，是人一生中最陌生的角色，人
与父母相处的道理，夫妻相处的秘方，
教育孩子的方略，在这里面对的都是
特殊情况，没有一样是可以照搬、照
抄、照用的，个性到天下独一份，你必
须完全独立地研究和思考，形成独一
份的理论和实践技术，还未必能够做
到真好。

李平：根据前面的分析，关系的重
要性和复杂性呈现出这样的规律：距那
个“自己”越近，关系越重要、越复杂，由
此推定，最复杂的关系其实就是自己与

“自己”的关系。在自己与“自己”的关
系中，心、性关系又是所有关系的根本
和源头，因为“自性”才是真正的“我”

（自己）啊。
杜金山：中国人的家庭质量不够

高，在物质极度丰富的今天，人们的幸
福指数并没有正相关的提高，我想，分
不清关系的远近亲疏，在处理各种关系

时无意中颠倒了黑白、模糊了繁简，应
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李平：这样看来，普遍重视外求而
忽视了内求就是颠倒了轻重。花大力
气寻求物质世界的真相，却忽视了对精
神世界的探索，就是模糊了繁简。由于
这种颠倒和模糊，导致了人在处理主客
体关系和主体间关系时，也往往迷失了
方向，颠倒了黑白。

杜金山：高效课堂一再强调处理
好两对关系：一是师生关系，二是同学
关系。因为这里既有决定教育性质的
东西，也有决定教育效率的东西。从
教育的性质出发，可以看出当前的应
试教育与国家课改要求的大相径庭，
在这个意义上，升学率再高，即使垄断
了某地的北大、清华指标，也与国家课
改的追求无关；从教育的效率出发，我
们就可以选择一条道路，既能够在升
学中取得不错的成绩，用绿色升学率
战胜血色升学率，也可以实现对国家
课改意义的真正追求。

李平：如果这样看教育，我不仅会
感觉更通透了，而且我知道想做好的教
育应该从哪里入手，想做高效率的教育
应该怎样办了。关系——越来越近的
关系、越来越紧密的关系——才是教育
的重中之重。

增强课堂吸引力的根本在于丰富学习的价值。
王柱华/绘

漫画课堂

为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校
长经常走进教室听课。但是，校长们听
课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师身上，评价
教师的教态、语言、板书等，而没有把注
意力集中在学生身上。有些校长则把听
课作为评价教师的手段，常引起教师的
反感。

绝大多数校长都是昔日的教学高手，
一般情况下，只要听10-15分钟就基本能
知道任课教师的水平。然而，在新课改理
念下，教师的教学行为已发生了质的变
化，把课堂关注的重点已转移到学生身
上，校长听课也必须适应这一新理念，改
革听课的方式、方法。同时，校长听课必
须体现自己的职责，搞清楚教师们在帮助
学生学习的过程中还需要什么。

课堂学习走访是校长在一定的课堂
环境中，以不具威胁性的方式观察学生
学习情况的一种方法。走进课堂的校
长，要寻找教学实践及学习结果的可观

察证据，该过程提供的数据及信息用于
反思和对话，以及改善学生学习的决策。

课堂学习走访是非评价性的，它将
学校所持的教育理念以及相关计划，与
发生在课堂和学生身上的可观察变化联
系起来，是校长进行教学管理、领导教学
改革的基础，也是校长通过拉近管理者
与课堂的距离，进而促使学校产生真正
变化的重要一步。在我看来，课堂学习
走访只需 5-15 分钟，校长边走边看，特
别要把注意力集中于学生在学什么、做
什么。

在这个微妙变化的背后，是校长教
学观念的转变。校长可以利用在课堂获
取的信息安排本校教师专业发展计划，
决定如何给教师提供教学支持。

校长可以制订一个每天走访三节课
的计划，一节课可分为 3-5 个时段。按
开始、结束和中间阶段搜集案例，并及时
写出反思或随笔与教师交流对话。在教

师群体中创设一个相互信任、互助学习
的环境，倡导教师之间的教学观察，使大
家对教学有一定的共识。

当然，要让课堂学习走访发挥作用，
还需要校长有耐心、能坚持，以平等的姿
态与教师对话，真诚交流，虚心学习；不
断接受最新的教育理念，掌握与自己专
业不同的学科要点，避免以偏概全。

以下短文是我在课堂走访中采集的
案例：

周二走访了七年级高老师的一节数
学课。高老师的课十分注重诱思探究，注
重渗透数学思想，善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动
脑习惯。她从不直接告诉学生答案，注重
学生思维品质的训练，注重课堂形成性评
价，学生学习气氛活跃，思维敏捷。虽然
仅观察了短短的10分钟，却让我领略了她
的学生主动学习的精彩场面。但感觉有
点遗憾的是，学生“合唱”较多，这样容易
掩盖一些细节性问题，使部分学生精力容

易放松，滥竽充数。
……
我在三次课堂走访中都发现了一

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即学生的举手问
题。于是，我在三节课上持续关注了学
生的举手情况。一节是低年级的数学
课，一个学生从教师的第一个问题开始
就积极地举手，并且举手时是倾斜着身
子站起，很迫切的样子。课堂进行到15
分钟，他举了 8 次手，但他没有被教师
点名发过言。

后面的语文、数学都是高年级的课，
是同一个班，我观察了同一个学生。语文
课上，他举了6次手，没有被点到；数学课
上，虽然教师设计的提问比较多，但是可
能有点难，他举了5次手，没有被点到……

我将课堂走访案例以随笔形式记录
下来，坦诚地交给教师，收到了意想不到
的效果，教师们都把我的随笔收藏起来，
并表示很受感动。这种评课方式打破了
以前讲课者与评课者对立的尴尬局面。
校长处在与教师平等的位置上，真实地描
述课堂上的学生与教师，发现问题，挖掘
闪光点，写出感悟，并与教师交流，从而使
教师自觉努力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学习研
究，促进自己的专业发展。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育英学校密云分校）

课堂上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学生朗读
课文，很整齐，教师立即打断：“自由读，为什
么要那么整齐呢？自己读自己的……”

教师要求“鼓掌表扬一下”，学生“啪——
啪——啪啪啪”，很整齐，很有节奏感。教师
说：“为什么连表扬都那么整齐呢？随便鼓
嘛！你想怎么鼓就怎么鼓！再来一次！”学生
的掌声“哗啦哗啦”，凌乱而热烈……对此，应
该如何看待？课堂上的“整齐”到底好不好？

思想不需要“整齐”
在课堂上，“整齐”与否，各有千秋，不

在于好不好，而在于适合不适合，得体不得
体，效果好不好。

“整齐”有“整齐”的好处。教室是一个
学习场，学生都“整齐”坐着，像一个棋盘，
有一种排列成学习阵营的气势，方便学生
活动，有利于推动集体意识的形成，达到班
级授课制的最佳效果。

课堂的主体是人，教师和学生都是
人。人是感情的动物，感情会相互感染、
激发，所以“整齐”容易触发教师的激情，
推动学生感情，达到情景交融、水乳交融
的学习效果。

但是，课堂需要理智，不能感情用事，
课堂是引导学生学习知识，形成能力，深入
思考，得到锻炼，促进创新的地方。许多复
杂、深奥、矛盾的东西需要师生用智慧去深
入、升华和获得，来不得一点乱糟糟、乱哄
哄。所以，安静的思索、独自的探讨、个性
的表达、独特的运用、创意的展示，都必然
是非整齐的。

思考不需要“整齐”，思想不需要“整齐”，
人格不需要“整齐”，个性不需要“整齐”。思
考、思想需要独特的闪光，就像夜空的星星一
样，需要多姿多彩。

（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四中 罗相和）

课堂不应该要求“整齐”
课堂上的“整齐”是不好的。要求学生

做到课堂“整齐”，是极不尊重孩子的个性
发展和自主权利的行为。要求“整齐”的课
堂，必定造出“整齐”的学生：没有思想，没
有个性，没有特色，恰似丰子恺先生在漫画

“捏泥人”中所描绘的。
我们制定的课堂规则，目的在于建

立良好的课堂秩序，让学生在轻松、有
序、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而不是限制学生
自由。我们应该创设适合孩子身心发展
的宽松、自由、愉悦的课堂，而不是要求
这个“整齐”、那个“整齐”的僵化空间，否
则孩子终将成为流水线生产出来的“产
品”。这样精心“雕琢”出来的“玉器”必
定成不了精品，难以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

学生朗读课文整齐也好，不整齐也
罢，喜欢怎么读就怎么读。形式不重要，
重要的是目标。只要能达到既定目标，教
师就不用过多干涉，正所谓殊途同归。教
师过多干涉孩子，总想要孩子依着自己的
指令行事，是不尊重孩子的表现，是将自
己的思想强加于孩子。孩子为避免受批
评，只得违心改变自己，长期如此，孩子的
个性被活生生地扼杀了，奴性就会渐渐地
长起来。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第十六小学 黄燕妹）

“整齐”并非一无是处
课堂上的“整齐”到底好不好？我认

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课堂上的“整齐”，不能
矫枉过正。

学生之所以会出现课堂上“整齐”的现
象，是班级授课模式的产物。在学前班、小
学低段的教育教学中，教师会一贯地要求
全班学生一起读，同桌或小组齐读，等等。
课堂上教师紧紧围绕教学目标，不允许学
生违背教学内容的现象，致使学生的思维
受到限制，形成了牢固的思维定式。

由此，学生的发散思维没有得到有效
发展，创新精神被扼杀在摇篮，学生就像一
只只鹦鹉，只能发出“整齐”的声音，学舌现
象严重。长此以往，学生就养成了依赖性，
养成了“整齐划一”的习惯。

课堂上的“整齐”现象，并非一无是处，
有存在的价值和土壤。教师应培养学生怎
样的课堂学习习惯？如何引导学生有效学
习？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深思！

（山东省平阴县少岱小学 范训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