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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创型教学关系
□本报记者 王占伟

推荐理由
“发展必须主动，成长

不能代替”。山东省潍坊
外国语学校推行设置目
标、达成目标、反馈目标的

“三标课堂”，不仅改善了
教学流程，改进了教学关
系，而且重塑了课堂教学
价值观。“三标课堂”给我
们的最大启示是：真正的
教学是多学少教，真正的
教育是多育少教，真正的
管理是多理少管。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卢世国卢世国

让课外阅读由“虚”变“实”

“父母不要靠，老师不要依，自己命运
自安排，自己快乐做自己。志要自己立，书
要自己习，自己学习自己抓，自己就是好老
师。路要自己走，饭要自己吃，自己事情自
己做，自己开辟新天地。”上课铃响后，走进
山东省潍坊外国语学校的课堂，你能看到
全班学生集体站立，共诵“三标课堂自主
歌”。这是该校课堂改革的一道风景。

从学生个体出发，把时间和空间还给
学生，让学生的说和做最大化，是潍坊外国
语学校课堂改革、提高课堂教学效益的精
髓所在。潍坊外国语学校2001年建校，伴
随着全国第八次课程改革一路走来，每一
步都在关注课堂、聚焦课堂、放大课堂、探
微课堂、解剖课堂、评价课堂，逐渐形成了

“三标”课堂教学理念，越来越逼近现代课
堂的本质。

重塑课堂三观

“三标课堂”是潍坊外国语学校十多年
课改实践的升华，是学校围绕课改本质不
断思考的结晶。据校长胡东文介绍，“三标
课堂”的宗旨是把课堂还给学生，让学生成
为学习的主人；给学生最大的发展空间，让
学生主动学习，进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三标”是指设置目标、达成目
标、反馈目标。“三标课堂”的标准是：说与
做最大化，学生成为主角；充满精气神，学
习成为快乐；比学赶帮超，高效成为结果。

“三标课堂”的标识是：自主学习、合作学
习、探究学习。“三标课堂”有三把标尺：导
案统领、小组合作、个体灵动。

“三标课堂”就是要构建一个“多快好
省”的课堂。多：笑声多，掌声多，欢呼声
多；快：快速，快捷，快活；好：设置目标好，
达成目标好，反馈目标好；省：省时间，省精
力，省资源。对教师而言，组织引导学生是
快乐的，疏导、引导是快乐的，激励、夸奖是
快乐的。对学生而言，自主学习是快乐的，
合作学习是快乐的，聚精会神、专心致志是
快乐的；持之以恒是快乐的，观察是快乐
的，识记是快乐的，思考是快乐的，想象是
快乐的，创新是快乐的，做人是快乐的。

“让学生的说和做最大化，是“三标课
堂”建设的核心。”胡东文认为，要真正落实

“三标课堂”的理念，真正实现学生的主体
地位，首先要改变传统课堂教师垄断讲台
的授课模式，努力创设一种平等交流、共同
分享、合作共赢的“学习场”，使课堂在真实
场景下进行并达到真正的实效。

基于此，课堂必须立足个体，面向全
体，促进每一生命个体的自主发展为课堂
教学的价值方向。教育就是唤醒，教学就
是导学。“课堂教学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追求
学生核心素养、教师专业素养和师生生命
质量的整体提升”。

“三标课堂”要求教师必须“三变”“四
绝不”“七做到”。“三变”，即讲堂变学堂，教

材变学材，教师变导师。“四绝不”：一个好
教师绝不用自己的思维束缚学生的思维，
而是激励、呵护学生可贵的创新意识与灵
性火花；一个好教师绝不用书本上的思想
禁锢学生的思想，而是极力培养学生的独
创性；一个好教师绝不灌输知识，而是引导
学生自己发现知识、获取知识、运用知识；
一个好教师绝不代替学生思考、判断，而是
引导学生自己思考、判断，从而使学生具有
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七做到”，即相信
学生，解放学生，发现学生，疏导学生，赏识
学生，调动学生，发展学生。

为此，潍坊外国语学校制定了《潍坊外
国语学校行动宣言与实施纲要》，并明确提
出：学生不是被动接受的容器，而是具有主
观能动性的个体。教育要成功，就必须充
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他们明白一
个道理——自己就是好老师。

再造学习流程

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并不是排斥教师
讲，而是主张教师“精讲”，在课堂教学中起
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教师在课堂最大限度
地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尽可能做到让学生
在“活动”中学习，在“主动”中发展，在“合作”
中增知，在“探究”中创新，充分体现学生学
习的自主性。问题让学生自己去解决，规律
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方法让学生自己去寻
找，结果让学生自己去探究。“三标课堂”实
现了学生自定目标、自己出题、自主批改、自
主评价等多维度、多环节自主学习。

“三标课堂”教学流程有三个主要
环节：

设置目标（约 3 分钟），即第一标。课
前，教师根据课程标准、教材要求、学生实

际，设置课堂学习目标。上课时，教师安排
学科班长把学习目标抄写在黑板的固定位
置。上课后，师生一起（拍着头、拍着手、跺
着脚）朗读“三标课堂自主歌”后，教师进行
释标，并引导学生读标，做到心知肚明、有
的放矢。

达成目标（约30分钟），即第二标。按
照“三标导案”，让每一个学生自学（自管、
自创、自做、自教），学不会的，同学间互帮
互教；还学不会的，小组长帮扶帮教。

根据目标任务化、任务问题化、问题能
力化“三化”原则，导学、导做、导管、导教的

“四导”原则，体乐、情乐、智乐、创乐、和乐
的“五乐”原则，按照“个体—对子—小组—
全班—教师”的逻辑顺序依次解决问题，全
班学生分层展示、点评。学生可以采用讲、
说、谈、评、议、辩、唱、写、画、做、演等形式，
不拘一格，过程中教师多关注潜能生。

在这样的学习过程中，学生心态积极、
心情舒畅、兴趣浓厚、观察敏锐、记忆快准、
善于表现、勤于实践、精于完善。与此同
时，教师做好组织、调动、调节、疏导工作，
适时进行激励、赏识、点拨。

反馈目标（约7分钟），即第三标。这一
环节要求“一课一测，当堂总结”，可以是学
生自主出题，也可以是教师出题，由学生独
立完成。学生交换答卷、互批互改、赋分签
名。学科班长梳理本课所学，学生（尤其是

“潜能生”）自我反思、内省升华、堂结堂清。
据潍坊外国语学校书记丁清文介绍，

在深入掌握“三标课堂”的基础上，多名教
师生发出个性独特的教学法，如教师孙爱
琴、孙珍菊等借鉴英美国家英语学习方法，
把自然拼读教学法融入英语课堂，让学生
见词能读、听词能拼，提高阅读能力；教师
李秀红“主题习作，日记接力”教学法曾获
潍坊市政府教学成果奖；教师王燕凌“智趣
数学”教学法，自编数学故事、巧设数学问
题，将枯燥的数学知识变成充满趣味的“思
维场”；教师王洪杰快乐书写教学法，把写
字变成一种快乐……

升级教学关系

“实行三标课堂以来，学习变得轻松、
有趣，我们班成立了互帮互助小组，有困难
可以寻求对子的帮助。”座谈会上，学生张
峻豪如是说。学生苏子晴告诉记者：“自主
学习、对子学习、小组解决问题过程中，那
些不爱表达的学生逐渐有了表现的欲望。
课堂上教师讲得少了，将更多的时间交给
了我们，同学们越来越活跃了……”

在学生成为课堂主人的基础上，潍坊
外国语学校逐步让学生成为学校的主人。
据副校长于爱华介绍，学校现有包括合唱
团、管乐队、舞蹈队、田径队、篮球队等学生
社团 100 多个，吸纳全校 70%以上的学
生。所有社团都让学生自主选择、自主管
理。2016 年 5 月，学校青昱文学社成员崔
张睿敏的文集正式出版发行，这不仅是学
生崔张瑞敏敏而好学、勤于笔耕的见证，更
是潍坊市外国语学校建校 16 年来含英蕴
秀、人才辈出的例证。

前不久，教师孙瑞华在她所教班级开
展课本剧表演活动，学生自编、自导、自演
文言文课本剧，这是班级开展“今日我演
讲”活动的延伸。活动当天，孙瑞华邀请班
主任和两位学科教师做评委，当看到每个
小组都精心准备了课件，学生旁白、对话、
展示一气呵成，最后评出了最佳小组和最
佳主角、配角，并一一发表获奖感言，原本
孙瑞华做总结，但她把机会再次给了学
生。“说真的，我很想说话，因为孩子们表现
太好了，但我还是决定让学生自由发言，没
想到学生说的几乎都是我想说的。”孙瑞华
说，“由此我想到，当老师管住嘴，学生就成
了真正的主角，学生就是最好的老师。”

像孙瑞华一样，改变了教育教学的心智
模式之后，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了基于专业
问题的研究。据副校长张文然介绍，“目前，
各项教育教学活动在紧锣密鼓且高效有序
地展开，其中教师教育行动研究活动掀起了
课堂教学改革的高潮。截至目前，学校126
名一线教师全部有了自己的小课题，并完成
了104个小课题的开题报告，使科研真实地
走近教师、走进学科、走进课堂。”

有专家考察潍坊外国语学校后，认为
学校教学关系正在形成一种共创型教学关
系，即教师与学生共同创造，学生与学生共
同创造。这种共创型教学关系，让学生真
正成为主人，教师的主导作用淡化了。学
生既是主体，又是主导。因为生即是师，所
以师生就表现出良好的生命状态。

对此，胡东文兴奋地说：“我们致力于
“三标课堂”，为每个孩子的成长而快乐；我
们执着于“三标课堂”，为每位教师的成熟
而欣慰。”

师生在师生在““三标课堂三标课堂””上尽显生命的精彩上尽显生命的精彩

部编初中语文新教材阅读部分以各单
元学习为主（教读课文、自读课文），辅以

“名著导读”和“课外古诗词诵读”，共同构
建一个从“教读课文”到“自读课文”再到

“课外阅读”的“三位一体”阅读体系，更好
地贯彻课程标准提出的“多读书，读好书，
好读书，读整本的书”的倡议。

新教材把“课外阅读”提升到跟“教读”
和“自读”同等的地位，凸显了“课外阅读”的
重要性。这种改变必然影响到学校课时安
排、教学方式等。“课外阅读”包括“名著导
读”和“课外古诗词诵读”，我们先谈前者。

以部编初中语文新教材七年级上册为
例，新教材安排的课外阅读篇目有两种类
型。一是推荐篇目，也可称为必读篇目；二
是自主阅读篇目。必读篇目包括《朝花夕
拾》和《西游记》。其中《朝花夕拾》与教材
第三单元节选自《朝花夕拾》的教读篇目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相对应，这样编排
达到了引导学生从读一篇到读一本的目
的。对推荐篇目的阅读，编者还安排了读
书方法的知识。比如《西游记》中安排了

“精读”和“跳读”的方法，旨在让教师课内
教“法”，引导学生课外用“法”。当然，名著
阅读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以下几种：

猜读法。又叫悬测读书法，就是阅读
一本书、一篇文章的前文，结合文章的内
容、形式等做预想猜测，将后文的实际内容
与写法和猜想作比较的一种阅读方法。

发现法。是指在阅读过程中边阅读边
思考，从内容、形式方面不断发现精彩之
处，见别人所不见，从而获得阅读的满足
感、愉悦感。

想象法。是指在阅读中对文章描写的
事物、画面、情景、意境等进行联想、想象，
让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与体验。

假设法。是指在阅读中对文章既成的
内容、形式不断做出假设，假设出一种或多
种的样式，并与事实对比，从而悟出文字的
境界、表达的优劣。

教师可以把以上阅读方法与教材上的
阅读方法相结合，课堂上结合名著段落讲

解方法、引导学生练习，并运用这些方法在
课外阅读名著。

自主阅读篇目包括《城南旧事》《湘行
散记》《猎人笔记》《镜花缘》。这些自主阅
读篇目有的与单元阅读方法相契合，有的
与必读篇目类型相似。比如《城南旧事》和

《湘行散记》安排在新教材七年级上册第三
单元之后。第三单元需要学生掌握的阅读
方法是默读。利用教材培养学生养成默读
习惯是部编初中语文新教材的创新。教师
要在课内利用第三单元的课文教给学生默
读的方法、规范，并在指导学生自主阅读篇
目时，用这些方法、规范默读，以培养学生
较高质量的默读素养。

七年级上册新教材安排了两部必读书
目、四部自读书目，强调由课内向课外延
伸，意在改变现在普遍读书少的状况。较

之旧教材，阅读量显然有了较大增加。如
此大的“剂量”，想要所有学生都能“吃得
掉”“消化好”确实很困难。可以把这些名
著分为“2”“2+2”“2+4”三个层面。“2”为
所有学生必读篇目，即《朝花夕拾》和《西游
记》。“2+2”为中等水平学生阅读篇目。“2+
4”为学有余力学生阅读篇目。这样安排照
顾不同水平的学生，重数量更重质量。当
然，教师也可以根据学情灵活安排。

在课外阅读基础上，如何激励阅读、升
华阅读、检测阅读？课堂教学中，可以通过
讲名著、画名著、议名著、演名著、改名著等
多样的综合性学习活动，让学生把阅读所
得表现出来，实现读进去，展出来，受表彰，
得激励，提素养的良性循环。

接着谈谈“课外古诗词诵读”。部编初
中语文新教材七年级上册编排了八首课外

古诗词。从数量上讲，较之旧教材有较大
增加，但根据七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识
记特点，仍可再适当增加篇目。新教材要
求能够熟读成诵，培育对传统文化及汉语
美感的体认，加强文化积累。这个要求可
再细化一下，可分为读出节奏，读出韵律，
读出韵味。节奏和韵律不难理解，韵味是
什么意思呢？对于课内古诗词，要培养学
生初步的鉴赏能力；但对于课外古诗词，这
个要求要适当降低。为了做到这一点，编
者为每首古诗词配了300字左右的鉴赏文
字，这是新教材的创新之处。我们要充分
体会编者的匠心，引导学生结合鉴赏文字，
领会古诗词的意蕴和美感，加强鉴赏基础
知识的积累，为学生今后学习鉴赏古诗词
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位一体”的阅读教学体现了新教
材对阅读质和量的重视，未来中高考必然
会加大课外阅读的考试分值。但现实的
阅读教学中重视精读（教读），忽视课外阅
读的现象较为普遍，甚至还存在不开展课
外阅读只死记硬背“压缩饼干”的现象。
智慧的语文教师必然会正视问题，作出明
智的选择。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沛县杨屯中学）

主编手记

课改的实质是改人。改课只是形
式和手段，通过改课来改人才是课改
的意义和目的。

潍坊外国语学校对此认识深刻，
其“三标课堂”从重塑课堂三观到改进
教学关系，从教师的“三变”“四绝不”

“七做到”到学生学习流程的改变，就
是让师生认识、体验到“自己就是最好
的老师”，就是让教师明白“改课—改
己—改人”的课改逻辑真谛。

课改要深化，必须找到课改的道
门。什么是课改的道门呢？其秘密就在

“一阴一阳之谓道”，就是说深化课改必
须有阳有阴、阴阳平衡、把握阴阳。再说
明白点就是：基于有形生成无形，基于外
在生成内在，基于规范生成创新。

如何基于有形生成无形？课改之
初，导学案、课堂模式、学习小组等都

是不可跨越的，这些就像幼儿学习走
路用的小推车，不会走时是需要的，会
走之后就可以不要了。也就是说，课
改到了一定阶段，这些有形的工具与
手段是需要超越的。这样才出现了去
除导学案、无师课堂、第三种教学关系
等。潍坊外国语学校基于“三标”又超
越“三标”，正在实现从有形到无形的
超越。

如何基于外在生成内在？从根本
上看，人与人的不同，核心在于思维方
式，思维方式变了人就变了。就像孙
瑞华老师那样，当发自内心地认同“当
教师管住嘴，学生就成了教师”时，教
师的内在就开始真正改变了，因为他
们的教育教学价值观改变了、思维方
式改变了。当这样的教师由一个变为
多个时，当教师团队形成合道、共享的

教育价值观时，学校的内在就开始改
变了，教育的内涵就开始升级了，真正
的文化就开始升华了。正是基于此，
胡东文校长才说：“好庙要有真佛在，
好学校要有好教师。”

如何基于规范生成创新？规范是
创新的基础，创新是规范的超越。创
新是不可“教”的，甚至是不可“学”的，
却是可以“生”的。如何生成真正的创
新呢？创新意味着“无中生有”，意味
着灵感，与“灵感”紧密相连的是“空
灵”——“空”时灵感就来了。“空”就意
味着制心一处、超越名利、无私无我。
真正的突破性创新一定来源于此，这
也是人生命升华的至高境界。

总之，深化课改必须既要重视看
得见的“阳”，又要重视看不见的“阴”，
把控阴阳自然无所不能。

发现课改的“道门”
□王占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