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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加仓工作室陈加仓工作室：：

数学将生命拓开去
□本报记者 马朝宏

有着 8 年教龄的唐慧荣，在得知

自己被分到温州市籀园小学滨海分

校的那一刻，有点“小绝望”。学校距

离市区远不说，整个学校就她一名数

学教师——新学校只有一年级。

“当时的我，与教育正处于‘七年

之痒’的阶段，都想放弃了。”唐慧荣

调侃道。但谁也没有想到从这一年

开始，她迎来了自己职业生涯中成长

最快的一个时期。因为，她身边有

“一群人”——陈加仓名师工作室的

老师们。

两年时间过去了，，唐慧荣的课

比以前上得好了，也会说课了，还会

写文章了，这些大家有目共睹。不

过，大家看不到的是这个团队给她带

来的更内在和本质的影响，唐慧荣称

这种内在变化为“心意更新”。

专业成长源于“心意更新”

刚工作那两年，唐慧荣总是有所

怀疑：“我适合教书吗？去开个咖啡

店或蛋糕店会不会更适合？”心里有

好多“怕”。工作的头三年，一说要上

公开课，提前一个月就开始焦虑，磨

课的过程让她感到“生不如死”。焦

虑是因为心中有恐惧，生不如死是因

为不能享受到磨课过程的快乐。

然而工作室的“磨课”，带给唐慧

荣不一样的感觉。陈加仓告诉他们，

课要原创，不求完美。唐慧荣牢牢记

住了这句话，每节课力争原创，从不

“拿来主义”。总有不同于别人的东

西，她尝到了“创造”的乐趣和甜头。

虽然有时候觉得压力挺大，但是逼一

逼自己，发现自己“也行”。这两年，唐

慧荣屡有文字见于报纸杂志。抱着一

切顺其自然，每天进步一点点的想法，

没有“远大目标”的她也和“上好课、说

好课、写好文章”的目标不期而遇了。

工作室的老师们在一起，做得最

多的就是磨课。现在，每个人都有几

节“代表课”，所谓课如其人、以课识

人。苏浙闽老师一如《将军饮水》的霸

气豪爽；符玲利老师最像《最帅的猪》

那样可爱；单秀华老师就如《商不变性

质》一样以不变应万变；雷祖厅老师如

《扫雷》司令般严谨又诙谐；长江老师

就是《乘法巧算》般的心灵手巧；小明

老师富有《百分数的认识》那样的百分

百热心肠；杨威老师拥有《简易划线乘

法》的做事简洁高效；姜赛影老师亦如

《四连方》连出一片精彩……

除了“会课”，工作室也是“会书、

会友”的地方。

陈加仓本人喜欢看书，他的办公

桌上整天堆着高高叠放的书本，有数学

哲学的、数学历史的、数学原理的……

工作室正式的读书交流会为数不多，但

老师们私下却是交流甚欢。唐慧荣说，

每次会面，书都是他们的共同话题：符

玲利说这本书我有、那本书真好……

说罢下次就马上带来；戴本琴最享受品

茗赏月、读散文赋小诗，让这群教数学

的理科生也沾沾诗书气；谷尚品拿本

《世界是平的》的书给唐慧荣，“贼厚的

那种，我怀疑他是不是看不下去了才给

我的？”唐慧荣笑着说。

时间久了，工作室成员之间逐渐

发展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唐慧荣

还记得一次工作室去文成送教活动，

恰逢她生日，在爬行盘山公路的车

上，大家一起切蛋糕、唱生日歌、吹蜡

烛，现在回忆起来，满是感动与幸福。

唐慧荣感觉到自己意识的觉醒，

觉得比以前多了力量和勇气，意志变

得更加坚定，工作和学习的动力与外

在的要求越来越没有关系，而更多的

来自内心的力量。现在，她的心态完

全改变了，一个学期不磨两节课都觉

得不过瘾。

“情定”拓展课

符玲利原本是雁荡山下一所小

学的校长。工作10多年，天天过着重

复的日子，她觉得自己已经看到了退

休后的生活。

2012年春天，符玲利参加了陈加

仓工作室。她记得，那天陈加仓上了

一节拓展课《方格图上的数学》。这

节课教材上没有，百度上也没有，从

内容到过程都是原创。课堂注重的

不是传授知识，而是数学思想和方

法，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出发，引导

学生用数学的眼光看问题。传统观

念中，数学是枯燥和冷冰冰的代名

词，但是在这堂课上，数学瞬间变成

了好玩、有趣、有魔力的游戏。

教学10多年的符玲利，从未曾想

过数学课可以这样好玩、有趣。这堂

课为她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让她

明白了作为一个数学教师，在常规的

课堂教学之外还应带给孩子什么。

拓展课是完完全全的个人原创，

是“师本”课程，拓展课能否上得好，

取决于教师是一个怎样的人——有

着怎样的精神世界，怎样的生命状

态，怎样的境界格局。在这些基础之

上，还考量着一个教师的专业功底和

综合素质。

挑战难度越大，也就越迷人，符

玲利被迷住了。

如果是教材内的知识，网上还能

找到一些参考资料，但是拓展课没有

什么可以照抄的资料。刚开始尝试

拓展课，符玲利感觉自己像瞎子摸

象，不断地进行各种尝试。“不管对不

对，试了就有收获。”渐渐地，游戏课、

绘本课、名题趣题全都进了她的课

堂，不爱学习的孩子也爱上了数学

课，爱上了拓展课。

符玲利的人生轨迹因为与拓展

课的相遇而改变了。2014 年，做了 7

年校长的她辞职了，调到另一所学校

做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她要专心致志

“爱课堂”。

一个“室外”成员的成长之路

翁健君是符玲利的同事。因为他

很好学，符玲利想让他了解一下陈加

仓与拓展课，于是，带他去参加了一次

工作室的活动。就这一次活动，翁健

君也“中招”了。“从来没有想过课居然

可以这样上，课堂还可以这么美妙，教

师和学生沉浸在这样的课堂是幸福、

愉悦的。”那时的翁健君，毕业后已经

在农村学校待了 10年，找不到方向，

找不到道路，找不到信心。拓展课让

他刹那间“感觉就像是绝壁上抛下的

一根藤蔓，暗行时眼前的一丝光亮”。

他感觉一个新的自我在向他招手。

随后，翁健君报名参加了新一期

陈加仓工作室，因为竞争激烈，他落

选了。正当情绪低落时，符玲利打电

话过来：“陈老师听说你很用功、认

真，让你一起参加工作室活动，除了

文件上没有名字外，跟正式学员是一

样的。”从此，翁健君开启了他的“室

外”之旅。

翁健君觉得自己是农村教师，年

龄偏大，又是“室外”人员，有一点自

卑。一次活动间隙，他跟陈加仓吐露

心声。“农村有什么关系？我也是农村

走出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才更知足、更

上进。年龄大了有什么关系？每个老

师的成长轨迹是不一样的，温州去年

还有一个 50 多岁的老教师申报特级

教师。”陈加仓给他打气说：“我们提高

自己的教研水平，更重要的目的是让

孩子成为受益者。”翁健君听得很清

楚，教师搞教研没什么行不行，最终目

的不是为了成名成家，而是为了学生。

2016年上半年的一天晚上，正在

准备公开课的翁健君纠结于一个问

题怎么也想不明白，随后与陈加仓通

了 30 分钟电话。具体的教学问题记

不清楚了，但其中一句话翁健君至今

记忆犹新：“课就是给别人批评的，但

一定要上出有自己想法的课。”这句

话一直影响着翁健君。教师要上好

课，必须立足自己和学生的实际，课

堂不能人云亦云，不能一味地模仿；

要有自信，要敢于上出自己的风格，

这样的课堂才能充满活力。

现在，翁健君已经如愿正式成为

工作室的一员。在教研的路上，他走

得越来越淡定自信。

迎一群人 做一件事

提到陈加仓，苏浙闽称他是“全

能王”——能上出色的课，能著书，能

带工作室，做校长也做得风生水起。

做了校长还亲自上课？别人觉

得不理解，可陈加仓回想自己20多年

的职业生涯，荣誉也好，职称也罢，都

没有“摸爬滚打、课堂拼杀”的日子记

忆深刻，最幸福的回忆就是共追寻、

同成长的经历。因此，再忙他也不放

弃专业成长。

陈加仓的起点并不高，1993年刚

工作时在一所农村小学做体育教师，

在带领体训队为学校争得荣誉之后，

又经过数次申请才获得了教数学的

机会。他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

所以这么多年，在没有人愿意开课

时，他开课；在没人愿意讲座时，他讲

座；不同的地方邀请开课时，他不上

重复的课；不同的地方邀请讲座，他

讲不同的内容。2010年，他被评为省

特级教师，2013年又被评为教授级中

学高级教师。2015年，担任温州大学

城附属学校的首任校长。

校长的繁忙可想而知。不过近

几年，陈加仓外出讲座 100 多场；《小

学数学拓展课：教什么，怎么教》《名

师教你学数学》等专著相继出版。

结合自己的经历，陈加仓希望更

多教师能够享受到专业成长带来的幸

福和成就感。繁忙的工作之外，他拼

命带工作室，总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

名师工作室成员来自于全市不

同地区的不同学校，想办法把他们凝

聚在一起是关键。

陈加仓提出大家要“同学、同行、

同乐”，并带头示范。平日里，只要是

学员遇到难题，即便是生活上的事，

只要找到他，无论多忙他都会热情相

待。怎么给教育局长汇报工作，如何

处理与校长的关系,亲子关系遇到麻

烦，找陈加仓聊一聊，总会有所收获。

陈加仓这个“师父”没有架子，从

不高高在上，遇到问题会向“徒弟”求

助。唐慧荣就接到过几次陈加仓的

电话，跟她讨论教学上的问题。陈加

仓说，教别人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教

学相长在工作室体现得最为充分，他

特别强调成员之间互学的重要。

看到成员逐渐成长，陈加仓体验

到成功的乐趣。虽然是“额外”的工

作，繁杂且辛苦，但他乐此不疲地“迎

一群人、做一件事”。他相信，这样的

一群人在一起，教育之路可以走得更

远、更好。

拓展课拓开的是什么

在工作室几年，许多教师都在专

业上取得了很大进步，各种荣誉接踵

而来。苏浙闽在成了“省教坛新秀”

后回望来路，她越来越觉得，工作室

带给大家的不仅仅是怎样上几堂好

课、获得几个荣誉，而是让大家越来

越明白，支撑起一个人精湛教学艺术

的根基，是正直的品格、勤勉的精神

和豁达的人生态度。最近几年，在工

作室这个平台上，大家在慢慢积累这

些品质，这是无价的宝贵财富，也是

教师们不断成长的动力之源。

陈加仓一直鼓励大家，只要是原

创的就有价值，不求完美。要有勇气

上一节失败的课，说一些不严谨的

话，写一些不成熟的文章。

好教师从来不会被课本束缚住，

教材无非是个例子；好课堂都是教师

用一生备出来的，要不断突破和挑战

自己；好教育最终考量的是教师的品

格和综合素质，做教育就是做人。

拓展课也是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生

长出来的，因此格外具有生命力。所

谓拓展课，其实就是增加课程的丰富

性和层次性，用更多、更丰富、更有针

对性、更符合实际的例子，满足学生的

个体差异以及不同层次的需求。把游

戏、故事、趣题、绘本等开发成系列拓

展课程，让学生享受到探究的乐趣，目

的是提升他们的观察力、分析力、判断

力、想象力、创造力等，让学生从“有知

识的人”走向“有智慧的人”。

在一次次拓展课的研究过程中，

在一次次不完美的创造中，师生的视

野、思维、生活、世界得到了拓展，他

们的生命正在朝着更深远的方向拓

开去，再拓开去。

教研相长 拓展有方

□章勤琼

我与陈加仓初识于2013年，我请

他给在浙江省小学数学教师讲课。当

时，他对数学教学与研究的专业水平

和认真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

后，因为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我与

他的交流越来越多，对他一直坚持的

小学数学拓展课也有了深刻了解。经

过十几年始终不懈的教学与研究后，

陈加仓及其工作室团队的小学数学拓

展课终于到了开花结果的时候。已经

出版的《小学数学拓展课：教什么，怎

么教》与即将出版的《小学数学拓展课

案例精选》，在省内外引起了巨大反

响，也吸引了众多一线数学教师与教

育研究者的关注。

现在，各学校都在积极探索拓展

课程的开发与实施。但多数学校对拓

展课程的探索仅聚焦于如何在基础性

课程以外做加法，对于如何在学生学

习的“主科”上作一定的拓展却明显关

注不够。事实上，基础性课程如何在

开足开够的前提下做好“拓展”，让学

生更深入理解所学学科的本质，为学

生的更好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应当

是学校课程开发、建设与实施需要考

虑的重要因素。陈加仓与他的工作

室，就在数学这门重要的基础学科上

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工作。

数学是一门有特别魅力的学科，

但要让学生感受到这种魅力，并不容

易。这对数学教师的要求非常高，需要

在教学中展现出数学的思维深度与文

化厚度。陈加仓的小学数学拓展课在

这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真正做到了

“三有”：有趣，案例都饶有趣味；有料，

素材都实实在在；有味，教学都富有数

学味。如果数学教学都能像这样有趣、

有料、有味，一定有益于学生爱上数学，

让儿时的数学学习成为他们回味一生

的经历。

《学记》有云：“教学相长”，教师

的教与研也是相生相长的。通过小

学数学拓展课这一具体内容，我看到

陈加仓名师工作室的各位教师得到

了长足的进步，除了多人在工作室学

习期间获得浙江省教坛新秀、温州市

名师等荣誉称号外，更难得的是，这

些教师都能更好地设计、开发小学数

学课程并很好地进行教学，也更懂得

以研究的视角看待他们的教学。教

师身上发生的这些变化，最后受益的

是孩子们。教而不研则罔，研而不教

则怠，可以说，教师作为研究者，已成

为陈加仓及其团队日常教学工作的

常态，作为他们的学生，是幸福的。

（作者系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副教授）

17名师工作室成果展

陈加仓，温州大学城附属学校校长，教授级中学

高级教师，浙江省特级教师。著有《小学数学拓展

课：教什么，怎么教》等。

从一个人到一行人，从外在的“会课会友”到内在的“心意更新”，大家越来越明白，支撑起一个教师的精湛教学艺术的根基，是

正直的品格、勤勉的态度和豁达的人生态度。好的教育，是让师生的视野、思维、生活、世界朝着更深远的方向拓开去，再拓开去。

陈加仓陈加仓（（右九右九））与工作室成员合影与工作室成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