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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佐藤学一样做教师
□ 王 琴

师说

佐藤学作为真正的“付诸行动的研

究者”，几十年走访了无数的幼儿园、小

学、初中、高中等，同一线教师合作，直

面学校改革的挑战。而我认识佐藤学，

是在一次教博会上。当时他与中国教

育专家一起，以对话、问答的形式聚焦

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这位教育学者

的许多观点引领我们进行课堂实践，让

我们的教学发生了很多变化。

创造以学为中心的教学并创设

“学习共同体”。佐藤学认为，创造以

学为中心的教学，创造以学为中心的

课程，进而将学校发展成为一个学习

的共同体。21 世纪的学校是“学习共

同体”的学校。在作为“学习共同体”

的学校里，不仅学生之间相互学习、

成长，而且为了促进学生相互学习，

教师也必须相互学习和提高，教育行

政人员、家长、市民等也都要学习和

提高。要把学校变成“学习共同体”，

使学生、教师、家长在这个“学习共同

体”里共同成长。

作为教师，我在准备每节课时都

时刻记得“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

导”的理念，许多教学环节都设计了

小组合作。另外，我也时刻关注教育

前沿理念和实践活动，并把好的想法

和做法无私地与同行分享。此外，我

非常注重与学生、家长的沟通，力争

创设一个师生之间、家校之间、同行

之间和谐的交流环境，大家共同学

习，共同提高。

创设以倾听为中心的教室。在佐

藤学眼里，要警惕那种虚假的自主和

主体，并不是那种热闹的课堂就表示

学生学习的主动和深入，也不是那种

寂静的课堂就表示学生学习能力弱，

而应该从学生的具体表现和学习性格

等内在因素具体分析，千万不要因为

某个学生积极发言就轻易表扬，或者

某个学生一直默不做声而随意对其指

责和批评。

以前我经常鼓励学生积极举手发

言，唯恐学生的安静等于不思考。但

随着教学不断观察和教学成绩的检

测，我发现有些不爱发言或者说性格

内向的学生成绩更优秀。如今我不再

强求课堂的热闹，而会采取更加灵活

的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

有一点，每提一个问题，我都会给学

生一定的思考时间，并不要求他们立

即作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位学

生作答时，反复强调其他学生要认真

倾听。其他学生答完了，我们才可以

更正或者补充，这也是佐藤学带给教

师的转变。

内心深处尊重每一位学生。佐藤

学认为，在教学中能否形成合作学习，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尊重每一个儿

童的尊严，而教师的经验与学习的理

论、教学的技能不过占了三成比例。

这一点我感触颇深。其实人与人

之间的感情很微妙，往往一句话、一

个动作、一个眼神都能感受到。与学

生交流，能否叫出他们的名字，看着

他们的眼睛，是耐心倾听还是漫不经

心，学生了然于心。教师只有尊重他

们，他们才会信任教师，而信任才能

创设出美好的意境。我通常的做法就

是换位思考，与孩子“同情”“共情”，

体谅他们的心境与困难，力所能及地

帮助他们。所以学生也非常信任我，

愿意向我吐露心声，这也印证了“亲

其师，信其道”的内涵。

“互相学”才是小组合作的最终目

标。佐藤学认为，中国小组学习最大

的问题就是大家在“互相说”，而不是

“互相学”。学习是对未知世界的探

索，而“互相说”往往表现为小组成员

对其已知事实的阐述。仔细观察“互

相说”的小组，我们可以发现每位成员

讲完自己的意见就没有进一步的思考

了，没有高质量的学习了。“互相学”是

互相关爱的关系，是每一名学生都作

为主人公互相合作学习、共同提高的

学习关系。“互相学的关系”是建立在

对话的基础上，这种对话式的交流以

倾听为基础。因此，不建议教师说“会

的同学教一下不会的同学”，应该说

“不会的同学问一问其他同学”。回想

我们以往的课堂，所谓的小组合作只

是互相说一说、互相教一教，只是表面

的肤浅合作，根本没有挖掘思考的深

刻内涵。

学会思考是一堂好课的最高标

准。在佐藤学眼里，一堂好课的标准是

学生快乐、学有所获、学会思考。曾几何

时，我们在评价一节好课时，只考虑到让

学生感兴趣，让学生学有所获，而忽略了

“学会思考”这个终极目标。学会思考对

学生来说尤其重要，所以我们在设计每

节课时都要考虑给学生足够的时间思

考。更令我们敬佩的是，佐藤学不仅有

着丰富的教育行动，还将长期的教学实

践提升为教育理念，将“课堂”的秘密分

享给同行们，比如他出版的书籍《静悄

悄的革命——课堂改变，学校就会改

变》《教师的挑战——宁静的课堂革命》

《学校的挑战——创建学习共同体》《学

习的快乐——走向对话》等。

像佐藤学一样做教师，我们应该

成为一个真正热爱教育、热爱研究的

教育学者。我们要像他那样，俯下身

来，贴地行走，在一个个真实的课堂教

学案例、一个个真实的教学场景中，去

体现教学方式、育人方式的改变带给

我们的变化，培养出一批批优秀人才

立于时代潮头。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宜昌市西陵

区红星路小学）

周刊教育家教育家
推 进 教 育 家 办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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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大考疫情大考，，校长该何去何从校长该何去何从
这个特殊而漫长的假期让我们过

得提心吊胆、非同寻常。

还记得放假时，我安排完学校的

工作，一如既往地回到了老家。忽然

从新闻上看到这样的消息：“1月25日，

农历正月初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召开会议，专门听取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汇报，

对疫情防控特别是患者治疗工作进行

再研究、再部署、再动员。中共中央总

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

话。”我顿时感到这绝不是一件小事。

大年初一，本是华夏儿女共庆新

春佳节之时，是神州大地喜迎新春之

刻。大年初一报道这样的新闻，我真

正感觉到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向我们扑

面而来。作为校长，我该怎么办？我

如何应对？果断中止假期，我必须回

到广州，回到学校，来应对这场大仗。

有序应对疫情
校长危机领导力的必答题

防控疫情肆虐，打好疫情防控保

卫战是学校的本职工作，也是国家疫

情防控阻击战、总体战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随着原定开学的日子临近，

由于疫情还未能得到很好控制，教育

部下发了关于中小学延期开学期间

“停课不停学”的通知，各地均实行了

“ 延 期 开 学 ”和“ 停 课 不 停 学 ”的 做

法。一时间，“停课不停学”“在线教

学”“直播课”……在互联网上炸开了

锅。许多学校、一线教师、学生突然

感觉到教学、学习是如此陌生，毫无

头绪，于是“上网课太难了”“教师成

了主播”等话题频频登上网络热词。

作为校长，如何既能落实好上级的要

求做到“停课不停学”，又能充分吸引

学生参与到学习中来，形成学校的特

色，使在家学习有所得，减轻家长的

忧虑和负担，这是我作为校长应该承

担的基本责任与担当，也是检验校长

危机领导力的必答题。

所谓危机领导力，是指校长能够

直面危机，并通过对危机全面深入地

识别，带领全体师生员工，团结相关人

员有效应对和战胜危机，并且通过危

机中的教育促进人与学校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因此，我认为检验校长危机

领导力就要看学校防线牢不牢，学生

情绪稳不稳，教师工作实不实，学校课

程全不全，学习活动活不活，家校联系

紧不紧；检验校长危机领导力就要看

学校能否守住教书育人的底线，能否

实现立德树人的任务，能否实现“五

育”并举，能否实现家校协同育人，能

否实施生活教育；检验校长危机领导

力就要看校长能否转危为机，因时因

地，结合学校基本情况，结合社会发展

形势，结合学生年龄特征，结合线上教

育、居家学习的基本规律，为每个学生

编制一个符合其自身的学习计划表和

学习清单。总之，就是在这场危机中，

学校发展、教师进步、学生成长不停

滞、不掉队，依然能完成甚至是出色完

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依然实现“五

育”并举，让学生全面发展。

“慌、乱、拖”不可
病急不应乱投医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学校原有

的教育教学秩序被打乱。有的学校在

防控措施、线上教育或居家学习等方

面存在着一些病急乱投医的“慌、乱、

拖”等不良现象，校长的应对措施毫无

章法，也谈不上所谓的危机领导力了。

现象一：片面追求高大上，配备一

流防控设备设施。有的学校采用校园

智能杀毒仪，创新性地将“医用臭氧消

毒（隔离病房级别）”技术与人工智能

结合，以图实现专业消毒生活化、常态

化，同时安装高档设备，实现智能测

温、人脸识别核验身份、健康打卡、高

温预警、健康登记、健康档案、健康报

表、数据上报、消息推送、防疫知识、请

假及访客管理等功能。有的学校通过

“蓝牙红外测温仪+人脸识别平板”、人

脸测温平板、热成像无感快速测温仪，

以图无死角地把好校门、宿舍、教室的

安全关。还有的学校重新安装单人单

座的就餐系统，在千人大饭堂的每个

座位设置自动消毒隔离设备，确保每

个就餐人员的绝对隔离。对此，我想

问：需要多少钱？必要性如何？有无

性价比更高的办法？

现象二：片面理解线上教育，要求

人人做直播。“停课不停学”的通知一

发出，有的学校就要求全体教师参

与，不论男女老少；要求所有学科开

展，不论学科特性；要求所有学生在

线，不论家庭环境。这样一来，有的

教 师 就 想 方 设 法 去 掌 握“ 直 播 神

器”。看，教师们有的改装衣架，有的

自拍杆加背景，有的砖头加木棍，还

有如网红一般，真所谓“八仙过海，各

显神通”。有的学校不顾防控风险，

请专家对全体教师进行“信息技术条

件下的线上教育技能培训”，让每个

教师去实现“网红梦”！我想问：教师

能人人成网红吗？

现象三：片面理解居家学习，要求

人人打卡。实施“停课不停学”过程

中，教师为了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学

习进度、学习效果等，就安排了各式各

样的打卡。学生要在群里不停打卡，

有的还必须配上照片，长时间盯在屏

幕上，严重影响学习效果和学生的身

心健康，同时还增加了学生不必要的

负担。我想问：打卡就能管住学生？

现象四：片面理解防控政策，机械

转发上级文件。面对疫情，上级有关

部门要求各地根据疫情发展情况确定

开学时间，严禁学生提前返校，并做好

相关工作。学校的防控就应该在上级

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根据自身情况制

订相关的方案、制度、措施，真正做到

落细、落小、落实。也就是说，在“细、

小、实”这三个字上做文章。而不是简

单转发、复制、粘贴，更不是不顾实际

对教师、学生、家长乱发号令。我想

问：校长的工作就是用短信落实短信，

用文件落实文件，用表格落实表格吗？

现象五：片面理解课程设置，方法

简单一刀切。课程设置应该有严格的

标准，课程的实施也应该有严格的内

容和过程。平时如此，疫情防控期间

也是如此。在实施过程中，学校应该

发挥主动性，结合学生的特点，结合

当前社会环境，结合居家学习的特殊

性，有针对性地进行课程设置。有的

学校全然忽视这点，如统一要求学生

像平时一样必须 8 点半开始上第一节

课，课间休息 10 分钟再进行第二节

课；有的学校不顾学生学习差异，简

单地把其他学校的学习要求布置给学

生；有的学校不考虑学生家庭条件，

直接要求每个学生在规定时间去观看

当地教育部门录制的电视课程和网络

课程。我想问：那些家里没信号、没

电脑的孩子怎么办？

“豫、稳、守”
我自闲庭信步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校

长危机领导力也是如此，越是在危急

时刻，越是在困难之时，越发需要校长

具备良好的危机领导力，因为良好的

危机领导力可以带领整个学校顺利度

过危机。因此，面对危机校长首先要

有周全的预备，心中有周全的预案，手

中有周全的应对之策。其次就是稳，

要沉稳，遇事不慌不忙。最后就是坚

守，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无论遇到多

大的压力，都要坚守教育的底线，坚守

防控的底线，坚守校长的职责——一

切为了师生的生命健康。

做到“三不”，在“豫”字上做文

章。疫情刚发生时，我就如此告诫自

己：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放过任何一个

学生、不遗漏任何一门课程。根据我

们学校人多且地域分布广的特点，我

总是把问题和困难想得再多一些、难

一些，把具体工作做得再细一些、实一

些，总是把“万一出现了该怎么办”放

在各种工作预案之中，把准备工作做

充足。同时，发动教师对每个学生开

展“一封家书暖心、一个点赞开心、一

次鼓励欢心、一项活动全心、一次思考

静心”的“五心”活动，让学生在居家

（有的甚至在隔离）期间依然能感受到

教师的爱、学校的爱和国家的爱。我

所在的学校有 2300 多个孩子，无论是

身处疫区还是低风险区，无论是在农

村还是在繁华都市，他们时刻能感受

到教师就在身边、祖国就在身边。其

次，结合防控形势，开展各种生命健康

教育、自我防护教育、民族精神教育、

家国情怀教育、理想信念教育等。

做好家校共育，在“稳”字上做文

章。这次疫情的突发更加凸显了“家

校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我

利用家长信、网络会议、手机信息等各

种形式做家长的工作，形成了良好的

家校关系。首先是相互理解。理解是

合作的前提，尤其是防控疫情关键时

期，尤其是在孩子居家学习、开展线上

教育的关键时刻，对于出现的各种困

难和问题，我们双方总是多一点理解

对方，多一点体谅对方。其次是达成

共识。家长的角色是陪伴者，关心、鼓

励、引导孩子；教师的角色是心灵导

师、学业导师；孩子的角色是认真学

习、自主学习、主动学习的学习者。第

三是合作共育。学校和家长一定要共

同努力，做好各自工作，担当各自的责

任，发挥好各自的角色优势，一起来培

育孩子。

坚持立德树人，在“守”字上做文

章。“早睡早起，睡足十小时；少触屏

幕，护好一双眼；劳逸结合，练够一小

时；学会生活，能做一道菜；静下心

来，细读一本书；姿势端正，每天练好

字；积极投入，每天练一门艺；配合教

师，做完练习题；体贴长辈，家务抢着

干；家庭影院，亲子乐融融；结合时

政，提升辨别力。”这是我对全校学生

居家学习期间的建议和要求，目的是

让学生学会自学，能做到自律，提升

自护能力。校长的坚守，就是在关键

时刻坚守党的教育方针，在关键时刻

坚守教育基本规律，在关键时刻坚守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这是校长危机领

导力的核心。

在这场危机中，我组织全体教师

反复学习“停课不停学”的相关文件

精神，并开会研讨，充分理解“停课不

停学”的真正含义和要求，以“合适

性、操作性、参与性、趣味性、实效性”

为原则，安排了“睡足十小时、运动一

小时”提升学生的健康与活动，安排

了“亲子活动乐融融、宝贝私厨美滋

滋”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的实践课

程，同时依托“小乐同学”云学习平

台，推出“五大学习领域”全覆盖的主

题学习，让学生与家长一起商量和制

订出自己个性化的学习生活计划，并

通过智慧教育平台开展交流讨论、成

果分享。这样既能让学生尽量少使用

电子产品，爱护学生视力，又能让学

生适时开展交流并得到教师一对一的

点评指导。

除此之外，我还坚守“五育”并举

和“因材施教”。应对疫情开展的居

家学习线上教育，这里的“育”非独为

“智育”，而是“五育”。停课不停学中

的“学”非指教学，而是指居家“德智

体美劳”的全面学习。要根据不同的

学生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我发动全

体教师，根据不同学生个性和家庭具

体情况，在确保各级兜底课程得以实

施的情况下，科学引导家长制订符合

孩子居家学习的具体计划，真正做到

因材施教，做到“一生一课表”“一人

一案”。

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

在疫情大考面前，全国交出了令人敬

佩的满意答卷，全方位彰显了国家治

理过程中“中国答卷”的世界形象。同

样，作为校长面对这样的疫情，我们不

能“慌、乱、拖”，而应该“豫、稳、守”，不

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思想力校长

□ 柯中明

柯中明，广东省广州

市番禺区市桥中心小学校

长，“国培计划”领航班首

批学员。广东省广州市名

校长，教育部“国培计划”

教育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