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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陶学校蝶变的七个谜

上周去了四川阆中， 一位农村学校校
长边走路边对我说， 现在教师的地位和尊
严确实在上升，待遇虽然不算高但也不低，
并且有保障， 大部分人对教师是比较尊重
的，愿意当教师的人多了，但我们现在最担
心的是教师入口问题。

对于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的入口问
题，不止这位校长担心，许多教育局长、专
家学者、中小学教师都表达过同样的担忧。
所谓入口问题，就是教师的来源问题、门槛
问题，入口把关不严、门槛过低，直接影响
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教育质量。

不少人拿当年的“中师生”做比较：上
世纪九十年代前的“中师”，几乎都是初中
学习成绩最好的学生报考， 学生在校时学
习当教师应具备的所有基本功， 从知识学
习到吹拉弹唱、组织活动等。这样的毕业生
出来， 不仅专业思想牢固, 而且专业本领
强，受到基层学校的普遍欢迎。

但是， 今天进入幼儿园和中小学的毕
业生，不少人不仅基础知识不牢固，而且在
大学阶段缺乏教师职业的训练， 刚上岗时
很难适应教师工作。 这就带来两个普遍存
在的问题：一是出现了不多次培训、反复培
训就无法上岗的情况， 大大加重了基层学
校和教育部门培训新教师的工作量； 二是
出现了部分新教师上岗后才发现兴趣不高
的现象， 导致部分地方新教师刚上岗就离
职的情况。

这两个问题不仅给学校管理增加了难
度，也使新教师的人生走了不必要的弯路。

试想，如果能够解决教师的入口问题，学校
迎来的将是全面接受了教师基本功教育、
对教师职业经过了自主选择的新教师，是
不是能减少这些难度和麻烦？

教师队伍体量大， 全国 1500 万教师，
是一个庞大的就业群体。 随着教师职业的
吸引力增强，愿意当教师的人增加了，愿意
培养教师的机构也随之多起来， 怎样把好
教师入口关，确实是一个问题。 一方面，要
改革师范教育、提高师范教育质量；另一方
面，加强教师准入制度也不可缺少。在我国
教育已经进入全球中等偏上发展水平的今
天，教师队伍不能再搞“瓜菜代”———不管
合不合适先满足数量需求， 而必须在教师
培养上， 坚定剔除那些不具备师范生培养
能力的院校和机构， 同时强化师范院校培
养未来教师的能力； 必须建立严格的教师
职业准入制度， 坚定地将不具备教师职业
能力和素养的人、 不喜欢当教师的人排除
在教师队伍之外。

一个有门槛的职业， 才是真正有吸引力
的职业。 教师职业有门槛，才有真正的职业吸
引力和尊严。 把好教师入口，才能真正确保教
师队伍的“素质高、本领强”。 教师职业资格考
试，是把住教师入口的一个重要关口，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近日已开始面试， 希望这个关
口， 不仅能排除不适
合当教师的人， 还能
让更多乐教适教的人
获得教师资格， 走进
中小学和幼儿园。

有门槛才有教师的真尊严

□本报记者 王占伟

特别
报道

震撼、神奇、颠覆！
没有亲眼看到， 你不会相信这里发生

的一切。
学校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没

有固定教材；课前无预习，课上无笔记，课
后无作业；同样的学习内容，小学五年级能
考过七年级； 初二学生参加中招考试能被
当地优质高中录取； 高一学生参加全市高
中联考（B 卷），包揽全市前 19 名……

缔造这些教育传奇的， 是一所地处偏
僻山区的农村学校———河南省洛阳市汝阳
县圣陶学校。

75 岁的教育创客创了什么

王天民，75 岁， 圣陶学校董事长、校
长，退休后不甘心颐养天年，于 2005 年变
卖房产， 在家乡小店镇创办了圣陶学校。
学校取名圣陶，有三层含义：一是王天民退
休前是当地叶圣陶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二
是他深受叶圣陶“教是为了不教”思想的影
响；三是取意“圣贤文化，陶育栋梁”。

王天民被誉为“教育创客”。 他把自己最
钟爱的一首诗装裱在办公桌对面的墙上：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
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这首诗隐喻了
他的教育梦想———找到教育的桃花源、理想
国。 从教 56 年来，他一直为此努力。

作为一名语文特级教师，王天民不仅是
语文教学专家， 而且精通许多学科教学；因
为能够发掘学生身上的自学动力，他的许多
学生都是成绩优异者。 作为校长，王天民对
教师的要求是不安分、敢冒险、异想天开。 为
此，学校给予教师充分的自主权，教师可以
不写教案、不改作业、不看管学生，即使是职
称评定，唯一的依据也是教师对学校教育教
学理念的掌握与贯彻情况。

“教育应该是育教，育在先、教在后，校
长要先育自己再育教师。 ”“每个学生都有天
赋。 ”“三流教师教知识，二流教师教方法，一
流教师教状态。 ”“教师要做唐三藏，学生要
做孙悟空。 ”“越不会教越会教，越会教越不
会教。 ”“做无用功比不做更危险。 ”“记在脑
子里是财富，记在笔记上是负担。 ”“答对了
给 1 分，答错了给 2 分：答错了一定没抄袭，
不会还敢举手就是勇敢”……王天民的这些
话，看似奇特，却蕴含着独特的教育理念，成
为全校教师共享的价值观。

不用教材如何教学

圣陶学校不依赖、 甚至完全抛开了教
材。 “有的教材割裂了知识本身的体系，容
易成为教师的绊脚石、迷魂阵。”王天民说：

“比如初中数学关于因式分解的内容，八年
级上学期学习因式分解， 九年级上学期学
习用因式分解法解一元二次方程， 为什么
不放在一起学呢？ 圣陶学校之所以不用教
材，就是为了不割裂地进行教学。 ”

教学需要循序渐进， 但循序渐进就是
按教材体系走吗？ 在王天民看来， 真正的
循序渐进不是按照教科书的体系安排，而
是遵循学科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顺序。

基于这样的理念， 王天民带领教师团
队，按照学科知识体系的逻辑，对小学到初
中的主要学科进行了重新梳理， 并将此作
为教学的主要凭借。

走进圣陶学校的任何一间教室， 看到
最多的是三种现象：一是学生在讲解，二是
学生在小组讨论， 三是教师要么在黑板前
抄题，要么默默站在教室一侧。

没有教材的课到底怎么上？带着困惑，
记者听了王天民一节课。

“学数学特容易，3 分钟，我让你们会
做一道中招试题。 ”一上课，王天民的这句
话让教室里 30 多个二三年级的小学生和
听课教师充满疑惑。

这些孩子来自洛阳知行学校———一所
国学特色小学， 多数孩子都读了经典国学
读本，但数学没怎么学，有的孩子连加减乘
除都不会。 他们是来圣陶学校游学的，如此
数学基础的小孩子，3 分钟能做中招试题？

王天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数轴， 然后
开始问问题。

师：请同学们观察数轴上都有什么数？
生：零、正数、负数。
师：最大的负整数是几？
（孩子们在互相议论的基础上，几经猜

测，最终发现是-1）
师：那么最小的正整数是几？
生：是 1。
（孩子们在观察的基础上 ，最终发现

规律，数轴上的数字越往左越小 ，越往右
越大。 ）

师（指数轴上的数字）：“-1 的相反数
是+1，-3 的相反数是+3， 请问，-2 的相
反数是几？ 谁会请举手！ ”（小手一齐举过
头顶，一个从未学过数学的孩子也举起了
小手。 ）

生（齐声回答）：“正 2！ ”
师：“这就是 2013 年河南省中招数学

第一题的答案 。 你们真是学习数学的天
才！ ”（教室里顿时发出了掌声和欢笑声。 ）

用这样的方式， 王天民引导学生发现
了什么是相反数，两个相反数和的规律，最
终使学生学会了从小学到初中有关数的基
本知识。

这个教学片断是圣陶学校抛开教材，
按照学科知识体系自身的逻辑进行教学的
一个缩影。

圣陶学校不仅抛开了教材， 而且打破
了年龄、班级界线，将不同年级的学生放在
一起进行教学。 在学校的一个实验班，近
30 名学生来自四、五、六年级的 8 个教学
班，他们年龄不一，但学习内容相同。 在教
师的帮助下， 全班学生学的是正三角形的
内角和、外角和、对角线等知识。

在圣陶学校， 与抛开教材配套的教学
秘诀是“单科独进”。 所谓“单科独进”，一
般以一大周（10 天）为单位，在该时间段，
教师只教一门学科，比如数学周、英语周、
物理周等。 王天民介绍，这样的方法可以
克服遗忘规律，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懂、会、
熟、巧，一气呵成。

无师课堂怎样实现

学生胡少舟 2012 年进入圣陶学校七
年级实验班，初到这个班的时候，他发现这
个班除了班主任陈俊丽和一名英语教师

外， 再无其他任课教师。 陈俊丽要负责英
语之外的 6 门学科教学， 但他听说陈俊丽
是语文教师， 对数理化基本是一窍不通。
这怎么行？ 胡少舟找到校长反映情况，王
天民说：“学习要靠自己，教师只能教会你
知识， 教不会你自主学习的能力。 只有你
自己融入学习之中，才能真正领会学习的
快乐。 ”

没有教师，学生该怎样学习？ 胡少舟
和同学以小组为单位， 四处查找资料，有
时候也向教师请教。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
他们弄懂了数理化，还自主学习其他各门
功课。

一次，几个学生和班主任陈俊丽闲谈，
胡少舟说：“陈老师，语文内容繁多复杂，不
如改行，教数理化吧！ ”陈俊丽说：“我不会
呀！ ”胡少舟说：“没事儿，我教你！ ”此时师
生都笑了起来。

“在圣陶学校，学生才是真正的学习主
人。 许多学校是在教知识和方法， 圣陶学
校是通过教知识、教方法来教智慧。 ”胡少
舟说。

教学过程中要不要教师点拨？ 王天民
认为， 不需要， 因为点拨是智慧层面的内
容，是“道”的层面，而“道”在悟，点拨出来，
就停留在知识的层面了。

王天民有一个理论叫“闯山论”：爬一
座山，导游引导着，一路讲解。 游览者没有
了迷路的烦恼，也丰富了知识，却减少甚至
失去了游览的乐趣， 更失去了探险求胜的
豪情。 最好的办法是让游览者自己去闯，
在无人走过的地方闯出一条路来，即使会
迷路，会走许多弯路、错路，或者走上了前
人的老路，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路。

王天民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
故事：杜老师带的初三毕业班，学生基础薄
弱，相当一部分学生小学、初中不上课，初
三还不会通分。 当时， 化学教师请了长期

病假，化学课没有教师，王天民便用“直接
要鱼”的方法，让学生学会《碳及其化合物》
这一章。 他对学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教
师不讲，全章的检测题及答案发给你们。你
们要是学好了， 这一章的所有题目全部会
做，全班最后一名要考到 90 分，但不准问
学校任何人，我就满足你们全班一个愿望，
什么愿望你们自己说。 ”

当时， 班里喜欢化学的王怀林说：“谁
不会，来问我。 ”有 6 个学习比较差的学生
成了他的组员。 他面对全体师生发出豪言
壮语：“我们组保证人人考过 90 分！”最后，
师生约定的时间是 3 天后———下个周一上
午考试。

王怀林把全班分成小组， 小组长负责
每个小组，他先教会小组长，然后由小组长
教各组组员。王怀林周末在电话里教同学，
一次就用了 27 元的电话费。 第一次考试
时， 王怀林的小组全部考了 90 分以上，全
班只有一个学生没考到 90 分。之后又适当
扩大范围， 连考了 3 次， 最后 38 人全部
100 分。

王天民兑现承诺， 自掏腰包满足了全
班学生的心愿———请全班学生吃了一顿大
餐。自此，这个班的精神面貌和自主学习意
识有了显著提升。

无作业如何出好成绩

圣陶学校的神奇不仅在于没有教材，
而且在于课前无预习，课上无笔记，课后无
作业。“做作业是浪费生命，会了不必做，不
会做什么？ ”

一天下午，圣陶学校校园里，小学四、
五、 六年级 310 名学生正在进行阶段性考
试。 翻开试卷，记者发现内容涉及有理数、
方程和不等式、同类项、三角形等知识，既
有选择题，又有填空题。 据介绍，这套卷子
是高二学生胡少舟前一天晚上出的， 主要
内容是七年级的数学知识。

这样的考试内容， 小学四年级学生会
吗？ “没问题！ 我七年级时就学九年级的知
识了，开始有些不适应，但很快就好了。”胡
少舟说。

在圣陶学校，课下没有作业，这样的考
试就是作业， 王天民称为 “作业考试化”。
“作业绝不能是简单的重复训练，应该是新
瓶装旧酒，让学生永远有新鲜感。 ”

“开卷练闭卷考”是圣陶学校的教学秘
籍之一。 “开卷练闭卷考”不完全是作业考
试化，而是自主学习的核心。 整个过程中，
教师绝对不能讲，其真正的目标是“任务具
体，落实到位，严格检测，适度奖惩”。

（下转 2 版）

试点省份内所有申请幼儿园、小学、初

级中学、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

和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

须参加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

试点工作启动前已入学的全日制普

通院校师范类专业学生，

可以持毕业证书申请直接

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

试点工作启动后入学

的师范类专业学生，申请

教师资格应参加教师资格

考试。

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面试不分科

目，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科目分为小

学语文、小学英语、小学社会、小学数

学、小学科学、小学音

乐、小学体育、小学美

术。中学教师资格考试

面试科目，与笔试科目

三“学科知识与教学能

力”相同。

面试通过结构化
面试、情景模拟等方式
进行。主要考核申请人

的职业认知 、 心理素
质 、仪表仪态 、言语表
达、思维品质等教师基
本素养和教学设计、教

学实施、教学评价等教

学基本技能。

考生通过抽题、备课、试讲、答辩等

环节，完成面试。

面试试题分备课（或活动设计）试题

和规定回答问题两种。

备课（或活动设计）试题的确定：考生

在备课前登录面试测评系

统，计算机从试题库中随机

抽取一组试题，考生任选其

中一道试题并确认。

规定回答问题的确

定：考生在试讲（或演示）

前，考官在面试考场从试

题库中随机抽取后确定。

抽题备课准

备20分钟（幼儿

园活动准备20分

钟），试讲（展示）、

答辩20分钟。

（1）教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是取得

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之一。要取得教师

资格，必须取得教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

同时具备教师资格的其

他条件。

（2）教师资格证书

任教学科应与申请人报

考笔试科目“学科知识

与教学能力”一致。

1.谁来考试 2.如何报名 3.考试内容

4.考试方式 5.考试时间 6.考试用途

制图：孙东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图解

今年1月10日，2015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落下
帷幕。对许多教师来说，这次面试是他们成为教师的关键一步。

教育家叶圣陶有句名言 “教是为了
不教”，而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圣陶学校
则提出“学是为了会学”的主张，并以“从
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没有教材，课
前无预习，课上无笔记，课后无作业”对
这一理念作了精彩的诠释。

圣陶学校何以创造“四无奇迹”？ 用
校长王天民的话说就是遵 “天道 ”、依
“人道”、按“学道”。 这里的“道”，就是：
学习，要让学生做主！

第一，谁来学？毫无疑问，学生才是学

习的真正主人。圣陶学校将学生的主体地
位捍卫在坚不可摧的磐石之上，将学生主
体观深深根植于每个师生的心田，教师的
引导作用就是“将学生带入自学之门”。

第二，学什么？圣陶学校给出的答案
是怎样学习的智慧。 圣陶学校提出一系
列探索命题：不用教材怎样教？ 不写作业
行不行……一个个问号， 成为一把把开
启圣陶人教育智慧的金钥匙。

第三，怎么学？ 圣陶学校主张首先让
学生快乐地学，无负担地学，让学生享受

学习。他们从逐步实现“三不”做起———课
前不预习，课中不记笔记，课后不写作业。
其次，无限放大自主与合作，课表由学生
编制，自习课成为主打课型 ，建构 “自
学—组学—班学—教学”的新型学习生
态链。 再其次 ，“让学生踏着 100 分前
进”，以成功激励成功。圣陶学校为我们
提供了一部耐人寻味的学习 “成功学”
———《学是为了会学》。

（作者系河南省新安县教师进修学校
校长 夏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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