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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高考不足百日的每一个早
晨， 习惯于穿运动服的李光阳与其他高
三学生一样 ，总是早早起床来到教室 。 9
个月前， 李光阳主动申请从汝阳县第二
高中（以下简称“二高”）转入圣陶学校高
中部， 因为圣陶学校不具备高中办学资
质， 所以高中部由圣陶学校与县二高联
合举办。

李光阳给自己制订了日计划、 周计划
和月计划，这些计划可以称为“抢跑计划”。
学习文科的他， 想给自己确立冲刺一本的
目标。对于目前成绩并不理想的他来说，这
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初中阶段有严重网瘾的李光阳， 来圣
陶后再没有进过一次网吧， 尽管高中部的
门口就有一个网吧。

这些并非是记者主要关注的， 记者更
关注的是只有一名教师的高中部， 学生到
底如何学习？

来到圣陶后， 李光阳在这里有大量可
以自主支配的时间， 可以按照自己的计划
学习。 对于有着一整套学习计划的李光阳
来说， 可自主支配的时间是他们最期待拥
有的。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学，这种感觉
很好。 ”李光阳说。

“遇到不会的问题怎么办？ ”
“求助于同学，这里有不少成绩不错的

学生。 我们高三的同学还常常到高二班里
讨论问题。 ”

负责高中部工作的教师陈俊丽说，通
常情况下，解决难题多是由学生完成，偶尔
会邀请二中的教师来讲评一下试卷。

不只是高中， 这样的自主学习场景在
圣陶学校小学部和初中部同样普遍存在。
因为这里已经少有“被学习”的现象。 于是
今年新学期一开学，圣陶学校就从“高中一
校一师”出发，重新完善了运行机制，开始
实施“小学一班一师，初中一级一师，高中
一校一师”。 这一大胆的决策，圣陶学校校
长王天民其实已经酝酿了许久， 只是还有
一些教师可能心存疑虑。

没有教材 ，没有教师 ，没有预习 ，没
有作业，这一持续的、大规模的自主学习
奇观静悄悄地发生在一个山区小镇的学
校里， 吸引着来自大江南北有好奇心的
教育者……

圣陶学子的“护身符”

圣陶，是一所难懂的学校，注定会引发
各方争议。

在许多人看来，这简直太离谱了，学生
怎么可能无教材？ 学生怎么可能不需要教
师？ 学生怎能由主体成为主导？ 教师的意
义何在？

是的，太多的教育逻辑在圣陶被颠覆了！
只有进过圣陶学校的课堂才可能理

解：大多情况下，学生真的不需要教。
其实，还有比这更“离谱”的。今年春节

期间， 高中部的一些学生在酝酿一场 “起
义”，他们要表达对原本就不多的教师讲授
的抗议。

此后不久， 这样的事情同样在初中部
上演。

3 月 2 日晚，王天民的孙子，11 岁的王
喆回到家里哭着给爷爷说：“如果老师再每
天到教室里转悠，我就不在这个班待了。 ”
这不是闹情绪，而是不少学生的心声。

王喆所在的班级是高中预备班， 班里
大部分学生都在自学高中课程。 拿王喆来
说，对中考考试早已胸有成竹，他想在自己
喜欢的学科多投入一些时间。但是，因为临
近中考，一些教师总有点放心不下，一有空
就要到班上转一转，“哪位老师进班了，就
自觉地要学他的学科”，这无形中影响了学
生的自主学习。

于是， 圣陶学校又公布了一条新的要
求，在部分班级禁止教师主动进教室。教师
什么时候来，要由学生说了算。圣陶这所体
制外的学校已成为一所真正由学生主导学
习的学校。

有事直接找校长，这成为圣陶学生们
的“护身符”。圣陶学生就是这样捍卫着自
己的权利，保护着自己的学习领地。

如果说课改正在让课堂从教师主导走
向学生主体的话， 圣陶的课堂则已真正从
学生主体走向了学生主导。 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突破，一种颠覆。

圣陶是如何玩转学习的

高二年级只有一个班， 但这个班却在
圣陶学校是个传奇。 这个班很早就开始了
无师课堂， 原因是这个班有以郭向艳为核
心的“学霸”团队，可以替代教师解决学习
中的问题。 这个团队实在太牛了， 以至于
自习课时， 高一和高三的学生都会集中到
这个班， 有什么疑难问题可随时问计于这

个“学霸”团队。也因此，王天民在这个班的
改革尺度最大， 许多圣陶经验都是从这个
班开始走向全校的。

“在你们眼中，怎样才算好老师？ ”
“让学生有好的状态的老师就是好老

师。 ”学生郭向艳说。
“好老师应该行不言之教。 ”学生胡少

舟说。
圣陶学校的学生心里似乎没有太多的

杂念，内心很平静，他们思考最多的一件事
就是学习。郭向艳说，圣陶是一所让人内心
能保持纯净的学校。

这就是圣陶学校学生的学习态度。 正
像圣陶学校的名字一样， 这所学校在践行
叶圣陶先生“教是为了不教”的理念。

所以， 圣陶学校最大限度地保卫了学
生的自主学习权， 早在几年前确立的无师
课堂这一制度， 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学生学
习选择权的实现。

圣陶学校的学生可以自主支配学习时
间，自主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进度，自主选
择自己的学习伙伴。

走进圣陶学校的教室 ，互帮互学 ，秩
序井然，学生们没有固定的学习小组 ，根
据需要随时结成学习小组 ， 同一班级学
习的内容许多时候也不尽相同 ， 一切是
学生自主选择的结果 ， 没有人会为学生
想学什么设置障碍。

“如果你给学生提供足够的资源，不需
要教师教，学生便可自主完成学习内容。 ”
这是圣陶教师的共识。 王天民解释说，“教
育需要相信学生，相信学生才能放手，让学
生自主、自由学习，但教育不只是相信学生
这么简单， 还要给学生提供足够的资源和
条件来支持学习。 ”

记者曾采访过多名学生 ， 他们最喜
欢做的事情竟然都选择了学习 。 如果不
是亲自采访 、亲身体验 ，你可能很难想象
这里的学生学习成“瘾”。

然而，如果你认为，圣陶学生只有学习
这一件事，那可能又是一种误读。每学期王
天民都会亲自带领学生外出游学， 不定期
举办娱乐活动、演讲比赛、辩论会等，且这
些活动往往由学生自发组织。 河南长垣步
步高学校校长方玉英先后两次访问圣陶，
她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在圣陶， 教和育并
存，师生互为阴阳，教和学相映成趣，不分
彼此，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无为无不
为，无师胜有师。

语文去哪儿了

互联网上始终有一种抒情式追问：爸
爸去哪儿了？ 时间去哪儿了？

走进圣陶学校， 人们会不约而同地指
向同一个疑问：语文课去哪儿了？

从体制内学校退休的王天民， 最终成
了现行教育的“叛徒”！ 他创办的圣陶学校
抛弃了教材，放弃了教师讲授的课堂，这还
不算离经叛道，更离谱的是，圣陶学校高中
部的课程表里竟然没有语文课。

那语文究竟怎么学？原来，没有语文课
只是没按语文课本上课。 在王天民的认识
里，语文是百科之母，是学生了解生活、认
识世界的一种重要方式。“真正的语文是一
种思想，而非一个学科。 ”王天民主张一种
“大语文”教育观，倡导学生在生活中学语
文、悟语文、用语文。

“你们平时的语文是怎么学习的？ ”
“就是读书，看报。 有时候王天民校长

会给我们讲点关于经典的专题。 ”学生说。
“经典专题？ 能具体说说吗？ ”
“比如前段时间，《孔子大智慧 》这一

专题，王天民校长给我们讲了一个半月 ，
还有《人间词话》等专题。 ”学生说。

给学生讲专题不是王天民想教就
教，而是学生有需要的时候他才出现。 所
以，王天民更善于在生活中捕捉契机 ，为
学生打开语文的窗口。 与此同时，一旦有
学生在生活中或思想上出了问题 ， 王天
民就会结合相关的经典顺需而讲 、 乘势
引导。

语文教学的重头戏是对经典的学习。
王天民一向不主张学生记笔记。在他看来，
记在脑子里的是财富， 记在笔记上的是负
担。 但是，王天民在讲述一些经典专题时，
学生们依然会默默地记下自己认为精彩
的、 有用的内容。 高二年级的胡少舟两年
下来就记了厚厚的一大本。

“以用为学”是王天民语文教学的又一
思想。 他鼓励学生大胆表达。 在王天民看
来，“说出来” 是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说
出来”可以拉动思考，可以提高语言组织能
力。说与写都是表达，想明白了，说明白了，
写明白自然不是问题。

所以，每次有来访者与学生座谈，他们
都会抓住这样的机会锻炼自己的口才。 座
谈结束，学生们会点评座谈内容，以便进一
步优化表达。

写作是另一种应用 。 王天民很少去
教写作技巧 ，“只有笨老师才去教语文 、
教作文 ”。 他会一方面鼓励学生多读一
些美文 ，另一方面强调做人 。 这也正符
合叶圣陶先生 “作文与做人统一 ”的教
育思想 。

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如何解决语文
应试的问题呢？

学生和王天民的回答竟然如出一辙：
“我们订阅了《语文报》。 ”

这份记者当年读高中时就订阅的学生
报纸， 成为圣陶学校学生对付考试的一个
重要读物。

这就是圣陶学校的语文生态， 你说它
没有语文吗？ 其实，语文真的无处不在。

奇怪的表扬

学生回答正确加一分， 回答错误加两
分。 这可谓圣陶学校的“怪现象”。

圣陶学校的奖励很奇怪。 比如让学生
可以多学他想学的某学科的某章内容，教
师可以家访一次 ， 王天民专门讲一节课
等，这些都是圣陶学校曾经使用过的奖励
措施。

更“奇葩”的是圣陶学校的惩罚。 王天
民一直主张： 没有惩戒的教育不是完整的
教育。 但圣陶的惩罚似乎可视为另一种奖
励，他们惩罚的原则是必须合理，学生要乐
于接受，并且要起到激励作用。 同时，惩罚
是有“红线”的，比如绝不准罚款，不准罚抄
作业等。在圣陶学校，奖励和惩罚合在一起
被称为“奖惩激励”，奖励和惩戒都要起到
激励作用。

先别忙着怀疑！且看圣陶的“教育经”。
在王天民的教育词典里没有“差生”二

字！ 对学生的赏识，王天民做到了极致，极
致的背后不是偏执，而是智慧！

作为教师， 我们可能常常会津津乐道
于培养了多少优秀学生，但是，永远不要忘
了“差生”也是我们培养出来的，也是我们
教育的结果。

由此， 你不难读懂王天民关于错误的
“怪论”了。

在王天民看来，成长在错误发生时，善
待错误，利用错误，将错误作为教育资源来
开发，才是一种教育智慧。

于是 ， 圣陶学校的学生不再害怕出
错，学生答题只有差异 ，没有错误 。 赶走
了对错误的害怕心理 ， 圣陶学子从此爱
上了学习 ， 尤其是调动了后进生学习的
积极性。

让学生爱上错误，还因为王天民总是能
对学生的一些错误给出合理的、生活化的解
读。 采访中他谈到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

1+1=1，也是对的。 这不是幽默，也不
是调侃，更不是脑筋急转弯。

他向学生解释， 两根绳子结起来不就
变成了一根绳了吗？ 学生们笑了， 他也笑
了！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3-1=4，就一定是错的吗？ 生活中也有
这种事情发生。比如，一个三角形去掉一个
角，还剩四个角。这些通常被视为学习中的
“硬伤”， 在王天民的解释下很快成为另一
个严肃的命题！

在这样的另类解释中， 王天民让学生
习得了另一种生活智慧。 难怪在圣陶学校
时间稍长一点的学生不经意间会说：“我们
跟着王天民校长不是学知识 ， 而是学智
慧。 ” 这话从圣陶学生的口中说出格外有
分量。

王天民曾向学生解读对红色“×”号的
新解。 一次，某班在考试中集体遭遇失败，
学生情绪低落， 王天民给这个班的学生临
时上了一节思想交流课———同学们且看，
这个“×”号是不是更像是一个十字路口，
这个路口在我眼中就是从失败走向成功的
转折点。所以，我们要庆幸这次考试给了我
们走向成功的契机！

王天民就是如此智慧，如此特立独行！
在圣陶学校已经上了 7 年学的高二学

生郭向艳说：“王天民校长脑子里总有许多
智慧，我们永远学不完。 ”

轻松搞定考试

圣陶学校的改革是一种复合型改革。
它囊括了当下学校改革中几乎所有的新
概念、新经验。比如，课程整合、包班制、全
科教师、混龄学习、无师课堂、零作业 、跨
学科学习、游学、互联网学习等，这些在圣
陶学校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当然，还有
他的“文科理教”“理科文教”等经验。但在
许多人的视野里，一定更关注圣陶学校学
生的成绩到底怎么样。

其实在圣陶，分数没有意义，做作业没
有意义，有意义的是学习的欲望和能力。一
旦学生的学习热情被点燃， 自学能力提高
了，好的学习结果自然水到渠成。

近年来， 圣陶学校中招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 尽管用成绩说话并非王天民的主观
愿望。 “如果不是为了满足家长的需求，圣
陶学校将彻底脱离上级部门组织的统一考
试。 ”王天民说。

但改革多少要向现实妥协 ， 圣陶学
校也一样 。 本不想每学期都进行统一考
试，但迫于家长的要求 ，圣陶学校还是要
通过考试给家长一个交代 。 只有那些已
经高度认同圣陶学校教育理念 ， 且追随
圣陶学校多年的家长才不会太在意孩子
的分数。 在这样的班级，包班教师可以不
安排期末考试，只是在需要的时候 ，他们
会自我检测。

在考试方面 ，圣陶学校有一项 “人人
百分” 战略 ， 即通过一题多做 、 一卷多
“考”达到人人百分。 于是，在圣陶学校学
生的眼里，考试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是让
人滋生信心的事情！ 没有人惧怕考试，因
为考试是他们的一种重要的学习方式 。
“我们的理念是让每一个学生踏着 100
分的足迹前进。 ”王天民说。

如何让学生踏 着 100 分 的 足 迹 前
进？ 圣陶学校的秘籍是“开卷练闭卷考”。
这不完全是作业考试化 ， 确切地说是一
种自主学习的方法 ， 是以考试能力和自
主学习能力为培养目标的 。 这一举措让
同在一个班里的学生模糊了优秀与后进
的界线，使后进生也有名列前茅的机会 ，
让他们更容易找到自信 。 用王天民的话
说，“通过人人百分战略把水搅浑 ， 分不
清好中差”。 正因此 ，才出现了圣陶学校
“无差生”的现象。

玩转学习还有一个重要的秘密就在于
王天民总是能将学习变得更简单。 王天民
有一个来源于控制论的“穷尽法”，深谙学
科之道的他会亲自编制试题和答案交给学
生，他精选的这些试题往往是优中选优，既
可以做到知识点全覆盖， 又可以避免不必
要的重复练习，效率自然很高。“作为教师，
让学生陷入题海战术， 这是教师无能的表
现。 ”王天民说。

通过搞定学习这件事， 圣陶学校学生
的心智被打开， 他们学会用欣赏的眼光发
现友好，发现生活，发现世界，这是比收获
分数本身更有价值的东西。

由自主催生的学习奇观
□本报记者 褚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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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圣陶·自主学习 为什么学生回答正确加一分，回答错误加两分？为什么圣陶的学生能轻松搞定考试？为什么
学习能成为许多圣陶学生的一种信仰……这些疑问都指向了同一个词———自主学习。

圣陶学校的 16条“教育经”

1. 教会的是知识，学会的是智慧。
2. 教是为了不教，不教是为了更好地教。
3.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更不如直接向学生要鱼。
4. 课本是绊脚石，教辅是迷魂阵。
5. 作业无用，会了不必做，不会怎么做，只会浪费时间罢了。
6. 自主学习的三大步骤：一靠顶尖名师指引，二靠优秀学习团队合作，

三靠独立自主钻研的精神。
7. 自主学习的三大难点：一是相信教师，二是相信学生，三是不畏难的

精神。
8. 自主学习的三用理论：用眼睛听讲、用嘴答题、用手操作。
9. 课前有师、课中无师、课后自成师。
10. 圣陶的课堂无教材、无笔记、无作业，教学要做到简易、高效、轻松、

愉悦。
11. 自主学习的三大法宝：单科独进、开卷练闭卷考、小组合作。
12. 自主学习的四大秘密：任务要具体、落实要到位、检测要严格、奖惩

要适度。
13. 自学时间要三分：一为温故、二为知新、三为提升。 比如每天有 6

小时来自学，要用两小时复习以前学过的知识，用两小时学习新的知识，
再用两小时集体合作探究。

14. 以教师的状态激发学生的状态，以教师的激情点燃学生的激情，以
教师的智慧启迪学生的智慧。

15. 圣陶的超常教育是打破常规的教育，就是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
教育。

16. 记在脑子里是财富，记在笔记上是负担。

圣陶学校最大限度地保卫了学生的学习自主权

“学案”上黑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