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造法式

指点迷津

有感而发

教无定法

□杭州市凤凰小学 缪华良

随着校本研修制度化、常态化、学分

化，在每5年360学时的中小学教师继续

教育要求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

如何让校本研修服务于教育教学？

课例研修独具魅力，成为一种重心下沉

的教师专业学习方式。

我校自2017年创办以来，依托“课

例荟”平台，不断探寻实践，开展基于课

例研究的校本研修，让教师通过合作性

学习获得效能感和团队归属感。

“荟”的本意为草木繁盛，寓意为汇

集美好事物。

“课例荟”既是不同学科、不同课型

的课例资源库，也是不同地域教师以课

“荟”友的载体，更是教师线上线下混融

研修的成长共同体。

基层学校普遍重视教师的专业成

长，长期坚持课堂研磨、基本功比武且富

有成效，但教师整体的教学水平并没有

提升到预想的水平。很多教师虽然上了

一堂又一堂的公开课，但教学思想和教

学主张的系统性建构仍是原地踏步。

要解决这一困境，需要改变原有的

校本研修方式，尤其是改变校本研修的

目标，让校本研修致力于提升教师专业

幸福力。

“课例荟”将教师的专业化体现为教

师能够找出问题，通过不断设计与改进

教学，让每一位教师有机会展示课堂艺

术，并且有思维外显的教学成果表达，辅

之以自媒体技术，为教师高质量的专业

成长赋能。

若说医生的功夫体现在手术台，那

教师的功夫就体现在课堂，上好一堂课，

便是教师的真功夫。没有对一堂课的持

续研究，就无法培养出一位好教师。

课例研修要对一堂课进行“麻雀解

剖”，包括课前、课中、课后的师生活动，以

及同伴之间的对话。文字载体有教学反

思、课堂案例、课后记等，抓住课堂中的一

个教学事件展开，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弊

端是缺少完整的课堂呈现，容易碎片化。

所以，我们要求写成的文章兼具各种

体裁的优势，把一堂课从设计到实施，直

至课后反思全面呈现，完成教师理论学习

和教学实践、行动研究的紧密结合。

教师要敢于跨界，通过直播上课、线

上评课，打破学科壁垒和时空界限，汇集

众人的教育智慧，把不同的学科内容、教

学形式、教学方法等要素有机整合，开辟

出一条研讨新路径。

“课例荟”在省规划课题《高质量视

域下优化小学教学要素的实践研究》引

领下，采用“组块统合、有声思维、跨界混

融、素养学评”的基本策略，着力从内容、

方式、媒介、评价四维突破课堂教学。

教师以口头表达、书面表达为媒介

开展课例研修训练，通过课例分析报告

撰写和优秀课例TED演讲等方式，凝练

课例背后自己的理念和主张，提升独立

思考能力。

学校确立四项具体实施工作，努力

建构“课例荟”的校本化实施样态。

各学科教研组经过多年探索，逐步形

成“选课—磨课—上课—评课—报告—演

讲”六步闭环机制。

“磨课—上课—评课”这三个步骤几

乎是任何一所学校开展校本研修的必有

环节。我校则在前面又加了一个步骤

“选课”，安排在期末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师生放假，教学线领导和教

研组组长没有放假，学校邀请校外专家、

教研员等，对新学期课例研修的方向把

脉、定调。

开学初，确定课例题目，然后在这个

学期进行团队磨课、上课展示、互动评课。

每学期末，全校每位教师至少撰写

一篇有规定格式的课例报告，学校学术

委员会举办“枫杨杯”教学评比，评出优

秀课例报告，部分获奖教师在全校培训

会上进行TED演讲。

六步闭环，缺一不可，形成“课例荟”

研修的基本环节。

2020年3月，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我

校借助新浪教育的直播平台，举办首届

线上课例节音乐学科专长活动，在线教

师超过3万人次。

在此之后，我校每学期启动3个学科

教研组的课例节专场活动，一届课例节

横跨3个学期，耗时一年半，各教研组轮

值举办。

凤凰课例节主题新颖、研究全面，参

与者多，如本学期刚结束的第三届课例

节语文专场活动，线上关注量达26.8万

人次，同步交流的教师遍布全国20多个

省份。

以往的课例研修，重在研究课标、学

情、教材，而教学设计、听课评课具有较大

的随意性，现在的课例研修研制了课堂教

学量表，使得研究指向明确、具体可感。

课堂教学量表走过了三个阶段：从

2017 学年的创智课堂四化量表，到

2018—2019学年的高阶思维培养、凸显

学科核心特质，再到2020学年升级为3.0

版本的四维建构课堂评议表。

基于工具量表开展课例研修，教师上课

要经历同行体检、家长体检、专家（行政）体

检，成长更加快速，学术氛围趋浓。

从一堂课的研究到一类课的研究，

再到一种课型的研究，是教师走向专业、

精业的必经之路。我校一直以来重视成

果的物化，倡导“读写人生”的专业发展

文化，构筑教师研修进阶的共享文化，主

要采取的方式就是“编”和“推”。

“编”指的是定期汇编课例集。课

例撰写有统一的体例，细分为教学内

容、设计简说、教学目标、教学流程、课

例综述，已经编辑完成第三辑《梧桐心

育》课例集。

“推”指的是用公众号推课例。除常规

公众号外，还建立了“课例荟”学术公众号。

接下去，“课例荟”研修将着力在两

个方向上推进：一是走向学生的行为分

析。当前，学生创新素养是薄弱点，因

此，教师的“教”应更为关注学生的“学”，

为学而教，进一步突显学生创新素养培

育的教学要素优化，营造自由创造、自信

展示、自主选择、自省完善的课堂文化。

二是走向教育循证。教育循证是一

种实践性循证，是在实践中不断反复检

验从而得到结论的过程。课前课后的问

卷设计、听课后的学生访谈、各种量表诊

断分析、针对学生个案的追踪、运用视频

或课堂实录进行案例分析，都需要专业

工具的诊断支持。学校已于2021学年

成立“数智教育中心”，采购了新设备，建

成两间儿童学习行为观察室，为更具针

对性的实证研究提供技术升级。

课例荟：改变低效的教师专业成长方式

□嘉兴市教育局 闻泉新

徐匡迪先生在《智慧的钥匙——钱学森论

系统科学》序中说：“他（钱学森）特别指出，当

人们寻求用定量方法处理复杂系统时，容易注

重数学模型的逻辑处理，这样的数学模型看起

来‘理论性’很强，其实不免牵强附会、脱离实

际。与其如此，倒不如从建模一开始就老老实

实承认理论的不足，求援于经验判断，让定性

的方法与定量的方法结合起来。”

钱学森自嘲由于理工科的背景和对数学

逻辑的迷信，过分追求数学模型的逻辑处理，

导致自己忽视了社会系统中的不稳定因素。

从实际数据中整理一套数学模型，有时候

相关性甚低，与经验性的“毛估估”差不多，但

“毛估估”真有那么“不科学”吗？

央视《大国工匠》栏目有一集讲到航空航

天制造的精度，按照常理，这些设备特别是核

心器件，制造标准和要求应该是精准到丝毫

不差。

让人大跌眼镜又肃然起敬的是，它们并

非数控机床制造的产品，而是由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方文墨用

手工锉削的。

方文墨创造的“0.003毫米加工公差”被称

为“文墨精度”，相当于头发丝的二十五分之

一，这是数控机床是很难达到的精度。

由此，我想到了争议不断的中医：一碗药

汤、一根银针，被很多人认为是“毛估估”的事

情，实质展现的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是对客

观事物的精准把握。

我又想到了全社会关注的教育，教育要有

精度，同样不能靠数控机床，而是需要如中医

一般望、闻、问、切的“毛估估”，看似“只聊天不

看病”，其实是在充分地观察、沟通、理解、思

考，实践因材施教、有的放矢、有教无类、大爱

公平。

当然，我们需要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数学

建模分析，但更需要“手工锉”的高超技巧、“思

想锉”的深厚文化底蕴，让定性的方法与定量

的方法结合，让众多的教育元素融合，达到宛

如“暗送秋波”的心领神会、“一叶知秋”的融会

贯通、“润物无声”的灵魂对话。

“毛估估”的文化内涵，是中国人为人处世

的大智慧、大艺术、大规律，也是教育人把握大

局、与时俱进、坚定信心、施展抱负的大境界。

别小看
“毛估估”的精度

□海宁市许村镇许巷中心小学 吴云飞

“缄默知识”概念是英国著名物理化学家

和思想家波兰尼在1958年提出的，即不能用

文字、公式或图表来表达的隐性知识。我认

为，家庭教育也可以分为显性教育和缄默教

育，后者是家长通过自己的行为影响孩子。

缄默教育要在家长素质、家庭氛围、协同

合作三个方面下功夫。所谓“不教而教”，孩子

在日常生活中时时刻刻模仿着家长的为人处

世，因此，家长要注意提高自身素质，积极读书

学习，以正面形象做好榜样。

学校通过调查，发现每个班总有一些家长

教育理念较为先进，平时工作也认真负责。于

是，学校利用网络平台，开展各类专题知识讲

座，将这些家长的育儿理念和经验与其他家长

共享。

学校可以把缄默教育纳入班级管理项

目，通过家委会、家长课堂等方式，以教师为

线、家长为珠、学生为面，线串珠、珠带面，利

用家长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家庭教育的集群

作用。常态化工作有标准、有评估、有考核，

还可多部门联动，对家庭成员关系处理、家长

情绪管理、学生健康成长、家庭心理健康等方

面实施干预。

针对班级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引导家长及

时讨论，相互启发、借鉴，使问题得到解决，同

时激发家校沟通的热情。

比如，有的家长注意到，家庭内部的教育

理念应该保持一致。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的教

育观点有分歧，不能当着孩子的面争论不休，

可以在私下里讨论解决。只有教育目标一致，

孩子才能稳步发展。

在丰富家长缄默知识的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宝贵的图文资料，我们需要将这些资料

及时整理、存档、发布。

成为智慧型父母，做孩子的老师、伙伴、同

行者，很多时候需要学校提供平台，调动家长

的参与积极性，共享先进教育经验，帮助学生

发展最大潜能。

□湖州市南浔实验小学 吴月斐

美籍匈牙利数学家波利亚在《怎样

解题》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学生从来没

有机会解答一道由他自己创造的题目，

那么他的数学经验就是不完整的。

我觉得不仅仅是数学，对于任何一

门学科的学习，学生都应该学会出题给

自己解答。

学生出题不是简单地模仿一道例

题，或者是根据已有条件提出一个问题，

而是相当于一个项目化学习的过程。

学生要想清楚以下几点：

一、为什么要创造这么一道题？这是

对学生自主性的一个考量，是学生满足好

奇心、探究欲的一种心理需求。若纯粹是

为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则意义不大。

二、这道题与哪些知识有关？这考

验的是学生对知识系统性的理解。学生

创造的题目综合性越强，价值越高。

三、解决这道题要注意什么？这是

学生出题获得满足感的来源，也是自我

价值体现的重要方面。

四、有没有多种方法（多个角度）解

决这道题？这是引导学生全面考虑问题

的重要指标，也是促进学生发散性思维

的有效手段。

五、回顾这道题的解答是否正确。这

有助于学生巩固知识，形成严密的逻辑思

维。现在的学生恰恰比较欠缺这一习惯。

六、有没有可能把这道题改得更

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让学生乐在

其中，不断探索，这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的有效方式。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教师不妨从

“不断地要求学生完成作业”的桎梏中解

脱出来，让学生自己出题，题目可以由自

己解答，也可以让其他学生做，还可以给

教师做。有时候，变一种方式，换一下角

色，会收获意想不到的精彩。

学生学会出一道题比做一道题收益更大

□杭州市西湖区闻裕顺学前教育集团
何海婷

美术专用室被冷落，美术材料虽琳

琅满目且摆放整齐，但使用率并不高。

这是因为各班几周才轮到一次使用美术

专用室，而且每次只使用半小时左右，这

使得美术活动没有系统性与连贯性，幼

儿美术学习零散断续，犹如蜻蜓点水。

此外，教师指导过于模式化和强调

结果，要求幼儿创作预设的作品；或过于

强调幼儿的自由表现，让幼儿随意发挥，

反而导致幼儿无从下手。

单项深度法应用于1962年美国高瞻

（High/Scope）课程中，其亮点为：以游戏

为焦点、强调创作过程、注重主动学习。

我园使用美术专用室，通过引入、拓

展、创作和反思这4个连续性、层叠性的

阶段，发展幼儿的美术感受力和表现力。

比如在“点、线、面的神奇旅程”主题

活动中，教师提供三原色水粉颜料，让幼

儿观察、绘画，感受点与线的关系，发现

三原色交织变色的过程，并通过互换游

戏角色和游戏场地的方式重复游戏，保

持幼儿的探索兴趣。

在师幼互动的游戏中，幼儿追随教

师手指的运动轨迹，用画笔表现出各种

轻重不一的线条。

自由探索点、线、面游戏后，幼儿们

眉飞色舞地分享着自己的游戏故事：“萤

火虫飞过一条小溪（弯曲的线），坐上火

箭（垂直向上的线），飞向太空，突然火箭

撞到一块大石头（一个圆圈）……”

小观众们一直好奇地问：“接下来呢？”

丰富多变的线条、图形与色彩，让绘

画有了生命一般，充满着幼儿的创造与

想象。

教学不仅在室内，也会在户外，给幼

儿们带来更多的惊喜，他们找到在灌木

丛、鞋子、汽车中隐藏的点、线、面；用树

枝和石头在地上创造出各种图案……

幼儿应用所学知识，主动发起创

造活动，为的是巩固前期对点、线、面

的认知。

创作前借力“工作计划书”，让幼儿

有针对性地思考：想要做什么东西？需

要什么材料？独立完成还是合作完成？

当然，在操作过程中，“工作计划书”

的内容可以按实际情况修改。比如在然

然的“工作计划书”材料栏里，原本只有

蜡笔和纸，后来他发现还有五颜六色的

亮片，便兴奋地在材料栏里用符号加了

上去。

这说明，幼儿能按自己的意愿制定

“工作计划书”，不受他人影响。

幼儿的创作需要持续7~10天，每次

活动45~60分钟。教师要给予幼儿足够

的时间去探索、创造和反思，在此期间自

己只需要保持关注和适当支持。

单项深度法的应用使幼儿的感受性

和表现力增强，此前，当幼儿们拿到纸和

笔的时候，多习惯性地呈现写实作品。

在思维游戏“我是一条××的线”

中，教师让幼儿想象自己是不同风格

的线，并用绘画的方式来表现。分享

中，有“调皮线”遇上了龙卷风，看起来

一团乱麻；有像花一样的“美人鱼线”，

正穿着美美的衣服去公园玩；还有看

起来快速的线，在高架桥上飞驰，归心

似箭。

从幼儿的作品表现和解析中，能看

出故事生动且充满想象，线条表现力很

强，对各种线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单项深度法的四阶段课程，引入

和拓展阶段主要由教师发起，创作和

反思阶段主要由幼儿发起，教师的直

接指导呈下降的趋势。美术专用室持

续使用时间的安排、有效环境的创设

和教师的逐渐放手，将给予幼儿更大

的自主空间。

大班的点、线、面神奇旅程

把缄默教育纳入
班级管理项目

近日，湖州市仁皇山中心幼儿园邀请吴兴区公安分局巡
特警大队赵胜强“警官爸爸”，开展“平安进校园”家长助教活
动。赵警官讲解了刑警、交警、特警、巡警等不同警种的特点
及工作职责。接着，他展示了自己腰带上佩戴的强光手电、辣
椒水、手铐等小装备，幼儿们可以近距离观察、触摸，兴奋不
已。在开展安全互动迷宫小游戏时，“警官爸爸”模拟了日常
场景，提醒幼儿不坐陌生人的车、不能随便开门、外出时跟紧
大人等事项，并学会“三牢记”：牢记家庭住址、牢记爸爸妈妈
的电话号码、牢记报警电话110。有不少小男孩表示，想跟赵
警官一样，长大当一名英勇的特警。图为幼儿送花给赵警官。

（本报通讯员 邹丽君 摄）

有事就找“警官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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