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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岁月因循，却常于无意之间带给

人激情和收获，在平淡而匆匆的步履

间，偶尔回味一些留在生命里的慰

藉，不甚欢喜。人们常念：写作文难，

教习作更难，而这些难上加难的事，

只要寻到趣味，愉快而作，也是其乐

无穷。

◆“头字歌”调动了孩子们
有一年，学校开展了阅读方面的

省级课题研究。我为二年级小朋友

量身选择了“群文阅读”之《诵读》

篇。在第一单元教学中，有一篇民间

儿歌《头字歌》。孩子们对儿歌饶有

兴致，学习过程中甚是兴奋。我趁热

打铁，让学生试着仿照儿歌的语言格

式，说说生活中的×头。

话音刚落，孩子们的聪明才智

瞬间被点燃。他们从吃的、用的、植

物、动物等不同方面入手，噼噼啪啪

地为我带来惊喜。待他们停歇下

来，我顺势把方才的“神来之作”进

行归类梳理，编成了一首首像模像

样的儿歌。

第一个是小吃货小邓：“蒸笼蒸

着馒头，罐子炖着骨头，锅里煮着鱼

头。不管是蒸笼里的馒头，罐子里的

骨头，还是锅里的鱼头，都要吃进肚

里头。”

小刘被大家戏称为猴儿精，他的

儿歌与猴有关：“ 那边有座山头，花儿

满在枝头。山里住着猴头，带着小猴

采果头。不管大果头，还是小果头，

都会献给猴头。”

小颜心思细腻，想象丰富，来了

一首：“太阳爬上山头，奶奶来到田

头。爷爷挥着锄头，田里种下芋头。

好日子尝到甜头，爷爷奶奶乐心头。”

小胡写道：“头上有个额头，额下

有个眉头，眉下有个鼻头，鼻下有个

舌头。不管是头上的额头，额下的眉

头，还是眉下的鼻头，反正都是练舌

头。”

…………

本是无意的兴来之举，却一石数

鸟。既拓展训练孩子们的语言思维

与表达，又感受了仿写与创作儿歌、

童谣的乐趣，这些有趣的儿歌实在让

这堂阅读课活色生香了。此次尝试

收效颇大，可以说是一种阅读与写作

教学有机结合的一个缩影。

◆ 一“诗”激起千层浪
2016年下期至2017年上期，我到

武胜县新学小学支教，学校很小，班

级不多。我接手了一个频繁更换老

师，娃娃语文基础薄弱的五年级，说

起作文更是头疼，五年级的孩子，多

是一两行、三四行字，表达不畅，积累

匮乏。为此，我可谓是颇费心思，想

方设法增加阅读储存量，激发他们的

写作兴趣。

一个学期过去了，五年级下册开

篇第一课《草原》，教学后我布置了一

个拓展练习：根据一处景致或一种事

物让学生随意写诗！收到学生的作

品后，看到孩子们或模仿、或创作，或

像模像样、或东拼西凑，且看都那么

用心，那么兴致勃勃，我心中的激动

无以言表。我忍不住分享在空间、朋

友圈，朋友们看到孩子们的佳作，频

频点赞，还有朋友通过微信进行打

赏。而学校老师的热情也被孩子们

的诗歌激发了，特别是文玉楠同学写

的一首《油菜花》，点燃了老师们心中

深藏的那束诗之光，都试着写起了打

油诗，各显其平常未露之才。

学生文玉楠《油菜花》：“遍地油

菜满山开，叶绿花黄人人爱。一望无

际全是宝，不过只是农家菜。”

直白的语言却隐约显山露水，勾

起了英语滕老师的诗欲，她随即赋诗

一首以示表扬：“偶遇佳作《油菜花》，

心有感动情自发。吾欲作诗相赠予，

却奈何提笔词不达。文家玉楠才气

开，今朝虽为农家菜。勤学奋进才坚

持，他日花开必溢彩。”

一个学生的试水之作，竟然让老

师们动起诗笔来，我心里自然是暗暗

窃喜，也忍不住来了一首《滕妹醉

诗》：“滕家有妹，温良智慧；虽教英

语，却为诗醉。玉南作诗，稚气未退；

经她解读，寓意深邃。既有打赏，又

与诗会；遇师如此，难能可贵。”

一石激起千层浪，数日的教师群

里，人人皆诗，热闹非凡。黄校长见

此情景，趁热打铁，吟诗一首：“新学

是个好地方，引来名师传技忙。今有

师生诗性扬，只为明天创辉煌。”

雷老师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挥

笔和曰：“满腹诗书刘芳，支教新学农

乡。玉手轻轻一点，校园尽飘墨香。”

教数学的谭老师信手拈来的诗

句，让人佩服：“新小诗赛激千浪，玉

女才情诗流芳。传经送宝支僻壤，授

业解惑有妙方。”音乐教师小兰也忍

不住赋上一首：“新学小学人才佳，领

导引领把诗发。篇篇文章出新颖，唯

有小卒才华差。”

…………

哪怕是被认为不解风情的体育

老师，哪怕是被琐碎所扰的后勤主任

都被点燃，几日里，校园里诗意盎

然。我对每位老师的诗都一一以诗

回应，凡是吟诗者，皆以其名应诗做

答谢。在最后，还将满心的欢喜与感

动汇聚成一首小诗，赠送给所有写诗

的老师。

这件事情很小，但对学生和老师

来说何尝不是一次美妙的邂逅、一次

诗歌的洗礼。我把过程讲给孩子们

听，并和孩子们一起欣赏老师们的诗

作。后来，我为孩子们买了一套书，

孩子们备受鼓舞，激情再次被点燃，

再次掀起阅读风、写作热，文玉楠、陈

文瑶、胡明阳等孩子从此把写作当作

了一种习惯，一直坚持着，在我离开

的两三年里，还经常收到他们的作

品。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教育是人

和人的心灵上最微妙的相互摩擦。”

这场因诗歌而起的热闹，皆源于教学

的课堂，我依据学生的种种反应不断

给予写作的信心和动力，将这种“摩

擦”保持在能促进学生进行下一轮学

习的最佳状态。

生活无小事，处处皆文章。作为

教者，只要我们善引、善拨、善练，学

生就能善思，善学、善写。

为深入贯彻全国、全省教育大会

精神，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深化职业教育教师、教材、教法改

革，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四川省

教育厅举办了 2020 年四川省职业院

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以下简称“大

赛”）。作者参与了中职组的组织工

作，试图通过科学分析数据，提出思考

和建议，以期赋予大赛新动能，推动职

业教育三教改革取得新进展、新成果、

新突破。

一、大赛基本情况
（一）构建“校、市、省”三级比赛体系
2020 年，全省 368 所中职学校有

321 所开展了校级比赛（占 87%），共

3803件作品，涉及10736名教师；21个

市（州）全部开展市级比赛，共 2058件

作品，涉及 6288 名教师；206 所学校、

854件作品、2768名教师参加省赛。

（二）实现公共基础课、专业技能课
全覆盖

省赛共 854 件作品，其中，公共基

础课323件、专业技能课531件，涵盖所

有公共基础课学科和19个专业大类。

公共基础课学科齐全。公共基础

课作品中，思想政治 46件（占 14.2%），

语 文 、数 学 、英 语 各 48 件（各 占

14.9%），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各 45
件（各占13.9%），物理、化学、历史、艺

术及其他选修课43件（占13.3%）。

专业技能课专业大类相对集中。

专业技能课作品中，信息技术类 85件

（占 16.0%）、交 通 运 输 类 84 件（占

15.8%）、加工制造类 70件（占 13.2%）、

旅游服务类 61 件（占 11.5），这 4 个专

业 大 类 的 作 品 数 超 一 半 以 上（占

56.5%）。

（三）科学评价全省课堂教学质量
大赛聚焦课堂教学质量，评审材

料包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

教案、教学实施报告和3—4 段课堂实

录视频等 5 份材料，能客观反映真实

的课堂教学状况。因此，大赛获奖情

况是科学评价全省课堂教学质量的重

要依据之一。

省赛获奖整体情况：省赛共评出

一等奖 86 个（占 10%），二等奖 163 个

（占19.1%），三等奖260个（占30.4%）；

全省 21 个市（州）均获得奖项，其中，

德阳、成都、甘孜、自贡、遂宁、乐山、泸

州 7个市（州）获奖数占 52.8%，并获最

佳组织奖；19 个市（州）获一等奖，其

中，成都、德阳、自贡 3 个市获奖数占

56.9%。

四川省参加国赛获奖情况：四川

省遴选 15支教学团队参加国赛，获一

等奖 1个，二等奖 2个，三等奖 7个，获

奖比例达67%，获奖总数居全国第八。

（四）助力建设高水平教学创新团队
大赛旨在助力建设高水平教学创

新团队，明确提出“推进高水平、结构

化教师教学团队在信息技术应用、团

队协作等方面的水平提高”及“重点考

察教学团队（2-4 人）的教学能力”等

要求。

参赛人数创新高。大赛参赛人数

共有 2768 名，相比于 2019 年 856 名增

长了3.3倍，创历史新高。

4 人教学团队占主体。参赛队中

4 人团队 407 支（占 47.7%）、3 人团队

315 支（占 36.8%）、2 人团队 133 支（占

15.5%）。

二、思考及建议
（一）思考
四川省国赛成绩与发达省（市）仍

有差距。四川省虽然在国赛中获奖总

数排名第八，但一二等奖数量偏少，与

发达省（市）有较大差距。究其原因，

主要是三教改革仍需进一步深化，如

我省教师缺乏培养学生职业能力的教

学方法；欠缺课程开发能力、教学设计

能力；对活页式教材的认识仅停留在

装订形式上；专业教学和信息化技术

融合不够等。

省赛作品同质化现象较突出。专

业课参赛专业大类相对集中。专业课

参赛作品集中在信息技术类、交通运

输类、加工制造类和旅游服务类，其余

专业大类作品数较少，出现了省赛二

等奖作品参加国赛情况（国赛要求专

业大类不重复）。

参赛作品选题相对单一。参赛教

师选题相对单一，如语文学科选择“古

诗词”教学内容较多；旅游服务类专业

选择单项服务技能“托盘”“折花”“斟

酒”较多。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够深入。

全省 509件获奖作品中有企业人员参

与的仅 1件，客观反映我省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不够深入。

发展不均衡。地区发展不均衡。

省赛获奖集中在德阳市、成都市、甘孜

州、自贡市、遂宁市、乐山市、泸州市 7
个市（州），部分市（州）获奖总数较

少。专业大类发展不均衡。全省专业

建设发展不均衡，如医药卫生类、交通

运输类的作品整体质量较高，而部分

专业质量较差。

（二）建议
内与外，推动课程改革。内部聚

力，完善激励机制，进一步激发学校、

教师参赛动力，鼓励跨校合作、加强专

家指导，提高全省课堂教学改革；外部

借智，学习发达省（市）课程改革经验。

强引导，丰富作品内容。一是各

市（州）加强市级比赛的调控，鼓励、引

导特色专业、新兴专业参赛。二是通

过各种教研活动，引导、培养教师有啃

硬骨头的精神，选择更有难度、综合性

更强的教学内容进行钻研。

促合作，深化产教融合。鼓励企

业人员和教师组队参赛，有力促进校

企合作，让企业人员真正参与教学。

缩差距，促进均衡发展。一是加

强对大赛方案的精准解读，大力推广

大赛优秀作品，对薄弱地区进行公益

性师资培训。二是加强学科（专业）

之间的交流，让各学科（专业）齐头并

进发展。三是给“国示校”“省双示范

校”加任务，压担子，要求他们在省

赛、国赛中出成绩，真正起到示范引

领作用。

（尹毅系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副所长，
胡竹娅系四川交通运输职业学校汽车
工程系副主任。）

为了激励孩子们，我决定在班级设

奖。我把奖分成几大类，编辑好奖状，

打印。为了有仪式感，我还特意做

PPT，然后利用中午进行颁奖。

颁奖仪式上，我充分肯定了孩子们

的表现，以此激励大家进步。在颁奖进

行曲中，和着 PPT 画面，我声情并茂地

吟诵着颁奖词。孩子们很兴奋，期待我

手里那厚厚的一叠奖状能有自己的一

份。

“不就是一张纸吗？”一向品学兼优

的小吴领到奖状后，在临坐下时小声嘀

咕了一句，弄得我无比尴尬。孩子们齐

刷刷地望着我，又望望小吴。这奖状确

实就是一张纸呀！我该怎么开导他

呢？但我还是故作镇静地说：“这奖状

呢，确实是纸质的，它的价值难道仅仅

是这一张纸吗？大家可以想一想。课

后，可交流交流。”

仪式结束，我一直思索：这话如果

是出自一个没有领到奖的同学之口，在

情理之中；或者说出自一个本来就调皮

的学生嘴里，也在情理之中。可小吴同

学语数成绩好不说，思维也很好，钢琴

也弹得好，体育也强，这话不应该出自

他口里呀！后来我又一想：对于受金钱

至上影响的孩子，荣誉感缺失了；对于

领奖过多的他来说，无所谓了！我开始

思索，奖状不能亵渎，荣誉不能贬值。

但是要怎样才能让这张“旧船票”登上

学生心灵的航船呢？

再想，若千篇一律按部就班地颁发

奖状，别说孩子们感到不新鲜，就连我

自己，也感觉太随意。于是，我决定从

台前辗转到幕后，由学生自己设置奖

状。获得奖状者需要什么条件、由谁颁

发等，都由他们自己决定。

班会课上，大家还提出了改变班级

颁奖的形式和内容并提出了建议：1.每
位同学要把奖颁给谁，他有什么让你最

喜欢、最欣赏，把他的优点与你的欣赏

说出来。2.自己取奖项名，自己写颁奖

词。3.根据自己颁的奖项来设计奖状，

奖项与配图对应，奖状要画得美一点。

主动权交给孩子们了，主办方是他们自

己，承办方是他们自己，我只是作为他

们的嘉宾。

后来的颁奖活动，同学们第一次自

己给同伴颁奖，他们设置的有金话筒

奖、乐于助人奖、华罗庚数学奖、画画小

能手、开心果奖等。在孩子们给我颁

“奉献奖”时，我眼睛里也溢满了幸福、

感动。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汉丰第九小
学教师）

变教学过程
督察为展评

■ 李洁 李宏龙

为了提升教学质量，每所学校都要

定期或不定期地对教师教学过程进行督

察。学校如果没有过程督察，一些教师

可能会偷懒，敷衍塞责，影响教学质

量。因此，学校对教学过程督察都有一

套完整的规则。督察时，凡是能印证教

学过程的所有材料（诸如：备课、作业设

计与批改、辅导、监测等）都要一一查

看，督察内容上的繁杂和形式上的教

条，常常让教师疲于应付与不满。一些

教师为督察能有个好的评价等级，在督

察前加班加点完成所需材料，结果复

制、抄袭很多，有时连自己都不知所云。

鉴于此，学校决定把教导处督察教

学过程的传统做法改变为每月的教学

过程展评，每月末将教学过程材料，统

一放到固定的场所，由所有教师一一参

观，给予等级评价。这种人人参与的做

法，做到了公开、公正、透明，解决了教

师对教导处评价教学过程等级的不满，

同时展评中教师既知道了自己的不足，

也学会了他人的优点。通过一段时间

的教学展评，教师作业设计更具创新

性，备课更具针对性，监测、辅导更具时

效性。

教学过程督察应不拘形式，应让教

师教学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和创新性，结

合班级学生实际因材施教。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南雅镇初级
中学、书香中心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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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学能力大赛为抓手，强力推动“三教”改革
——2020年四川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大赛（中职组）述评

■ 尹毅 胡竹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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