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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特别

强调培养人要在坚定理想信念上下功夫，要

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要在加强品

德修养上下功夫，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

夫，要在培养奋斗精神上下功夫，要在增强综

合素质上下功夫。习总书记的“六个下功夫”

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是教师的行动指南。

“六个下功夫”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操作

性。它明确了新时代对人才的基本素质要

求，是新时代人才培养工作的着力点和落脚

点。首先，特别强调品德发展对于人才培养

的重要性。立德为先，修身为本，这是人才成

长的基本逻辑。“六个下功夫”中多数内容和

要求都是与个人品德、社会公德以及国家的

大德相关。其次，强调人才素质要求的全面

性和综合性。“六个下功夫”特别重视人才的

综合素质、远见卓识以及奋斗精神，对新时代

人才培养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六个下

功夫”，是一个整体，也是六个重要方面。“六

个下功夫”不仅是宏观的，高远的，也是具体

的，低近的；不仅是要求也是操作；不仅是教

育指南，更是行动指南。我认为，教师要认真

学习，深刻理解，精准把握，笃信笃用。

一、端正认识，明正观念，提高站位。

认识和观念的影响是基础性的根本性

的。急剧变化的时代需要我们接受新的思维

和观念以适应人才培养的新要求，纠正错误

和过时的观念。全社会要彻底转变唯学历的

选人用人观念，转变唯分数、唯智育的教育教

学观念，宽容失败、尊重个性、崇尚多元。在

这一过程中，教师虽不能起决定作用，但也不

能成为局外人，将责任全诿于他人，诿于社

会。

教师提高站位，明正观念，端正认识，将

认识统一到“六个下功夫”上来，共同为“六个

下功夫”的落实、为人才培养成长营造良好的

社会环境。“六个下功夫”不只是一时的事情，

也不只是某一个阶段就能够完成的事情。“不

只是一个人的事情，也不只是一节课的事情，

落实“六个下功夫”是全人全岗全程全域全方

位的事，人人责无旁贷。把人才培养工作向

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各环节、全过程延伸，实现

全方位育人。习近平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

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

的人才培养体系。要把立德树人融入思想道

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

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

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

要围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

标来教，学生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凡是不

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

二、辩证思维，处理好几对关系。

教师要落实好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要

把“六个下功夫”做实做到位，必须处理好几

对关系：要处理好学科与学生发展的关系，本

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教育与教学的关系，

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长远与眼前的关系，课上

与课下的关系，个体与班集体的关系，自己与

他人的关系……

教师无论教什么学科，对学生发展而言

都是局部的，要一叶知秋，见微知著，以整体

定局部。不论教什么学段，对学生发展而言

都是短暂的，教师要抬头看路，理头拉车，以

长远定眼前。每一节课都是整体中的局部，

要水乳交融，珠联璧合，局部融于整体之中。

六个下功夫，分是措施，合是目的。合则活，

分则伤，六方面功夫都要下。“六个下功夫”既

是可分的，又是一个整体。既需要分项分步

分时落实，又必须统筹落实，相促相生。

三、提升自我，争做四有好老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国广大教师要做

“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

爱之心”的好老师。这是教师从教的基本遵

循。

有理想信念，这是实现中国梦的思想基

础，体现了思想育人的导向。思想是行动的

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行

动。教育作为百年大计之本，教师作为教育

之本，首先要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纯洁性，

而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是始终坚持共产主义

理想信念。只有全体教师树立了正确的思想

观念，才能把这种观念传递给每一位学生。

学生就像一棵棵小草，需要教师这个园丁去

浇灌、呵护。但教师在浇灌中使用什么样的

水、何种肥料，都影响着小草是否能够健康生

长。理想信念不仅是共产党员精神上的钙，

也是每一名教师的灵魂之钙，更是每一名学

生急需补充的思想之钙。

有道德情操，这是教书育人的前提条件，

体现了道德育人的导向。古人云，师者，传

道、授业、解惑也。一个道德情操高尚的教

师，他的学生也会是道德楷模。反之，老师

道德滑坡，学生的思想自然正不了。因此，

要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让教师有

尊严，有职业荣誉感，确立高尚的道德情操。

有扎实知识，这是对教师的起码要求，体

现了知识育人的导向。教师的职业就是教书

育人，如果自己一瓶不满、半瓶晃荡，那是教

不好学生的。扎实的知识，是一个与时俱进

的概念，作为教师不仅要教好学生，还要勤勉

学习。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教师面临的

教书难度越来越大，有的教师甚至有一种危

机感，因为学生学习的途径也越来越多，如果

教师固步自封就会被学生淘汰，被社会淘

汰。因此，教师要甘当小学生，要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不仅要学习书本的知识，更要加强

研究学习课外的知识，不断丰富自己的思想，

提高自己的认知能力，这样才能得到学生的

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

有仁爱之心，这是教师从事的职业所

需，体现了和谐育人的导向。孔子曰，仁者，

爱人也。教师就是人类社会灵魂的工程师，

只有真心诚意地去爱每一名学生，才能成为

一名合格的教师。有了爱人之心，才会产生

教育育人的动力，否则，只能是应付了事。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百年大计，必

须心怀理想，出于爱心，才能坚持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才能涌现出一大批好老师。

仁爱之心，既是对教师的要求，也是对教师

的挑战，要想有仁爱之心，必须热爱这个职

业，把学生当亲人，努力与学生和谐相处，成

为一家人。同时，要提高教师的待遇，吸引

更多优秀的学生加入教师队伍行列，实现学

生想当教师，教师想教，学生其乐融融的喜

人局面。

周五，浏览孩子们的周记时，我选出几篇

入眼的，嘱咐他们周末回家整理成电子文档发

给我，好帮他们投稿。孩子们很守时地交给

我。我利用周末好好“打磨打磨”，当我改到小

董的《我学会了照顾妹妹》时，被他文中的遣词

用句给惊艳到了。

小董，在我印象里，平常作文一般，生拉硬

扯、记流水账居多，为什么这次像火箭一般突

飞猛进，不会是抄袭的吧？投稿要原创，我犹

豫要不要发出去。

周一，我找到了小董。“你上周周记写得相

当棒呀，我准备投出去哦！”他一脸兴奋，眼睛

眯成一条缝，高兴得蹦了起来：“是真的吗！那

太好了！”“投稿必须保证原创，这是你自己写

的吧！”我试探着问。他的兴奋劲儿丝毫还没

消退，小鸡啄米似的点头说：“权老师，是我写

的，当然是我写的。”我还是有点不放心，严肃

地道出我的担忧：“如果投出去，发现是‘模仿’

的，杂志社的哥哥姐姐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用

你的作文哦。”我再次表明这事儿的严重后果，

但他始终坚持是原创的，我暂时相信了他。

于是，我继续修改，可我越改心越发怵。

他写道：“妹妹坐在我背上，疼得我简直是魂销

肠断，我觉得我的灵魂都在四处飘荡。”作为他

的老师，看到这样的语句，感觉这个小学生写

不出来。

更为关键的是，他引用了普希金的名言：

“失败之前无所谓高手，在失败的面前，谁都是

凡人。”俄国大诗人普希金——以我的了解，这

所农村学校的六年级孩子知道这句话的也罕

见，何况他只是四年级的学生。即便像我这样

自认为读过一些书的老师，也没有听说这句

话，更别提引用了。

正当我萌发了放弃这篇作文的打算时，但理

智告诉我，决不能这么做，我决定再找他谈谈。

“小董，文中的萌萌是你妹妹？”

“我妹妹的小名儿，叫萌萌。”他笑笑。

“那引用普希金的句子是怎么回事，我可

都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呢？”我满脸狐疑，直视他

的眼睛，好像要从他脸上找到答案。

他或许听懂了我的言外之意，淡定地从书

包里掏出一个精致的笔记本说：“权老师，你

看！这都是我积累的。”我打开一看，里面摘抄

的有描写人物愤怒的好词、好句，也有描写天

气的好词、好句……简直是一个小百科全书，

我又一次被惊到了。想不到小董是如此有心

的孩子，我真得反思反思自己了。

最后，他翻开描写“失败”的好句，我一看

真有普希金的那句名言。我大方地承认了我

对他的误解，表达了歉意，让他在同学们面前

朗读了周记。我问，周记怎样才会精彩动人？

那就是像小董一样，一定要写我们的生活，这

样才会有话说，才有真情实感，同时还要多积

累，多动笔。他听到表扬后，背挺得笔直，眼睛

里泪光闪闪，我知道我说到了他内心最柔处。

教学中，我们可能会经常遇见这样的事

例，很多时候我们拿着一成不变的目光，去看

待不断成长中的孩子，不愿意相信变化，进而

怀疑他们，打击他们，抹杀了他们内心升腾的

小火花，导致问题学生不断被我们自己制造。

处理时，我们需要更多的细心、耐心，来看

见孩子，相信孩子。案例中，如果我武断地认

定他就是抄袭的，不给他展示的机会，势必会

给他留下心理阴影，他肯定不会喜欢我，更不

可能爱上写作文。

每个孩子都有无限的可能，都有成长的专

属“密码”，我们要做的就是放下偏见，蹲下身

来读懂“密码”，放大闪光点，唤醒、点燃内驱

力，努力做他们成长路上的“贵人”，成就孩子，

也成长自己。 （作者系苍溪县歧坪小学教师）

大单元教学设计是教师在班级教学情景

下，基于学生立场，围绕某一具体的学习单元，

从期望“学会什么”出发，设计并展示“学生何以

学会”的过程，以便学生自主构建经验与知识的

教学方案。这要求教师必须提升教学设计的站

位，即从关注单一的知识点、课时转变为大单元

设计，从重视以教师为主的教学设计转变为重

视以学生学习为主的教学设计。只有这样，才

能改变学科知识点的碎片化教学，才真正实现

教学设计与素养目标的有效对接。大单元教学

设计是教师专业性的重要体现，为学科核心素

养的落地指明了清晰的路径。大单元教学设计

应重点关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明确界定单元学习目标
布卢姆认为，在教育中，目标表明了我们想

要学生学习的结果。崔允漷说：“学习目标是学

校教育的范畴的一个具体概念，它既是教学的出

发点，也是归宿，或者说，它是教学的灵魂，支配

着教学的全过程，并规定教与学的方向。”单元学

习目标是单元学习的质量标准，引领着单元教学

的全过程，制约着单元学习的方向，教师的教和

学生的学都应紧紧围绕单元目标而展开，它不仅

决定单元评价任务的设计和教学方法的选择，也

是学生单元学习过程性评价和终极性评价的重

要依据。因此，必须明确：在单元教学过程中，学

生将要获得什么，通过何种路径去获得，对单元

学习内容掌握到什么样的程度。

单元学习目标的构成应与学生紧密相关，

至少必须明确谁学、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么

程度，清晰地回答这四个问题，便构成了单元学

习目标的基本要素：行为主体、行为表现、行为

条件与表现程度。它们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学生

单元学习目标的达成情况。其中，行为主体是

学习者（学生）不是教师；行为表现是指可观察、

可测量的具体行为；行为条件是指影响学习结

果的制定限制或范围等；表现程度指学生对目

标所达到的最低表现水准。界定单元学习目标

以上四大要素时必须要依据国家课程标准、单

元教学内容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

二、科学设计单元评价任务
单元评价任务是基于单元学习目标并且为

检测学生学习是否达成目标而设计的任务。单

元评价任务将学生单元学习过程中涉及到的知

识技能、获取知识的方法、知识间的联系与整

合、知识的迁移应用等融合于课堂，通过任务驱

动检测单元学习目标是否达成，是联系单元学

习目标与单元学习表现之间的桥梁。能否依据

单元学习目标设计与之相匹配的单元评价任

务、获取与单元目标达成相关的学习信息、解释

这些信息并做出反馈或进行指导是实现教学评

一致性的关键。

单元评价任务设计包括评价目标的制定、

具体任务的设计、评价量规的制定等多个环

节。优质评价任务设计应遵循教学评一致性原

则，保证评价目标与学习目标相一致；评价目标

与具体任务相一致；具体任务与评价方法相协

调；评价量规与评价任务相一致。一般来说，评

价任务设计遵循如下流程：

三、整体勾勒单元教学结构
单元教学结构是对单元学习目标、学习内

容、评价任务、时间分配等的整体认识和系统规

划。教师备课时不能仅从“一课一时”出发去解

读教材文本，而应该结合课标从课程的视野系

统地看待单元教材的编写意图、学习目标、知识

（能力）体系、结构特点、具体实施等等。教师既

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纵向把握学科知识的逐

步扩展，学生能力的逐渐提高；教师又要根据课

标的规定横向把握学科的全部要求，如语文学

科核心素养的培育不能仅窄化为“语言的建构

与运用”，还应注重学生“思维的发展和提升”、

“审美的鉴赏和创造”以及“文化的理解和传承”

的培育，四位一体，缺一不可；教师更要站在育

人的高度看待单元教材，深度挖掘学科教材的

五育因素，从教学走向育人。教师在明确单元

学习目标与评价任务后，应通盘考虑单元学习

目标整体实现的全过程，如整个单元如何划分

课时？可分几课时完成？每课时实现整体单元

中的哪些目标？这些学习目标内在的逻辑关系

是否严密，是否体现学生的认知进阶？等等。

教师要在充分思考的基础上，勾勒出单元整体

教学结构图。具体包括以下内容：单元设计的

理念——体现学生主体、课标导向、能力为重、

素养为先；单元目标的进阶——体现目标间的

关联性、逻辑性、结构化；单元课时内容的选择

——体现课时内容的时代感、生活化、契合度。

四、精准安排单元教学活动
单元教学活动是指教师为了单元学习目标

的整体达成而设计的各种教学活动。每种教学

活动都包括受教者、施教者、教学目的、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教学环境等构成要素，需要区域

教师全面认识、精准设计、有效开展，具备并体

现良好的课程观、学生观、教学观。

单元教学活动在单元教学设计时整体规

划，在单元课时中具体实施。要重点关注以下

几个教学活动：一是情境创设活动能否有效激

发学生兴趣、热情、思考、探索，能否替换其他真

实情境更能引人入胜；二是自主探索活动教师

怎样才能更好地给予学生恰当的主题、合适的

空间、适度的时间、灵活的形式；三是集体交流

活动学生怎样才能更好地倾听别人的想法、阐

述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意见，教师怎样才能

更好地引导学生深度思考、准确表达、有效辩

论；四是归纳概括活动教师怎样才能更好地让

学生一课多得、学有所获；五是巩固练习活动教

师设计怎样的评价任务才能更好地检测学生是

否真的“学会”并能学以致用。

本文系2020年度四川省教育科研资助金

项目一般课题“区域开展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

评一致性’的实践研究”（编号：SCJG20A125）

的研究成果。

全力遏制疫情蔓延，坚决打赢疫情防控

攻坚战，与祖国“疫”路同行、永不止步。坚持

听党指挥的原则，按照上级关于疫情防控工

作的要求，高度重视，密切关注，及时应对并

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切实维护好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一、“三人互助”的疫情防控主体

人的因素是疫情防控的主体，教师是人、

儿童是人、家长是人，作为学校，防疫必须依

靠这三种人，也为了保护这三类人。

首先，成立疫情防控领导小组，行政班子

带头，科学部署，精准施策。制订疫情防控工

作预案，统筹规划校园疫情防控管理措施，细

致安排校园每日消毒工作，严格把控值守人

员值班管理，抓实抓细疫情防控工作各个环

节。

其次，为爱值守，全体教师实时关注，随

时响应。时刻关注幼儿在家状态，每日利用

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亲子活动指导，同时针

对不同幼儿动态，开展线上家访活动；时刻关

注工作群中即时动态，学习疫情防控知识；做

好各项疫情防控信息上报工作，同时将最新、

最权威的防控措施转发至全体家长，全力守

护幼儿健康。

最后，共同战“疫”，家长团体全力支持，

积极配合。在防疫中，家长们扮演着至关重

要的角色。每天，家长群里报平安的消息此

起彼伏，每一声传达着孩子的平安。为了孩

子们的健康及安全，家长与教师齐心协力，共

同配合，共同为战“疫”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

二、MCMR的一体化防疫模型构建与实

施

幼儿园开展的各项防控工作必须抓住基

本元素，环环相扣，整体推进。我园从师德

（Morality）、文 化（Culture）、管 理（Manage-

ment）、教 研（Research），建 构 了 幼 儿 园 的

MCMR防疫模型。

一是师德防疫（Morality）。我园始终将

师德作为师资管理的重点工作来抓，开展各

类师德建设活动，在园内弘扬尊师重教氛围，

并树立牢固的服务意识。用心加强教育法律

法规知识学习，组织教师认真研讨，要求教师

关爱儿童、讲奉献、强化防疫原则，杜绝麻痹

大意心理。

二是文化防疫（Culture）。团队建设直接

关乎到防疫的成果，同样的一块铁，能够锯融

消损，也能够百炼成钢；同样的一支队伍，能

够庸碌无为，也能够成就大业。重视团队管

理，透过多种活动与策略，激发教职工敬业爱

岗的精神以及用心上进的工作作风。我园对

《三案九制》进行了培训、推广，做到让员工熟

知各类预防新冠病毒的措施。

三是管理防疫（Management）。营造整洁

温馨的幼儿园环境，做到处处无卫生死角。

对园所环境严格进行清洁消毒。开展防疫应

对实操演习，增强师幼自我保护意识，同时每

周一排查，每月一整治，确保无安全事故发

生。杜绝各类疾病的发生及传染。每天按要

求晨检，发现异常状况，立即采取隔离。分管

人员每天进行巡视检查，加强保育员和厨房

人员的操作流程监督，全力保证无一食品安

全事故发生。全园幼儿自带水杯，幼儿园提

供饮用水；所有擦手擦嘴巾暂停使用，全部使

用抽纸，避免交叉感染；幼儿就餐时，桌面增

加了挡板，避免飞沫；每周进行幼儿玩具以及

图书等消毒，将之前的每月换洗幼儿被褥改

成每周。

四是教研防疫（Research）。广泛开展防

疫研讨，把防疫工作融入到儿童的一日生活，

细化一日保教工作，加强基础性综合课程的

检查与指导，确保规范、优质。组织各班教

师、保育员学习、讨论《指南》、《幼儿一日生活

常规》并实施落地。把防疫融入到信息化平

台，我园分别透过“智慧树网站”、“家长委员

会”、“家长会”、“家长调查问卷”等方式，充分

听取家长对幼儿园防疫、安全、一日生活活动

等的意见，与社区密切合作，组织学习防疫知

识等，做到家园、社区一体化教育，通过各种

形式，普及新冠病毒预防知识、培养幼儿良好

的个人卫生习惯，远离病毒，保障健康。以班

级为单位，让孩子们自己动手策划与疫情相

关的活动。各班开展观摩评比活动，互看互

学，重点打磨半日活动，强调保教结合的有效

实施方法。

“六个下功夫”是新时代教师的行动指南
■ 成都师范学院培训管理中心 李德树

▼

幼儿园一体化防疫实践
■ 成都高新区天映幼儿园 王文琍

谨慎怀疑 相信孩子

■ 权卿宗

学前教育论坛

小萌娃学绿植 刘传福 摄

双减聚焦 落地
理论·实践

优化大单元教学设计 护航高品质课堂
■ 成都市双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冯之刚

教育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