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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落实国家“双减”政策，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家长理解配合，需要教师全力参与，需要

学校强力推进。我们围绕国家“双减”政策，

从学校、教师、学生等三个层面进行分类要

求，细化措施，增强教育针对性，共同探索新

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之路。

一、学校层面——在课程、健康、评价上

下功夫

1.开设丰富多彩的微型课程，提供成长所

需养料。

以课程为切入口，充分利用学校多年已

有的研究经验和成果，提高晚托课程质量。

以及丰富的社会教育资源（非遗进校园），开

设丰富的专题（专项）活动和社团活动，让学

生选课走班，发展学生兴趣特长。目前学校

开设了艺术、体育、阅读、思维、劳动、科学、非

遗等七大类近50个社团，社团活动时间成了

学生最为向往的时段。同时加强与社区联

动，整合资源，开展社区教育、国防教育、爱国

主义教育等，如走进武警中队、观摩枪支器械

展览、瞻仰烈士塑像等，提供学生成长所需的

各类“养料”。

2.优化生理心理健康机制，提升生命成长

质量。

研究优化学生在校生活的机制、氛围、样

态，营造积极向上的心理、精神环境，提升学

生在校学习生活质量。坚持8：20上课，确保

学生每天10个小时睡眠时间；坚持每天上午、

下午各30分钟的大课间活动，保障学生在校

活动时间；结合学校开发的“三个文化”读本，

利用“课前三分钟讲英雄故事”，提升学生文

化底蕴、丰富学生精神世界；挖掘学校地理、

历史文化，构建“乐观、乐业、乐成”的校园主

题文化，引导学生向上、向善，积极建构多元

的、充满正能量的校园气场。大力培养学校

心理健康教师，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课堂教学，

积极开展心理辅导工作。

3.探索师生成长评价体制，保障政策落地

落细。

以激励性、发展性评价为导向，在教育教

学过程中增强对话型评价和过程自我诊断，

减少考试频次，提升命题质量，发挥考试结果

运用的育人功能，探索“保底评价、增量评价、

卓越评价”相结合的教师

业绩评价机制和“一课一

册一单一袋”的学生综合

评价体系，不以考试分数

绝对衡量师生水平，引导

教育教学观念和方法的更

新优化，让成长看得见，更

重要的是让每位师生都有

成功的机会。

二、教师层面——在

课堂、作业、共育上下功夫

1.提高学科教研水平，

构建学科智慧课堂。

教师的教学水平的高

低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业负

担轻重，不同的学科有着

不同的素养培养内涵。通

过梳理不同课程发展目标

的核心素养，形成我们的

课堂教学理论，我们要求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务必凸

显学科“关键词”，体现智

慧课堂的内涵。

2.提高作业设计研究，

彰显作业育人功能。

作业改革是“双减”和“五项管理”的核

心。学校主动对接“国家优秀教育成果推广”

实验，注重作业的精心设计和分层落地，不依

赖成品练习题的数量堆积，提高作业设计和

批改反馈的质量，做到面批面改，全批全改。

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作业量的规定，不把书

面作业带回家。我们把作业分为三类：强基

类作业、固本类作业、增能类作业。学生通过

强基类作业的分层训练，达到夯实基础知识

的目的；学生通过固本类作业训练，达到“养

德”的目的；学生通过增能类作业训练，增强

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还定期开展优秀作业

展评，师生在相互借鉴中共同提升作业设计

和完成的质量。

3.提高家庭教育素养，提升家校共育质

量。

家校沟通是“双减”“五项管理”的后盾。

通过举办家长学校、专题家长会等，提升家长

家庭教育水平。邀请家长参与到学校的日常

教育教学活动中，如“拼音乐游闯关”“经典诵

读考级”让家长担任评委、邀请有特长的家长

参与开设微型课程等，让家校联系更为紧密，

教育指向更为精准。

三、学生层面——在阅读、运动、探究上

下功夫

1.倡导阅读，提升生命厚度。

我们在全校开展了“践行全过程民主，好

书更适合儿童”活动，让师生及家长参与到

“影响学生一生的十二本书”推荐活动中来，

构建全民阅读的整体氛围。学校也相应地增

加书籍数量和种类，拓展阅读的空间和方式，

让图书馆成为学校最有吸引力的场所，引导

家长建立家庭图书角，吸引孩子们阅读。开

展演讲、读书分享会、乐娃书市等读书活动，

让书成为学生日常生活的一分子。

2.倡导运动，提升生命长度。

坚持每天一小时体育活动，保障锻炼时

间和品质，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和方式，优化

特色体育活动，规范大课间活动，让“教会、

勤练、常赛”落实在每一天的体育活动中，

把体质健康管理落实在每一天的成长中。

倡导并指导亲子运动，保证锻炼时间和品

质。

3.倡导探究，提升生命宽度。

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实践探索性学习、专

题学习，引导教师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勇于创

新，让学生享受探究学习乐趣。协同家长创

造探究条件让孩子参与实践探索性学习，如

观察小动物、植物等，养成勇于创新、享受探

究学习的情趣，建立有利于孩子成长的家庭

氛围。本期我们开展了“我为世界添彩”的向

日葵种植活动，给每位学生赠送了4粒向日葵

种子，让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种植观察向日

葵的生长变化过程，初步了解并记录分析生

命的生长变化历程，进而认识生命、尊重生

命、敬畏生命。

回望名师的成长之路和名校的发展历程，教

研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据了解，有些学

校老师不仅不热衷教研，还认为教师把课上好就

行，不用做什么教研，没有多大作用，甚至觉得做

教研是“不务正业”；部分老师做课题、写论文是

“被逼的”，仅仅是为了评职称的需要。有的老师

更是毫不掩饰地说：“平时教学工作已够忙了，还

要照顾家庭，我哪有时间再做教研？”还有的老师

说：“那些经常搞课题、发表论文的老师，不见得

他的教学成绩有多好，甚至还不如我呢。”我想，

老师们究竟有没有读懂什么是教研？有没有清

楚教研的作用，特别是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追问，有助于教师读懂教研

的内涵及魅力，从而有利于提高教师参与教研的

主动性、积极性和投入度。

一、何谓教研？

从构成上看，教研是由“教”+“研”组成。在

字义上，“教”有教育、教学、教材、教师、教具等之

义，“研”有研究、研讨、研修、研学、研发等意思。

所以，“教研”不是教育研究的简称，也不是教学

研究或教育教学研究的简称，而是关于教育、教

学、教材、教师、乃至课程、学生、学习和作业等方

面的研究（或研讨、研修、研学或研发）的统称。

这就意味着，在方式或内容上，教研不能被

窄化为做课题、写论文，做课题只是教研的一种

方式，而写论文是教研成果的一种提炼、表述和

交流的形式。教师日常的集体备课、上课、听课

或观课、评课或议课、命题等，或者参加课题研

究、主题研修、专题研讨、课程研发，以及考察学

习、培训等研学活动，以及开展调查研究、访谈等

都属于教研的范畴。

此外，对教育政策的解读、对学校发展的诊

断、对课程标准的研读、对学情的分析、对学习的

探讨、对评价的反馈等等，都是教研活动。华东

师范大学教授李政涛说：“教研绝对不是高深的

难以理解的工作，而是每个一线教师日常工作中

的修行。”在我看来，教研的天空比想象的要辽

阔，教师无不在教研之中，教研应成为教师生活

的常态，而教师则应以“研究”的姿态成长和构筑

自己的教育大厦，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成长

创造更好的教育。

二、为何教研？

从关系上言，教研中的“教”是“研”的对象，

是承载“研”之种子萌发、生长、开花和结果的土

壤；而“研”是行走在“教”之田野的心态、姿态和

状态，犹如洒向土壤的阳光和雨露。显然，有了

“研”的阳光才能照亮“教”的方向，有了“研”的雨

露才能涵养“教”的土壤。故而有云：“教而不研

则浅，研而不教则空。”

“研”由“石+开”组成，意思是指“把石头打

开，求真事物的本质”。打开“教”之“石头”，教师

能看见“教”之“五腑六脏”或“五光十色”，甚至发

现“教”之“化石”或“玉石”。于教师成长而言，

“教研”是教师胜任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支撑，是

教师找到教育制高点的通道，是教师发现教育规

律、教学原理以及师生生命成长的节律和优势的

眼睛，是教师精耕细作课堂教学的利器，是教师

职业倦怠的“消除器”，是教师收获专业成长和职

业幸福的田园。

就集体研讨来说，根据“乔哈里窗”原理，教

师既可以通过陈述和回答让自己知道和他人不

知道的“隐蔽区”转化为自己和他人都知道的“公

开区”，又可以通过倾听和回应走出自己不知道

但他人知道的“盲点区”而抵达“公开区”，还可以

通过观点碰撞让自己和他人都不知道的“未知

区”也变成“公开区”。也就是说，集体研讨能不

断扩大教师群体的“公开区”，从而为教师的生命

持续赋能和增值，进而产生专业成长的群体效

应。这就是集体研讨等教研活动对教师成长的

重要价值。

三、如何教研？

从策略上想，如果教研是“把石头打开”，那

么如何教研就是要解决“怎样把石头打开”的问

题。“把石头打开”不是“把石头打碎”，也不能“打

而不开”。要顺利地做到“把石头打开”，首先，要

明确谁来打开；其次，要清楚打开什么样的“石

头”，再次，要选择科学的方法、合适的工具，并从

恰当的位置着手、着力。换言之，教研的开展应

做到“五要”：一是目标要明确；二是主体要主动；

三是内容要系统；四是方法要科学；五是问题要

解决。

有些学校老师之所以没有收获教研带来的

硕果，我认为主要原因可归纳为：“思而不考、研

而不究、知而不行、做而不思、述而不作。”因此，

老师们在开展教研时应做到思考同行、研究合

体、知行合一、做思融合、述作同步，即从“研而不

究”走向“既研又究”，从“知而不行”走向“既知又

行”，从“做而不思”走向“既做又思”，从“述而不

作”走向“既述又作”。

倘若想啜饮教研的甘泉，教师要不断强化自

身的问题意识，提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尤其是要锤炼思维的条理性、逻辑

性、思辨性和系统性，从而用“研究”的姿态成长

自己，用“研究”的思维成就学生。

总之，读懂教研，教师就找到了成长的云

梯。拾梯而上，向阳而长；沿途几多艰辛，就几多

美景。

新学期迎来了新同学，期待有新气象的我

和班上小凯聊天，他抱怨学校食堂的饭菜做得

不好吃，此刻，一个念头闪现在我的脑海中。

周末放假前，我告诉孩子们：“本周没有作

业！”话音刚落，我看见他们脸上掩藏不住地激

动与开心。我在讲台上笑眯眯地望着他们，提

高声音一字一顿地说：“免作业有一个条件

……”所有的目光指向我，生怕我改变了主

意。我随即宣布：“本周回家，每人做一道菜。”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有人兴奋、有人惊讶、有

人面露难色、有人议论纷纷。

第一个周末，孩子们家里的厨房几乎都经

历了一场“浩劫”。小凯分享时说：“我做的菜

是番茄炒鸡蛋。打鸡蛋时我把鸡蛋掉在了地

上，看见冒着烟的油锅就扔掉了锅铲。”同学们

哈哈大笑。我从他们的交流中感受到他们煮

饭时的那种捉襟见肘、惊慌失措。

第二周，小凯主动问我，这一周是否要自

己做饭，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面露喜色，“我

已经想好要做什么菜了！”孩子们身上那种初

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让我欣赏。有人主动将

买菜做饭的视频发到了班级群里，我及时回应

他们的行为，并大加表扬和赞美，家长们纷纷

点赞。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他们，他们不仅忙

着在厨房里大显身手，也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买

菜的经历，在厨房里和锅碗瓢盆打交道的过

程，热爱劳动的种子悄悄地在他们心里萌芽。

此后，周末做饭变成了班级常态：有早起

给全家做早饭，煎爱心鸡蛋，磨豆浆的；有热衷

于去逛菜市场的，他们欣喜地发现带着清晨露

珠的新鲜蔬菜在篮子里是那么的水灵好看，市

场上小摊贩们此起彼伏的叫卖声是那么悦耳

动听，这就是生活呀！有主动创新的，在菜品

研发上不断做着尝试和努力。黎晓在周记里

写道：“蛋糕烤好了，我赶紧先递给妈妈尝尝，

妈妈由衷地夸不错。……可是看着一片狼藉

的厨房，回想我这一上午的艰辛劳动，突然意

识到平时吃的妈妈做的饭菜，都是她辛苦的成

果，这其中，都是妈妈深深的爱啊！”

进入初二，某个周末，我让孩子们每人准

备一道自己的拿手菜，周日晚上返校的时候，

我们将在班级举行一次冷餐会，届时也是大家

厨艺的PK大会。那一天如约而至，夜晚教室

里灯如白昼，黑板上已经由班长提前画好了板

报，光亮的黑板上写着“厨艺品鉴大会”的字

样，教室里弥漫着各种美食的味道，孩子们正

在热切地交流着，他们的脸上满是快乐和满

足。……“同学们做小厨师已经一年有余，在

这一年中，大家的厨艺日渐精湛。……”我做

了一个简短的开场白，然后一声令下，他们立

马打开自己的餐盒，金黄、酥脆、外焦里嫩的蛋

挞，酸甜可口带着幸福味道的糖醋排骨，白白

嫩嫩的小笼汤包，鲜香浓郁的油焖大虾……那

天饭菜的丰盛程度带给了我意外的惊喜，我被

孩子们精湛的手艺惊呆了。

初冬的夜晚，窗外寒风凛冽，教室里却是

暖融融的。他们在教室里开心地交换着彼此

的食物，交流着自己做饭的心得，他们脸上洋

溢出来的那种幸福自豪，让我深深地受了感

动。什么是教育？孩子习得自我生存的能力，

获得美的享受，学会感恩，实现自我成长，这何

尝不是教育呢？

蒙台梭利说：“我看过了，我忘记了；我听

过了，我记住了；我做过了，我理解了。”现如今

的教学，我们应该有这种认识：双手才是最好

的学习工具，生活才是我们取之不竭的教育源

泉。我们应该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将

素质教育融入到劳动当中，让他们明白劳动创

造美好生活，也让他们在生活中去表达对劳动

的认同和热爱。

这一切开始于那句话——本周没有作

业。从那以后，一餐餐饭食不仅能够营养孩子

们的身体，更能够营养他们的精神。我很庆幸

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方式，让学生回归到教育的

本质，让学生在生活中去得到教育，感受生活

的美好，也让我更加坚信源自生活的教育更具

有生命力。

如何进一步推动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在基

础教育中的现代转换，建设基于传统教学思

想的课堂？3月23-24日，由绵阳师范学院基

础教育研究院、四川基础教育学科教学改革

团队、绵阳市涪城区教师进修校主办的“基于

传统教学思想的优质课展评活动”在东辰国

际学校举行。本次活动中，33名历史、地理、

语文教师进行了精彩的说课比赛和课堂教学

展评，80余名骨干教师现场观摩了比赛。

◆从理论构建走向教学实践

“中国传统教学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我国教学改革的

根本。”绵阳东辰国际学校副校长阳廷贵指

出，基于传统教学思想优质课展评活动的开

展，对于提升广大教师素质，建设中国特色教

学课堂，树立我们的民族教学自信，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绵阳师范学院教授张天明介绍，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中国传统教学思

想在基础教育中的现代转换研究”从8年前开

始研究，逐步进入到后期的实验推广阶段。

其中，探索的基于传统教学思想的中国特色

课堂已经从初步的理论构建走向深度的教学

实践，从最初的历史学科逐步延伸到地理、语

文、数学、思政、体育、音乐、物理等学科。在

各名师工作室、各学校、各位老师的大力支持

下，“基于传统教学思想课堂”已经构建了11

个，并正在走深走实。

涪城区中学历史（地理）学科教研员杨亚

莎介绍了该国家课题子课题“基于传统教学

思想的‘乐、自、磋、疑、思’五环导学课堂模式

研究”开展情况。该子课题从2017年立项以

来，对基于传统教学思想的课堂模式建构进

行了理论研究和模式验证，2021年申报绵阳

市教育科学规划“校地共建专项”课题，获重

点课题立项，目前课题研究正在深入推进中。

涪城区中学语文名师工作室领衔人谢首

勇交流了该国家子课题“根植中国传统教学思

想的‘泛、察、作、磨’四步读写模式的构建与实

践”研究情况。谢首勇及其工作室成员胡铃凤

现场展示了以此模式融入的教学课例《纸飞

机》和《摸盲盒》。教学过程中，谢首勇强调“寓

教于乐”的教学思想，通过体察式学习增强学

生对描写细节、情感等的观察、体验。

◆说课与课堂教学渗透传统教学思想

此次活动有 12 位优秀历史老师和 15 位

地理老师参加说课比赛，6位教师进行课堂教

学展评。

绵阳实验中学崔静在执教《抗美援朝》

时，从当前的俄乌战争这一时事热点引入，有

效激发了学生兴趣。导入新课后，教师展示

《学记》中“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名句，

鼓励学生积极与同伴切磋琢磨，教师点拨指

导，突破学习中的难点问题，体现了孔子的乐

学好学思想。

绵阳东辰国际学校郑清华的《鸦片战争》

课例充分体现因材施教思想，围绕课前设置

——因“材”定标，根据学生的接受程度进行

有针对性的分层备课；课中教学——因“材”

而教，在新课导入环节，以学生关注的“流量”

明星事件导入新课，激发学生乐学好学；课后

设置——因“材”有思，教师出示《论语·为

政》：“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引导学

生善于思考。

在地理学科的课例展示中，绵阳西园学

校向俊霖用“萨瓦迪卡”泰语问候拉近彼此的

距离，激发起学生的求知欲。整堂课采用模

拟旅游的形式，在生动活泼的情境中实现教

与学的目标，充分体现乐学好学的传统思想。

绵阳实验中学教师张燕以“西北地区”课

例展示了五环课堂导学模式。第一环节：乐

学好学，通过视频导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第二环节：自求自得，教师展示问题，引

导学生看书看图自己习得知识。第三环节：

切磋琢磨，引导学生合作探究西北地区的气

候、植被、生产生活等。第四环节：质疑问难，

引发学生对当地产品与环境关系的疑问。第

五环节：学思结合，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思考

西北地区与南方地区生活差异。

◆专家点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绵阳师范学院教授张天明、罗华文和副

教授黄齐珍，绵阳市教科所正高级教师陈小

龙，绵阳市历史教研员张勇参加了展评活动。

张天明在点评中说，说课应该做到政治

高度、理论深度、情感温度、方法精度的统一；

说课环节完整和逻辑正确的统一；“是什么”

和“为什么”的统一；传统和现代的统一。他

认为，通过这次展评活动，杨亚莎名师工作室

创建的“乐、自、磋、疑、思”五环导学课堂模式

和谢首勇名师工作室创建的“泛、察、作、磨”

读写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得到了进一步实

验和运用，是中国传统教学思想在基础教育

教学中创造性转化的渐进式探索。其实施经

验值得其他有中国特色课堂模式借鉴。

黄齐珍认为，中国传统教学思想是经过

反复教育实践归纳出来的经典理论，对教育

教学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她希望老师们在深

入研究领会传统教学思想的基础上，着力课

堂中渗透、践行五环教学模式，把握好教师的

引导作用，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成为师生

互教互学的乐园，真正实现教学相长。

从传统中来，向未来而去
——“基于传统教学思想的优质课展评活动”侧记

■ 周树余 李青

双减聚焦 落地
理论·实践

面对“双减”，我们这样做……
■ 南部县第一小学 刘小宁

教育叙事

“本周没有作业”
■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校 王庆梅

读懂教研：教师成长的云梯
■ 岭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李文送

专家视角

看！ 李政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