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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双减”的核心内容是：减少作业、减少学科

类培训。从宏观上讲，“双减”是党和国家的人

才战略决策，是育人方向的重大变革；从微观上

讲，“双减”是教育评价的转型，是学校课程建设

和教学方式的变革。这项重大举措，牵动无数

个家庭，重塑着基础教育的生态。

巴州四小（又名“晏阳初实验小学”），巴中

市唯一一所以晏阳初命名的学校，结合“晏阳初

教育思想”下看待“双减”，体会更深。学校该如

何提升质量，开设多样化的课程，培养孩子们的

综合素质，回应国家、社会、家庭的期盼？学校

该如何做出改变，以父母心爱学生、以工匠心做

教育、以初心对事业？我们通过对学校管理模

式、流程方法的转型升级，实现“科学减负，增效

提质”，让教育真正回到学校，回到教室，回到孩

子的成长之中。

首先，“双减”是一个系统工程，学校要抓好

“三个关系”，跑好“双减”“最后一公里”。一是

抓“学校和家庭”。通过提升教师业务素质来提

升课堂教学质量。同时，召开线上线下家长会，

大力宣传《家庭教育促进法》和“双减”政策，让

学校和家庭同频共振，形成共识和合力。二是

抓“教师和学生”。通过课前的准备、课堂上的

探究和课后的督查来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同

时，注重培养学习兴趣，学生全员参与课后服

务，多方面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三是抓“作业

和培训”。主要是在作业的量和质上进行考核，

制定了《作业管理细则》，专人挂包年级监管，教

师优化作业设计，控制作业总量，做到对学生作

业的全批全改。

落实“双减”，必须牢牢抓住“课堂”主阵

地。现在的课堂教学应聚焦学科核心素养，更

加突出学生的主体参与，组织学生开展深度学

习。深度学习不是深在知识难度上，要在学生

的“学”和教师的“教”上下功夫。为抓住这一核

心和要害，学校管理者一方面要深入课堂，坚持

听课议课、思课磨课，以思想和行动去引领教

师；另一方面，不遗余力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在

“作业管理”方面，实施“基础+提升+拓展”的设

计策略，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并对作业的“时

间、内容、批改”等方面作了详细规定。实行“一

表一单一指南”，“一表”——作业内容一览表，

规范各学科作业内容，做到当堂解惑、当堂消

化，杜绝“课内损失课外补”的现象。“一单”——

作业公示清单，实行每日一公示，每周一更新，

控量保质。“一指南”——作业布置指南，明确作

业形式与要求。

其次，学校要落实课后服务。课后服务具

有“托管+拓展”的双重目的，不仅仅是为中小

学生提供简单的“看护”服务，更是一项开发学

生潜能、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教育工作。

学校不仅对学生进行“托管”，还要进行“拓

展”。对于“拓展”，主要是“双增”：增加学生

“户外劳动、艺术体育”素质教育，让孩子身体

有力量、大脑有力量；一增加学生接受体育和

美育的课外培训，让孩子精神有力量、行动有

力量。通过“双增”重塑教育之“质”，让孩子的

成长“加质”、快乐“加倍”。学校对课后服务进

行顶层设计，保证每天下午课后服务“1节课作

业辅导和 1节课兴趣拓展”。建立了静态托管

和动态托管互补的“2+2”课后服务模式——每

周前“2天”为静态托管，教师走班，学生以班为

单位开展“静态课程”延时服务，涵盖个性阅

读、书法美术、兴趣英语等课程。后“2天”为动

态托管，学生走班，教师以社团为单位开展“动

态课程”延时服务，包括篮球足球、器乐、演

讲、舞蹈合唱、校园主播、科技创客等社团项

目，其目的是让孩子用足天赋的能力，让孩子

灵动起来；在管理上，学校每日有督查通报，

期中有汇报展示，期末有评价反馈，将课后服

务质量纳入师德师风和年度考核，确保“双

减”落地落实。

最后，家校社联手保障“双减”落地。家庭

教育是学校教育的最大保障，父母是孩子的终

身老师。2021年，《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实施，开

启了“依法带娃”的时代。成功的教育，需要家

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形成合力。家长一是要增加

亲子陪伴的“高质度”。家长再忙也要陪伴孩

子，高质量的陪伴就是和孩子一起做一些有意

思的事情，让孩子的成长有自信、有底气，和父

母一起做事很容易进入状态；二是要增加亲子

阅读的饱和度。家长要鼓励孩子多阅读，而亲

子阅读正是培养孩子良好阅读习惯的方法之

一，也增加了家里的书香气；三是要增加家校配

合的“默契度”。老师负责用心教书，传授知识；

家长负责育人，培养品质。

下一步，我们从三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双

减”。一是“双减”工作与校园文化相融，唱响

“晏阳初教育”，赋予“双减”文化内涵。二是“双

减”工作与教师成长相融合。通过课题研究、教

研沙龙、名师讲座、课堂展示，提升教师专业素

养，让老师成为“教中有育，大爱无痕”教师。三

是“双减”工作与学生成长相融合。通过升旗仪

式、艺术体育、科技创新、阅读展示、综合实践等

活动，促进学生个性发展，让学生成为“成长有

温度，生命有广度的现代小公民”。

3月29日，成都市“写作中的思维”主题教

研活动在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学校举行，这

是成都市“本色作文导教导写的系统建构与实

践探索”系列活动之一。该校小学部崔若凡老

师和中学部的廖芬老师，用“前导（20分钟）→

写作（40分钟）→后导（20分钟）”的方式，分别

执教了《形形色色的人》和《有精神的人》。活

动中，还举行了成都市优秀作文集锦《笔尖流

出的故事》发布会。

教学现场
“前导→写作→后导”结构性写作课

通过小学和中学联合教研的方式，崔若凡

和廖芬两位老师采用了“前导→写作→后导”

结构性写作课方式上课。成都市教科院大数

据与监测评估所副所长、小学语文教研员罗良

建介绍，“前导+习作+后导”的时间划分，重构

了作文连堂课的时间，改变了传统作文课堂结

构，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益，减轻了

学生作业负担，是语文学科对“双减”落地的实

践和探索。

在“前导”课上，针对主题“形形色色的

人”，崔若凡在写作课中恰当地设问、点拨，给

出“思维模板”，让学生抓住人的细节要素进行

刻画和描写。她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大胆展

示，巧妙地指导学生习作，始终让学生成为课

堂的主角。在“后导”课上，孩子们出示写好的

作文，她请孩子自己对照“模板”要素进行修改

和深化。三个环节后，学生们自己修改的作文

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廖芬紧扣热点，以奥运风云人物苏炳添参

赛视频进行课堂导入，引导学生进入“精神”的

解读，学生互相补充，畅谈体会。之后廖芬将

苏炳添比赛的镜头片段化，请学生自选写作的

重点，进行写作实战。在“后导”课点评环节，

廖芬请学生朗读自己写好的文章，让孩子们互

相批改、出主意，激发了他们的习作兴趣，将

“前导”和“后导”的实效性充分体现了出来。

两节课上，圣菲学校的孩子们表现得自信

大方。学习后，两班立即进行作文创作，展现

了学生扎实的写作素养。成都市教科院小学

语文教研员罗良建说，课堂展现了“本色作文”

的导学、导教，呈现了中小学联合教研的魅

力。不仅有利于学生思维发展与能力提升的

连续性，也有利于实现学生能力、情感、价值观

等全方位的提升。

记者了解到，在推进中小学写作教学研究

的道路上，有专家建议采用“一题四课”的教学

范式，即“指导构思课、自主完稿课、评议修改

课、展示分享课”，把中小学写作教学研究继续

推向深入。针对当前中小学写作联合教研教

学现状和实际，成都市的语文教师从不同主

题、不同角度诠释着“教学评一致性”的内涵，

并且在研究和实践中不断探索教学改革的新

路径，改变教师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专家评课
深入推进中小学写作教学研究

四川省教育学会小学专委会副秘书长、双

流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语文教研员付建勇

对小学课堂《形形色色的人》进行了点评。

付建勇说，这节写作课抓住了“三个紧

扣”：首先紧扣“叙”字，即突出人物序列化，既

然写形形色色的人则必然要抓住人物的特点；

其次紧扣“导”字，强调导写结构化，即“导情

境”——为什么学、“导内容”——写什么、“导

构思”——解决写作框架、“导方法”——怎么

写。这些是写作的重点，尤其是导方法。付建

勇说：“我们要在写作中抓人物的突出特点、选

典型事例，用多样化的描写方法，具体来说有

三个小方面，即动作慢镜头、语言全扫描、神态

大写真。”最后，紧扣“评”字，“教—学—评”三

个环节紧紧相扣。除此之外，付建勇希望教师

在写作教学上，强化构思示范这一环节，更好

地帮助学生打开思路。另外，教师要注意引导

学生做好事例与作文的融合，将谋篇布局安排

得详略得当。

成都市教科院中学所副所长、初中语文教

研员黎丙成侧重对中学《有精神的人》写作课

进行点评。点评前，黎丙成分享了三个小故

事，第一个故事提出“解剖一只麻雀比给别人

展示一只完美的凤凰有趣得多”，启发教师细

化写作教学过程，落实到每个环节，不要一昧

在课堂上展示优秀范文，使得教学内容缺乏普

适性，不利于大部分学生的进步。第二个故事

启发教师们注意对学生作文的点评，教师要像

普通读者一样认真与学生平等交流，而不是单

纯教学生该怎么写。第三个故事点出不少教

师的心声——写作不好教。黎丙成认为，一篇

佳作并不是由各种写作技巧堆砌而成，实际

上，学生的写作兴趣更有助于激发其写作的内

驱力、创作能力。

另外，黎丙成为写作教学提出了一系列路

径和方法，他用了“6个关注”来总结：一是关注

过程的还原。写作课不能成为结论的展示，而

是过程的展现。无论是侧重于习得方法教学

的前导还是优化写作的后导，都应该落实到教

学的细节，每个环节都不容忽视。二是关注系

统的建构。每一堂写作课不应是碎片化存在，

在初中34个写作单元中，可以分为谋篇布局、

内容选择、情感主旨表达、写作技巧使用4个方

面，这4方面呈螺旋递进的状态，教师不应该孤

立看待每个单元的写作教学，而应该注重学习

与应用的衔接，展现语文学习的综合性。三是

关注支架的使用。要上好一堂有价值的作文

指导课，教师应该具备支架意识，即善于利用

教材中的经典篇目作为写作实例，将写作思维

“可视化”，更清晰地向学生展示。四是关注写

作标准的确立。五是关注学段的差别。六是

关注学生的表现。

专家点评引发线上线下教师热议，启示

教师重新看待自己写作课教学。他们说，这

一新颖的教研形式促进教师从理念更新到行

为改进，激发自己优化写作课改革的热情，一

定会促进教学思想、情感和行为发生深刻的

结构性变化。

教育写作的目的是对发现的教育问

题进行剖析，并探讨问题的解决之道。为

了让作品中呈现的问题得到更广泛的关

注，大多数作者都希望作品能够通过媒介

让更多的人阅读。

从教育资源共享角度而言，一篇优秀

的文章经媒体发表后，无疑是同行们重要

的学习资源。所以，作者在教育写作的过

程中除了要认真表述自己对教育问题的

思考，还应站在读者角度，以“他者”视角，

写出文章可供读者思考的思想深度及学

习价值。

教育写作的“他者”视角，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 是 让 读 者 读 出 文 章 的“ 真 实 之

意”。一篇优秀的文章一定是每句话都有

存在的价值，摈弃大话、空话、废话，不仅

能用有价值的表达抓住读者的眼球，还能

让读者在较短时间内捕捉到作者的真实

之意，触发读者兴趣，使之用“心”去阅

读。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例，如果文章只是

泛泛地用大道理谈论文化，这样的文章很

难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如果是聚焦某一

点，例如服饰文化，通过“校服”这一既有

服饰功能又有教育意义的文化载体，表达

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思考，这种具有“真实

之意”的文章才能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二 是 让 读 者 读 出 文 章 的“ 言 外 之

意”。写文章的目的不仅是揭示出文章中

所提到的问题，还应有对该问题的隐喻，

即需要读者感悟的“言外之意”。读者读

不出“言外之意”的文章，其思想深度肯定

是不到位的。如何让读者读出文章的“言

外之意”？需要作者在写作时不要仅仅就

事论事，而应以系统思维把文章中揭示的

问题放在“大教育”的系统中去论述，让读

者在“主问题”的牵引下，读出“分问题”。

以学校中对干部的称呼为例，部分学校对

干部都以职务相称，文章的“主问题”是为

何对教育干部不再使用教师称呼？其“分

问题”是干部称呼高于教师的官本位意

识。只有让读者读出文章的“言外之意”，

才是一篇能够引发读者思考的文章。

三 是 让 读 者 读 出 文 章 的“ 不 尽 之

意”。一篇高质量的文章，一定要基于读

者视角给读者留下不够完美、需要进一步

完善的“不尽之意”。当读者读出文章的

“不尽之意”时，说明该文章与读者发生了

共鸣，达到了让读者用“心”去阅读的写作

初心，达到了让读者就某一观点进行质疑

的学术目的。所以，作者在写文章时，不

要力求把文章写到无可挑剔，而应在意识

形态正确的基础上，站在读者立场，给读

者留出阅读后的“不尽之意”，激发读者以

批判性思维站在新的角度进一步对问题

进行思考。

四是让读者读出文章的“未言之意”。

写出高质量的文章是每个作者的追求，但

无论多么优秀的文章，都不要在“提出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框架体系

内，淋漓尽致地把每个环节都表述出来，而

应站在读者视角，给读者留下“未言之意”，

激发读者在文章现有思想观点基础上，进

一步思考这一问题。当很多读者都去思考

文章中的“未言之意”，有助于构建针对某

一问题的教育研究体系，有助于在系统研

究的基础上提升教育实践质量。

从作品呈现形式而言，教育写作的作

品有两种，一种是写给自己看的教育日志

或随笔；另一种是通过媒体发表的教育专

著、教育论文、教育叙事、教育评论、教育

随笔等。对于通过媒体发表的作品，既要

鲜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也要站在“他

者”视角，让文章能够引发他人的思考，才

是作品的价值所在。

一

我发现孩子们特别喜欢那些小店里在卖的

彩色贴纸，那些贴纸有卡通的、有花卉的，有的孩

子把贴纸贴在手臂上、书包上、文具上，还有的贴

在脸上。看到孩子们这么喜欢这些贴纸，我不禁

想：我何不把这些贴纸用到我的作业评价里去？

于是，我精心挑选了好多种漂亮的的贴纸，

有红旗、五角星、苹果笑脸、红花、大拇指等。批

改作业时，对于那些字迹工整，正确率又高的作

业，我醒目地贴上一个“大苹果笑脸”,表示奖

励。对作业有进步的，我帖一个大拇指，表示赞

许。作业按正确率和书写质量，依次贴上一颗

星、两颗星、三颗星。累计到十颗星时，就可以得

到一面红旗，则把红旗贴到展示墙上。刚实行

时，孩子们积极性特别高，作业的正确率和整洁

情况出奇地好。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越来越多的

作业变得整洁又工整了。

二

现在有一种便利贴，五颜六色、各种形状的

都有，反面有粘性，在正面写下需要记住的东西，

时常提醒你，很是方便。我想，何不把它用在作

业批改上。于是，我向学生推荐它，要求他们在

作业订正时，就用一张便利贴，把正确的订正，以

及错误的原因和做这种题目该注意地地方等，写

下来，贴在作业错题旁边。复习时，很容易找到

自己的错题，看到自己错误的原因以及做题方

法。自从让学生用便利贴后，学生作业订正得很

认真，课后作业的质量也提高了不少。

三

我班每周都会进行一次优秀习作评选。我

会把一些好的作文打出来，隐去作者的名字，发

在群里，不一会儿工夫，群里就会有家长的“跟

帖”点评。当然大多是赞美的，有些点评很有水

平，老实说，比老师的评语写得还好，真是高手在

民间。这样的跟帖式评价后，家长们的积极性很

高，有的还发生激烈的争论，在交流、争论中，家

长的评价水平也提高了。现在，不少家长为了自

己的孩子能参加每周的优秀作文评选，对孩子的

每篇作文都能认真指导。

“为什么写”（动机）、“写什么”（内容）、“怎样写”（形式）是语文写作教学要解决的三大难题，中小学如何联合教研也是语文界关注的热点。3月

29日，在成都市“写作中的思维”主题教研活动中，两节小初作文课基于统编版教材的单元习作教学，采用“前导”和“后导”的教学范式，对作文教学

进行结构化变革，给线上线下听课的7000余名教师提供了一次有益的教学尝试。

小初语文联合教研 解构“写作中的思维”
■ 实习生 秦小涵 本报记者 夏应霞

教育写作的
“他者”视角

■ 江苏省宿迁经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吴维煊

双减聚焦 落地
理论·实践

“双减”落地 教育回归本质
■ 巴中市巴州区第四小学校 李光珍

教育叙事

周三下午，第一节课，我走进教室，进行课

前午检。孩子们整齐地坐着，可唯独第三排的

浩坤一脸委屈，眼睛里还闪着泪花。

“怎么了，浩坤？”我问，他默不作声，低着

头，泪珠瞬间滚出眼眶。

“生病了？”我摸摸他的额头，猜测道。他摇

摇头，一声不吭。

我继续猜测：“同学欺负你啦？”他听到后，

仍不肯说话，抽噎声更大了，胸口随着呼吸一起

一伏的。

“你不告诉老师，老师可要上课了？”我大致

猜出了缘由。他抬起头来，泪眼婆娑地望着我，

我热情而又期待向他点点头，鼓励他说出来。

半晌，他挤出几个字来：“权……他们……

他们嘲笑我！”他气愤地指着周围的几个同学，

说完趴在桌子上，把头埋进臂弯里。

“哦，是吗。”我笑了笑，拍拍他肩膀，望向周

围的那几个孩子，显出责备的神情。他们一个

劲儿地朝我摆手：“权老师，我们可没有嘲笑

他！”

我小声问：“能不能悄悄告诉老师，你们刚

刚对他说什么啦！”

曼琳站起来凑近我的耳朵小声说：“刚才，

我们几个说他是动画片里的大头儿子！”哦，原

来如此，浩坤头是有点大。其实，动画片里的大

头，除了头大点外，还很机灵、聪明，深受孩子们

喜欢呢。而浩坤同学呢？除了爱掉眼泪，特喜

欢阅读，脑袋瓜和大头儿子一样，聪明着呢。我

想，他误解了女生们的意思。

我笑了笑，摸摸他的后脑勺说：“她们说你

是大头儿子！”他点点头，眼睛仍凶巴巴地盯着

那些女同学，像一头愤怒的小狮子。

“她们说你是大头儿子，那可是在夸你哦，

没有嘲笑的意思。”我一边说，一边望望那几位

女同学，她们也很配合地点头。

他吃了一惊，抬起头望望我，不敢相信老师

居然站在欺负他的学生那边。

我继续说：“大头儿子，可是很聪明的一个

孩子，不但机灵、可爱，还喜欢帮助人。”周围的孩

子都点头赞同。“他们不仅没有嘲笑你，是在说你

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呢！你不是经常拿100分

吗？语文上的背诵任务，一口气就能背完。”他听

得眼睛一亮一亮的，表情瞬间由雨转晴。

我转向那几位同学：“你们以后要表扬浩

坤，请一定表达清楚，不要让人产生误解哦！”孩

子们答应了。

之后的课堂上，浩坤又生龙活虎起来，不时

和那几个“欺负他的同学”开心地探讨问题，好

像没有发生过什么一样。

生活中，孩子们间总会发生一些小“事故”，

如果我们视而不见，不屑一顾，会让与之相关的

孩子，陷入负面情绪不能自拔，进而迷失于课堂

之中，毫无所获。其实，只要我们留心、细心、用

心，这也是一种教育资源，一种教育契机，考验

着我们临场教育智慧的生成。只要站在关心与

欣赏孩子立场上，把自己变成一个孩子，运用儿

童的语言，应用儿童的思维方式，把这些“事

故”，变成故事，我们就能给孩子带来快乐，带来

成长，而我们则能收获来自孩子的乐趣，收获教

师这份职业的幸福感。

把“事故”变成“故事”
■ 苍溪县歧坪小学 权卿宗

“贴”出来的进步
■ 江苏省镇江市新区实验小学 徐丽娟 吴民益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圣菲学校的初中生在写作“后导”课上，修改自己的作文。（记者 夏应霞 摄）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