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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郭景水

听了临高中学初中部物理备课组组
长张怀娜老师的一节课，已经任教32年
初中物理学科的临高县临城镇美台中学
副校长王国雄禁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张
怀娜老师的年纪比他小、教龄比他要短，
但是主导的课堂非常活跃，学生们都参
与到了课堂学习之中。

“一所乡镇初中学校的物理教师也就
两三名，校内很难组织起来有效的教研活
动，但是多所学校的物理老师聚在一起，
通过听课评课可以互相学习提高。”王国
雄感叹。

中小学划成4个教研片区

王国雄口中的“听课评课”，是临高县
教育研究培训中心2015年3月正式启动
的区域教研活动内容。按照当时的统一
安排，临高县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将全县的
中学、小学分别划分成四个教研片区，其
中王国雄所在美台中学和临高中学、皇桐
中学、东英中学、马袅学校是中学第一区
域，其中临高中学是首席学校。

临高中学校长林明国告诉记者，首
席学校的职责就是学校教研室作为片区
学校召集人，相应学科的教研组负责牵

头本区域学校联校教研活动。区域教研
活动启动一年来，每个学科教研组组织
了多次“听课评课磨课”的教研活动，片
区内学校相应学科老师全部参加。

中心组培养“兼职教研员”

临高县教育研究培训中心主任李祥
生说，除了将全县中学小学各划分4个
教研片区，临高还在小学语文、数学、英
语3个科目，初中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理、体育、
音乐、美术 12个科目，每个科目遴选
10—20 名省级、县级骨干教师，共计

226人，组成县级教师人才中心组。
据了解，教师人才中心组纳入临高县

委组织部人才培养工程，并且得到45.6
万元的经费支持。“去年12月，我参加了
中心组组织赴湖南四所学校的学习活动，
收获很大。”临高县第二思源实验学校小
学部英语老师李伟东告诉记者，学习回来
后，她已经开始把考察中学习到的好办法
进行应用。

说起组建教师人才中心组，李祥生
的初衷是将他们每个人锻炼成为“兼职
教研员”，在每个人所在的学校、区域中
起到带动辐射的作用，“目前县教育研究
培训中心只有10个教研员，甚至没有覆

盖小学、初中的主要学科，谈何带动全县
学校的教师教研活动。”

对教师教研常规“出狠招”

划分教研片区、组建人才中心组之
后，临高县教育研究培训中心针对全体
教师的教研常规“出了狠招”——抽教、
抽检、抽测。所谓“抽教”就是随机开展
抽样听课检查，了解老师的上课情况；抽
检主要针对老师批改作业情况进行检
查；抽测则是对学生学业水平进行班级
质量抽查，然后进行质量分析。

“在抽测中，2015年上半年我们组
织全县四年级数学和初中八年级数学的
教学质量监测，下半年进行了初中九年
级语文学科的质量监测。”临高中学教研
室主任戴雪梅老师说，“抽教、抽检、抽
测”制度实行以来，每一个老师在日常的
教学中都不敢马虎，因为一旦被抽中，代
表的不仅仅是个人，还有学校、片区。

划分4个教研片区 成立教师人才中心组

临高做活教研：“三抽”出狠招

■ 本报记者 易建阳

近4年来，保亭学生的中考、高考成
绩大幅上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普遍提
高。据分析，这与保亭2012年起实施

“促进教育内涵发展、提升教育质量”的
“九项工程”密不可分，其中工程三“九年
义务教育高效课堂基本范式”（下称“高
效课堂”）也功不可没。2012年，在保亭
教育局的强力支持下，保亭“高效课堂”
教学模式在全县中小学全面铺开。然而
记者了解到，现在保亭多数老师已经没
有按照当初的“高效课堂”模式进行课堂
教学了，绝大部分老师又回到传统“满堂
灌”的教学模式。这么好的教学模式为
何被“冷落”？记者连续走访了多所学
校，试图能找到一些答案。

为提高教学质量，“高
效课堂”应运而生

2012年，保亭教育局推出“促进教
育内涵发展、提升教育质量”的“九项工
程”实施方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在全县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全面推行

“高效课堂”。
何为“高效课堂”？据介绍，保亭高

效课堂的基本理念就是转变教师和学
生的课堂角色，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
主体，教师甘当配角。通过激发学生自
主学习的积极性，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提升学生课堂学习的质量，切实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

根据保亭“高效课堂”基本范式规
定，在一节课40分钟时间里，课堂教学
原则上按四大环节来进行：

激趣定标，定在3分钟以内，就是通

过兴趣把学生的目光吸引到课堂上来；
自学互动，20分钟左右，这是最重要的规
定，是把学生变成课堂的主体，加强学生
之间、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把老师的

“满堂灌”变成学生自主互动学习；适时
点拨，老师根据学生课堂自学互动情况
和结果展示存在的共同疑难问题适时点
拨，8分钟左右；测评训练，10分钟左右，
围绕学习目标当堂检测学生是否达标。
整堂课下来，老师讲授的时间很短，主要
是引导和点拨。更多的时间里，学生们
在积极地自学和互动交流。

近日，记者到响水镇金江学校听了
一节课，该校七年级语文老师张瑜就采
用“高效课堂”教学模式给学生上课。

这一节课主要是检查学生们对古
文《伤仲永》的掌握情况。张瑜把全班
30多位学生分成5组，在她的引导下，5
个小组进行PK。在进入PK环节之前，
学生们先喊出“不比起点比进步，不比
智力比努力”的口号，以鼓舞小组士
气。PK先是小组接龙，然后是一对一单
挑，获胜者老师会计分奖励。记者看
到，课堂十分活跃，老师与学生关系亲
密，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当堂背诵课文。

“我是小组的一员，背不出来会给
小组丢面子，大家会责怪我，我不能给
小组拖后腿。”伍孜仪同学告诉记者。

据悉，上学期期末测试，张瑜所教
的班级语文平均成绩77.1分，而同一年
级另外一个班语文平均成绩为59.9分。

大部分老师抵触，“高
效课堂”推广打折扣

“‘高效课堂’开展4年多，也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比如，老师们的课堂教学

流程越来越规范，学习目标也比较明
确，减少了随意性；全县教研教学活动
开展常态化；在‘高效课堂’上得比较好
的班级，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增强，课
堂比较活跃，教学效果显而易见。”保亭
教育研训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然而，这与预期的目标还有很大的差
距，而且推广的难度越来越大。“因为老
师们的观念太难转变了！可能‘以讲代
教’的习惯根深蒂固，而且‘讲’课更轻
松，更容易控制课堂速度，所以大家不
愿意改变。”而要上好“高效课堂”的前
提是，教师必须课前做足功课，多下工
夫，多了解学生。

据介绍，2012年，保亭“高效课堂”
甫一推出，就阻力重重，一些老师质疑：
学生基础差，不具备这种自学能力；部
分学生话都说不明白，无法开展小组互
动；学生课外书看得少，讨论时没有话
可说……针对这些质疑，保亭教育研训
中心在全县及学校组织大量的“高效课
堂”培训活动和各种比赛，探讨疑点和
难点的多元解决办法，尤其是如何撰写
导学案、科学合理地分配学习小组等难
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高效课堂’继续推行下去困难重
重。”一位知情的老师告诉记者。在“九
项工程”考核中，“高效课堂”所占比例
为15%，这是对学校的整体考核；而对
老师个体来说，是否采用“高效课堂”模
式教学，与其绩效考核结果并没有直接
关系，影响更是微乎其微。

推行“高效课堂”，需要
多方共同努力

保亭响水中心校分管教学的副校

长王亮告诉记者，开展“高效课堂”需要
老师编写导学案，对课堂进行设计，找
一些练习题，这要花功夫。部分有10多
年甚至20多年教龄的老师都有自己的
一套常规教学方法，所以在没有强制要
求下，很多老师不愿意用“高效课堂”模
式教学。

该校教研室主任吴世波说，乡镇中
心校的孩子多来自农村，基础相对较
差，在推行“高效课堂”教学中，效果没
有城市孩子好，分组讨论时，一些学生
讲不出几句话，课堂很沉闷。有时候在
进行分组讨论时，学生过度活跃，讨论
偏离了主题，如果老师对课堂把控不
好，就乱糟糟达不到预期教学效果。

随后，记者来到保亭中学，该校教
研室主任马军向记者介绍，“高效课
堂”教学理念是很好的，以学生为
主体，把课堂交给学生，这种理
念已经被保亭中学老师们接
受，但“高效课堂”不应该模
式化，应该根据当地的特
点，根据学生基础的差异，
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
从保亭中学“高效课堂”
开展情况来看，初中阶段
比高中要好，高中老师基
本不用“高效课堂”模式教
学。

保亭教育研训中心负
责人认为，保亭“高效课堂”
推广之所以艰难的原因主要有
几点：一是行政力量不足。“高效
课堂”在推广过程缺乏强制性的手
段和强有力的评价标准，多数学校只是
做表面文章，应付了事；二是“高效课
堂”的主体责任错位。推广“高效课堂”

本该是学校所需，校长应为责任主体第
一人，但在推广的过程中，教育行政部
门成了责任主体，校长和老师们成了被
动接受者；三是研训指导力量较为薄
弱。虽然县乡配备了相应的教研员，但
因教研队伍成立的时间较短且缺乏相
应的学习和培训，教研员自身的研训水
平不高，要承担起这样的课改重任显然
勉为其难；四是教师自身缺乏课改意
愿。多数老师没有深入学习和实践“高
效课堂”模式，只是浅尝辄止，甚至看都
没看，就简单断言“高效课堂”模式死
板，不好用。

保亭课改模式面临推广难

“高效课堂”遭遇成长的烦恼

本报讯（记者徐晗溪）近日，教育部
下发《201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公布了2015年新增
备案本科专业名单。其中，我省5所高
校新增12个本科专业，以管理学与艺术
学专业为主。

艺术学专业最多有四个

据省教育厅备案数据显示，海南大
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原琼州学院）、
海南师范大学、海口经济学院、三亚学
院新增备案本科专业共有12个。

海南大学新增软件工程专业，海南
热带海洋学院新增水产养殖学、财务管
理、海事管理专业，海南师范大学新增

特殊教育、翻译、地理信息科学、广播电
视编导专业，海口经济学院新增广播电
视编导专业，三亚学院新增风景园林、
会展经济与管理、舞蹈编导专业，以上
专业学制均为四年。

其中，广播电视编导（海师与海经
院各新增1个）、风景园林、舞蹈编导属
于艺术学专业，是新增专业数量最多的
一类专业。除此之外，海南师范大学是
新增专业数量最多的高校，共有4个新
增专业，特殊教育专业是唯一一个教育
学专业。

因此，特殊教育专业作为唯一一个
教育学专业格外引人注目。据了解，特
殊教育是用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教
材、教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

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旨在达到一
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

海师新增特殊教育专业

据了解，海南省49.4万残疾人中，学
龄前与义务教育适龄儿童总数为7.13
万。但是，经海南省教育厅2014年统
计：在全省特殊教育学校就读和随班就
读残疾儿童仅为1717人，其他特教、康
复机构就读的残疾儿童则为512人。

海南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
长任仕君表示：“目前，海南省7所特教
学校、12所康复机构师资紧缺。”原来，依
照《海南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
2016）》的要求：到2016年止，海南需新

增8所特殊教育学校，各市县建立随班
就读体系。“这意味着随着海南省特殊教
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亟需培养数量庞大的
专业人才，而这个专业的设置将为海南
省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提供强有力的
保障，为海南省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任仕君解释说。

据海南师范大学教务处副处长赵
菊梅介绍，根据2012年普通高等学校
本科专业目录，关于教育学学科门类，
海师已经有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学前
教育、小学教育专业，新增特殊教育专
业后，专业门类已基本齐全。

因此，“新增特殊教育专业，意味着
海南师范大学完成了完整的师范专业
体系建设”，赵菊梅介绍说。

保亭“高效课堂”把学生
变成课堂的主体，让课堂活
跃起来。 唐其梅 摄

■ 本报记者 郭景水

下午4时30分，澄迈中学管乐队开始
训练了。带队训练的张克新、刘虹呈并不
是澄迈中学的老师，而是澄迈县青少年活
动中心聘请的兼职老师。

因为没有老师，钢琴、声乐、书法、管
乐、民乐等小门类艺术学科在很多中小学
根本开不起来。澄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主任吴君秀给出了一个解决的办法：活动
中心聘请相应艺术专业门类的教师，通过

“送教上门”的形式，由学校组织学生进行
上课。

“青少年活动中心目前已经组建了一
支文学、艺术、科技兼职教师队伍，目前共
有60人，专业背景涵盖了舞蹈、声乐、民乐、
钢琴、器乐、二胡、电子琴、葫芦丝、古筝、书
法、拉丁舞等。”吴君秀告诉记者，此外中心
还有9名专职教师。

记者注意到，澄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
60名兼职老师有的是候鸟老人，有的是县
直机关、乡镇政府公务员，也有澄迈县部分
中小学的老师。按照专业背景，他们组成
不同的组别，周一至周五到澄迈县内的学
校，为学生上相应的艺术课。

吴君秀介绍，从2013年开始，县政府每
年拨出专项资金，免除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培训费。“到了周末的时候，活动中心的培
训学员最多的时候达到数百人。但是周一
至周五的时间，主动来青少年活动中心的
培训学生则要少很多。”

年近60岁的吴君秀不想坐在青少年
活动中心的办公室等着学生上门。“能主
动来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学生，都已经过
来了，如何能让那些不能来到青少年活
动中心的学生们也可以接受到艺术教
育呢？”经过一番思考之后，吴君秀做出
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青少年活动中心直
接进入学校，托管部分的文学艺术科技
教育课。

要托管全县学校的文学艺术科技教育
课，可是一个“近乎疯狂的举动”，青少年活
动中心要有自己可以调配的师资。吴君秀
首先做了一个全县中小学文学、艺术、科技
辅导教师的统计，在全县52所中小学中，其
中文学老师52人，舞蹈老师37人、美术老
师43人、书法老师51人、声乐老师42人、
器乐老师25人、科技老师47人。

有了这个统计表之后，吴君秀按照某
一所学校缺的学科老师，从青少年活动中
心的兼职教师中选择相应的老师，到对应
的学校开展活动。

“之前主要在县城内的学校开展活动，
进入2016年之后希望可以到更多乡镇村学
校。”吴君秀信心很足，当前乡镇村学校艺
术科技课开不起来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功能
室。“当前，澄迈县正在推动县域义务教育
均衡发展，对农村学校的投入很大。在县
教科局的支持下，活动中心提出了乡镇村
学校舞蹈室、音乐室、美术室、乐器室、科技
室、书法室的建设标准，希望更多的孩子可
以到这些教室上课。”

曾多年担任中学校长的吴君秀经常这
样畅想，每一所学校都要建成“三声校园”：
书声、歌声、球声连成一片……

澄迈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托管
部分学校文艺科技课

周一至周五
送教上门

海南5所高校新增12个本科专业

海师新增特殊教育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