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一家期刊的主编聊天，他
说江苏教师的投稿多、 质量好，
即便在“打压”的情况下，江苏的
稿子每期还要占到三分之一左
右。在外地同行的眼中，“江苏的
老师灵气”，而这种灵气，既来自
于教师个体，也来自于江苏广袤
的观念语域和深厚的文化土壤。

“苏派教学” 是具有江苏气
派、风貌、格调和特色的教学。作
为一种追求，自然有自己的精神
价值和行动方式，我们很难用几
个词来概括苏派教学的特征。
“南学的清简、太湖水的灵动、苏
州园林的精致、石头城的厚重”，
这样的说法很诗意， 也很有意
蕴，用苏地特有的形象表达了苏
派教学的美学追求。 马克思曾
说，“人， 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
造”， 审美活动是人类最高的生
命存在活动。 研究发现，苏派名
师众多代表性人物的教学无不
体现美的规律，而且是在日常教
学实践中自觉运用美的规律。

以语文教学为例。斯霞老师
从儿童出发，带着“童心母爱”投
入教学实践。她对传统教学进行
重构，创造的“字不离词，词不离
句”分散识字、整体语境学习法，
切实把握住了语文教学的特有
规律，使得认知的美与情感的美
和谐统一起来。 李吉林老师把儿
童真正当作儿童来看待， 在真实
的场域中研究儿童、发现儿童。为
给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 抵达自
由、融通和美的境界，她将中国传
统文论和外语情景学习重新演
绎，创生了具有东方气韵的情境
学派。 于永正老师说，“教着，教
着，把自己教成了儿童”，这与李
吉林老师所说的，“我是长大的儿
童”，有异曲同工之妙。 于老师总
是能找到教材中的“伟大事物”和
“亏他想得出”的教学方法，开创
了独一无二的“于氏教学法”。

美的规律是什么？研究苏派
名师， 至少可以得到这样的认

识：一是发挥人的主体性，体现人
的情感力量、人的本质力量；二是
找到事物内在的尺度、法则；三是
通过自由和创造的形式， 让人感
到愉悦，获得美感。 苏派教学的
重要特征是高扬人本精神，以审
美活动为经、以爱为纬，在教学
实践中发现规律，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动性，追求教师个体自我的
自由个性———或为教育思想的
生发，或为情感内涵的独特发现,
或为教学方式的不断创新，或为
教学细节的精心打磨。

运用美的规律提升教学品
质， 这是全国教师都应有的追
求。 而苏派教学惯开风气之先，
涌现的一代又一代优秀教师群
体，形成了这种集体文化人格和
教学信仰，因此，也总是有“人无
我有”，至少是“人少我多”“人轻
我重”或“人有我新”的地方。

目前，课程教学改革已经进
入“教师时代”。 苏派教学的核心
是“人”。 按照美的规律塑造教
师、打磨教学，是擦亮苏派教学
的重要途径。 人生命理想的实现
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能得以达
成。 在斯霞、李吉林、于永正等苏
派名师的身上， 我们能够看到
“生命美学”的精神，这种精神具
体表现为鲜亮的人生态度、鲜明
的教学主张和鲜活的艺术创造。
他们从生命深处热爱教学，在具
体、日常的教学生活场域中保持
审美自律，在审美活动中体验和
确证真实的生命、 自由的生命、
不断走向意义生成的生命和超
越的生命。

佐藤学先生曾在《教师花传
书》中，把洗练、美丽、达成度高
的教学比喻为“妙花”。 按照美的
规律来建造，苏派教学的“妙花”
将会越开越艳、越开越美。

（作者系无锡市梁溪区教师
发展中心副主任、江苏省语文特
级教师）

教教育育思思想想，，催催生生教教育育改改革革；；教教育育思思想想，，引引领领教教育育实实践践。。 苏苏派派教教育育，，是是孕孕育育在在江江苏苏大大地地上上的的教教育育理理想想、、教教育育情情怀怀、、教教育育智智慧慧的的思思想想结结晶晶，，是是推推动动教教育育改改革革发发展展的的实实践践源源泉泉。。 而而今今，，新新时时代代正正
赋赋予予江江苏苏教教育育新新目目标标、、新新内内涵涵、、新新使使命命。。 为为了了更更好好地地探探析析、、研研究究江江苏苏教教育育改改革革实实践践中中的的苏苏派派现现象象，，凝凝聚聚起起推推动动教教育育改改革革发发展展的的更更大大思思想想共共识识，，从从本本期期开开始始，，江江苏苏省省基基础础教教育育内内涵涵建建设设项项目目宣宣
传传研研修修中中心心、、江江苏苏教教育育报报刊刊总总社社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研研究究中中心心将将联联合合《《江江苏苏教教育育报报》》定定期期推推出出““苏苏派派教教育育””专专版版，，邀邀请请省省内内外外名名家家、、专专家家探探讨讨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的的独独特特内内涵涵、、理理念念范范式式、、风风格格特特质质、、典典型型案案例例、、演演进进
逻逻辑辑，，致致力力于于在在新新的的历历史史方方位位和和历历史史起起点点上上为为““强强富富美美高高””新新江江苏苏贡贡献献““苏苏派派智智慧慧””，，为为教教育育现现代代化化改改革革发发展展贡贡献献““苏苏派派理理念念””““江江苏苏方方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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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一个个故事，留得清气满乾坤
■成尚荣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
教材、课堂在不断变化，然而在改革过程
中始终有一些不变的东西，这些不变的东
西就是教学的基本问题。这个基本问题就
在于教学过程中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之
间的关系，也就是人的问题。 我们谈到苏
派、浙派、京派，等等，所谓“派”是离不开
人的，正如苏派教育离不开苏派教育中的
名师， 因为名师是苏派教育的文化符号，
像孙双金、薛法根等，他们都是苏派教育
的标志性人物。研究苏派教育必须从研究
苏派名师开始，而研究苏派名师也必然要
研究他们的教学风格。

教学风格与教师专业发展
第一，教学风格是一个教师成熟的标

志。 维克多·雨果对风格有两段精彩的论
述，第一段是说，没有风格你可以成功，但
是没有风格你最终不能成功。他后来还有
更为诗意的表达，没有风格你不能最终成
功，你得不到众多人心里的欢快，你得不
到众多掌声，你不能陶醉在你的进步和成
功之中。 没有风格你可以成功，是说那种
成功是偶然的，因为只有风格才能最终使
你成功。 由此看来，风格是一个教师成熟
的标志。同时风格也是一个教师成长的重
要路径和策略。第二段，雨果还说，风格是
打开未来之门的一把“钥匙”。 未来，苏派
名师要走向全国，乃至要走向世界，像南
通的李吉林老师，她是一位普通的小学语
文老师，是从课堂里走出来的教育家。 她
的情境教育理念、情境教学主张及由此形
成的教学风格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第二，教学风格能够让教师走向专业
发展自觉。 歌德有句名言，风格是艺术家
所期的最高境界。 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风
格，没有风格成不了艺术家。同样的，对于
教师来说，也应有自己的风格，教师有了
教学风格才能达到最高境界，否则还是一
个平平常常的教师， 甚至慢慢沦为平庸。
有人认为，只有名师才有教学风格，一个
普通的青年教师能有什么风格呢？ 其实，
风格不是名师的专利，所有教师都可以追
求自己的教学风格，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有
差异性，由于人的情感、血液、气质、经验、
特点等类型的不同，致使每个人形成一定
属于自己的风格，只不过我们过去对风格
不自觉，没有进行概括、提炼。而我们今天
提出的教学风格正是让教师们走向自觉，
让他们主动去追求这个风格。

第三，教学风格让教师过更专业的生
活。 怀特海曾说，追求教学风格是专业的
概念，因此，追求教学风格让我们过更专
业的生活。实际上，风格是有理论支撑，有
学理解释的。教师的专业发展为什么还没
有新的突破呢？读书、教学、实践、写作、反
思、表达，无疑都是有效的途径，但是止于
这个途径是远远不够的。 假若，能够把教
学所长提炼出来， 把教学主张概括出来，
就会在专业发展上取得突破。 因此，有了
自己的教学风格才能够让教师过更专业
的生活，因为教学风格让我们在专业发展
中走得更远、走得更深。

第四，追求教学风格就是要做一个有
创造性的教师 。 正如魏星老师所上的
课———王冕的《墨梅》，就告诉我们追求教

学风格是为什么，那就是“不要人夸颜色
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追求教学风格不是
把风格变成一个面具给人看，也不是追求
表面的光鲜，而是要从教学的本义与宗旨
出发，用语文、用学科、用教学来育人，为
了“留得清气满乾坤”，这是我们追求教学
风格的境界，也是我们追求教学风格的根
本目的之所在。 再如周益民老师上的
课———《创造一个老故事》。创造一个老故
事，让老故事从历史走到现在，又从现在
走向未来， 是为了唤醒传统语言文化，让
传统文化在生动活泼的学习中得以传承，
又得以创造与发展。 实际上，周老师用自
己对语文教学的创造告诉我们，教师的教
学风格也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创造和风格
联系在一起，追求教学风格就是要做一个
有创造性的教师。

教学风格的内涵与特征
风格是什么？ 天津市教科院原院长

张武升先生认为，风格就是在艺术创作
活动中主体与客体的本质联系，通过艺
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整体风貌和鲜明
的独特性。 由此可知，首先，教学风格是
一个整体 。 不是看它某一个方面，而是
要从整体出发， 尽管它有鲜明的独特
性，但是更重要的是整体性，如果只关
注独特性而不关注整体性就不会有真
正的教学风格。 张武升这段表述的前半
句强调风格是在艺术创作活动中用艺
术作品来表现， 这是风格形成的过程，
而追求的过程就是艺术创作的过程。 风
格更强调它的艺术性，但是这并不排斥

风格的科学性。 教学过程中主体与客体
的本质联系来自于教师和学生的关系，
而这个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是本质上
的联系，是直抵教学核心的，是有深度
的。 由此可见，教学风格是教学规律的
折射，又是在遵循教学规律下形成的。

其次，风格离不开学生的参与。 它包
括两个方面，一方面，风格是为学生发展
服务的，教师不能把风格当成自己炫耀的
工具，用风格来炫技、表演，来张扬自己，
风格的最终目的应当是为学生发展服
务， 凡是能真正促进学生发展的风格才
是我们提倡的风格。 另一方面，风格在形
成过程中必须有学生真正的参与， 没有
学生的参与教师形成不了教学风格。 追
求教学风格不只是教师单独的教学行
为，而是师生共同参与的过程。 正因为如
此，对风格有许多生动的比喻，如风格是
一个立方体，长度要高于它的宽度；风格
是一把雕刻刀，它雕刻我们的教学过程。
实际上， 教师就是在教学过程中不断雕
刻自己的思想，雕刻自己的经验，雕刻自
己的方法， 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教学风
格。风格是关于言辞表达的。风格的表达
离不开语言， 所以教师们在追求自己的
教学风格时不能忽略语言。 相反的，要深
入分析自己教学语言的特点， 不断改进
自己的语言风格， 并从改进语言风格开
始来追求自己的教学风格， 如语言的准
确、生动、规范等。 这是我们追求教学风
格中对教师语言的基本要求。

最后，风格具有稳定性、思想性等特
征。 关于风格的稳定性，是说如果偶尔为

之，称不上风格，只有长期以来形成的一
种稳定的状态才叫风格。 同时，风格具有
艺术性，具有审美性，或称美学风格。季羡
林先生在比较中国美学和西方美学的特
征时指出，中国美学的特点是以梅兰竹菊
来表达一种人格气节。 此外，风格具有思
想性，风格离不开思想，“风格是思想的雕
塑，思想是风格的血液”。 有思想的流淌、
奔涌才有风格。教学风格不能离开教师的
教学思想， 亦即不能离开他的教学主张。
实际上，教学主张就是教学思想，教学主
张是对教学思想的具体化，这一具体化表
现为个性化和学科化。 第一个，所谓教学
思想的个性化，像周益民、魏星、祝禧这样
的苏派名师，他们的教学风格源自他们的
教学主张，而教学主张是个性的生动体现
和演绎。 第二个，关于学科化。 由于语文、
数学、物理等学科之间的差异性，教师要
基于学科本身的特质来形成自己的教学
主张，表达自己的教学思想，这才是真正
的教学风格。

苏派名师的教学风格深植于江苏这
一地域特有的文化土壤中，去应答着江苏
发展的新要求、新走向。 当然，苏派名师的
教学风格将在课程改革、教学改革深化中，
走向全国，又与全国的名师一道形成文化
的多样性，开启新的教育生态，不断地去创
造一个个老故事，留得清气满乾坤，让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在各科教学中。

（作者系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
家委员会委员、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
员，原江苏省教科所所长）

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穿穿越越时时代代的的声声音音
这这是是一一个个需需要要表表达达的的时时代代，，““苏苏派派教教育育””

就就是是对对江江苏苏教教育育充充满满信信心心与与力力量量的的最最好好表表
达达。。 然然而而这这个个表表达达自自出出现现之之日日起起，，一一直直备备受受争争
议议，，因因为为““派派””是是一一个个比比较较敏敏感感的的词词。。 从从我我个个人人
而而言言，，是是欢欢迎迎争争议议，，甚甚至至是是批批判判的的。。 因因为为越越是是
被被人人争争议议和和批批判判，，越越说说明明别别人人在在关关注注““苏苏派派教教
育育””，，在在思思考考““苏苏派派教教育育””，，也也表表明明““苏苏派派教教育育””
在在别别人人心心目目中中已已经经有有了了相相当当的的地地位位。。 再再者者，，争争
议议与与批批判判，，也也有有助助于于““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的的研研究究与与发发
展展走走向向进进一一步步完完善善。。 因因此此，， 我我们们必必须须感感谢谢争争
议议，，致致敬敬批批判判。。

关关于于““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的的研研究究，，目目前前来来看看，，主主要要
是是从从宏宏观观、、中中观观和和微微观观三三个个层层面面展展开开。。 其其中中，，对对
整整个个江江苏苏教教育育所所形形成成的的派派别别、、 共共同同的的特特质质、、特特
征征和和风风格格的的研研究究是是宏宏观观研研究究，，旨旨在在形形成成苏苏派派教教
育育的的整整体体架架构构以以及及与与京京派派、、海海派派教教育育之之间间的的同同
与与异异；；而而对对以以地地区区为为代代表表和和以以教教材材建建设设等等重重大大
项项目目为为载载体体进进而而形形成成并并在在发发展展中中的的具具有有苏苏派派
教教育育特特质质的的流流派派研研究究是是中中观观研研究究，，旨旨在在寻寻找找苏苏
派派教教育育这这一一流流派派形形成成的的地地域域文文化化特特色色与与重重大大
教教育育事事件件和和活活动动之之间间的的必必然然联联系系；；此此外外，，对对以以
在在全全国国范范围围内内有有重重要要影影响响力力的的教教育育家家、、名名师师为为
核核心心所所形形成成的的具具有有苏苏派派特特征征的的教教育育派派别别和和代代
表表人人物物的的研研究究是是微微观观研研究究，，旨旨在在探探寻寻杰杰出出教教育育
专专家家或或名名师师个个人人对对流流派派形形成成的的意意义义与与影影响响。。

实实际际上上，，所所谓谓““苏苏派派教教育育””，，如如同同““鲁鲁派派教教
育育””““浙浙派派名名师师””一一样样，，是是一一个个地地理理意意义义上上的的称称
谓谓。。 但但是是，，““苏苏派派教教育育””却却不不完完全全等等同同于于““江江苏苏
教教育育””，，如如同同““苏苏轼轼””和和““苏苏东东坡坡””这这两两个个称称呼呼到到
底底还还是是有有所所不不同同，，““轼轼””是是名名，，字字子子瞻瞻，，号号是是““东东
坡坡””，，号号或或为为自自己己所所起起，，或或为为别别人人所所起起，，““东东坡坡
居居士士””就就是是苏苏轼轼自自己己起起的的号号。。 而而““苏苏派派教教育育””正正

是是江江苏苏教教育育在在发发展展过过程程中中理理论论与与实实践践的的一一种种
自自发发性性表表达达，，是是江江苏苏教教育育人人，，特特别别是是有有识识之之士士
的的一一种种自自觉觉行行动动。。 用用成成尚尚荣荣先先生生的的话话说说，，““这这
是是一一个个需需要要发发声声的的时时代代””。。 而而这这样样的的发发声声，，正正
是是一一种种教教育育自自信信的的表表现现。。

如如同同古古人人的的号号或或体体现现自自己己的的兴兴趣趣、、 爱爱好好、、
信信仰仰，，或或体体现现时时代代印印记记，，或或有有深深刻刻的的寓寓意意，，或或表表
达达特特定定的的名名词词或或事事物物一一样样，，““苏苏派派教教育育””所所传传达达
的的正正是是江江苏苏教教育育人人在在教教育育教教学学理理论论研研究究与与实实
践践探探索索过过程程中中提提出出的的先先进进性性、、代代表表性性的的教教育育思思
想想、、 教教学学主主张张以以及及由由此此形形成成的的流流派派及及经经验验成成
就就。。 既既有有宏宏观观的的，，又又有有中中观观和和微微观观的的；；既既是是整整体体
的的，，又又有有地地域域文文化化特特色色和和代代表表人人物物的的；；既既有有历历
史史的的，，又又有有近近代代和和当当代代的的。。 通通俗俗地地说说，，它它是是江江苏苏
教教育育区区别别于于““京京派派教教育育””““海海派派教教育育””等等具具有有特特
色色和和个个性性风风采采的的地地方方，，是是江江苏苏教教育育这这一一历历史史长长
河河中中淘淘洗洗而而来来最最杰杰出出的的精精华华部部分分，，对对发发展展和和丰丰
富富江江苏苏教教育育有有着着继继往往开开来来的的意意义义与与作作用用。。

““苏苏派派教教育育”” 的的形形成成与与发发展展不不仅仅是是源源于于教教
育育人人自自己己的的一一种种自自信信而而有有力力的的行行动动，， 同同时时，，教教
育育媒媒体体人人的的推推动动也也是是其其发发展展壮壮大大的的一一个个重重要要
因因素素。。 其其中中，，不不得得不不提提江江苏苏教教育育报报刊刊总总社社为为此此
作作出出的的努努力力，，全全面面而而深深度度的的宣宣传传推推广广，，加加之之面面
向向一一线线教教师师开开展展的的精精品品课课堂堂、、专专家家报报告告、、高高层层
论论坛坛等等，，对对““苏苏派派教教育育””在在省省内内外外的的发发展展起起到到了了
巨巨大大的的推推动动作作用用。。 此此外外，，还还有有一一股股来来自自民民间间需需
求求与与积积极极参参与与的的力力量量，，也也是是推推动动““苏苏派派教教育育””不不
断断形形成成气气候候的的强强大大生生力力军军。。““苏苏派派教教育育””正正是是在在
这这多多股股力力量量的的合合流流中中产产生生、、 发发展展与与丰丰满满起起来来
的的，，而而这这也也是是““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的的一一大大特特征征。。

近近期期，， 在在江江苏苏驰驰援援湖湖北北防防控控新新冠冠肺肺炎炎
疫疫情情的的过过程程中中，， 有有一一句句话话非非常常流流行行，，““散散是是

‘‘十十三三星星’’，，聚聚是是‘‘苏苏大大强强’’””，，这这正正是是江江苏苏悠悠
久久历历史史与与地地域域文文化化的的生生动动体体现现，， 也也是是江江苏苏
教教育育文文化化的的重重要要特特点点。。““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的的显显著著
特特征征之之一一就就是是““满满天天星星光光灿灿烂烂””，，呈呈现现了了和和
而而不不同同的的大大气气象象，，流流派派纷纷呈呈，，名名师师辈辈出出。。 他他
们们共共同同推推动动着着整整个个江江苏苏教教育育生生态态、、科科学学、、稳稳
健健、、多多元元地地向向前前发发展展，，奠奠定定了了江江苏苏教教育育在在全全
国国教教育育的的领领先先地地位位，， 同同时时不不断断辐辐射射和和影影响响
全全国国基基础础教教育育改改革革。。

从从近近代代有有名名的的几几位位教教育育家家来来看看，，陶陶行行知知、、
陈陈鹤鹤琴琴和和叶叶圣圣陶陶三三位位（（江江苏苏籍籍或或在在江江苏苏工工
作作）），，他他们们是是我我国国基基础础教教育育界界的的杰杰出出代代表表。。 他他
们们的的教教育育思思想想和和主主张张，，无无疑疑是是““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的的
精精华华，，““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的的骄骄傲傲。。 而而从从新新时时期期课课程程改改
革革来来说说，，成成尚尚荣荣先先生生，，就就是是当当下下““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的的
领领军军人人物物，，是是江江苏苏教教育育的的自自豪豪，，是是真真正正称称得得起起
的的教教育育专专家家。。 听听成成先先生生的的报报告告，，读读成成先先生生的的专专
著著，， 你你会会感感受受他他始始终终不不变变的的教教育育中中的的儿儿童童立立
场场，，你你会会懂懂得得他他关关于于核核心心素素养养的的中中国国表表达达，，你你
会会看看到到他他对对教教育育流流派派研研究究的的独独到到智智慧慧和和巨巨大大
成成果果，，你你会会发发现现成成先先生生就就是是““苏苏派派教教育育””在在当当
下下的的一一座座高高峰峰。。 你你会会经经常常有有这这样样的的冲冲动动，，虽虽不不
能能至至，，心心向向往往之之。。

““苏苏派派教教育育””能能有有今今天天的的如如画画风风景景，，要要归归
功功于于一一代代又又一一代代名名师师大大家家的的不不懈懈努努力力，， 他他们们
是是倡倡导导者者、、组组织织者者，，更更是是行行动动者者、、推推动动者者。。 或或
许许，，这这正正是是““苏苏派派教教育育””不不同同于于其其他他教教育育的的又又
一一显显著著特特征征，，人人才才辈辈出出，，世世代代相相承承。。

（（作作者者系系全全国国中中语语会会学学术术委委员员会会专专家家委委
员员，，江江苏苏教教育育报报刊刊总总社社苏苏派派教教育育研研究究中中心心特特约约
研研究究员员，，江江苏苏省省语语文文特特级级教教师师，，正正高高级级教教师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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