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一学校校长助理、 艺术中心主任

□本报记者 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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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给学生解决问题的思维

□本报记者 白莹

张亚红

追求有温度的教育

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数学教研室教研员

她把音乐这个 “小” 学科讲出了
“大” 学问， 在提高学生感受美、 欣赏
美、 鉴赏美、 表现美能力的同时， 还
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学生的品质， 教会
学生思考 ， 引导学生做人 。 29年来 ，
她追求有温度的教育， 把 “担当” 作
为自己的座右铭， 她常说： “做好课
堂教学， 搞好艺术教育， 引领更多青
年教师进步， 培养更多高素质、 全面
发展的公民。” 她就是全国优秀教师、
北京市先进工作者、 八一学校校长助
理、 艺术中心主任张亚红。

8月31日 ， 记者见到张亚红的时
候， 她正在排练节目。 “我们正在准
备9月3日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的演出节目。 通过这样的活动， 同学
们在艺术实践活动中受到革命传统教
育。” 谈到乐队， 张亚红有很多话说。

调入八一学校之前， 张亚红先后
在平谷一中 、 北京联合大学工作过5
年。 在平谷一中时， 她组建了管乐团、
合唱团 ， 经常和孩子们吃住在一起 ，
无暇顾及家庭 。 在那里 ， 让她懂得 ，
当好老师首先就要奉献。 4年后， 机缘
巧合， 她调到北京联合大学做团委工
作。 “我发现大学生们依然存在着审
美能力不足的问题， 从他们渴求知识
的目光中我既感到欣喜， 也感到现实
生活中基础音乐教育的薄弱， 而这对

于培养完善的人才来说又是至关重要
的。” 张亚红告诉记者， 这让她意识到
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对教师职
业的认识和理解地不断加深， 这种责
任感越来越强烈。” 张亚红说。 或许由
于这种责任感的驱使， 1993年她来到
了八一学校这所有着优良传统的学校。

怀着一腔热情， 张亚红把管乐团
的工作做得风生水起， 却一度把教学
工作放到了次要的位置。 幸好， 她大
学实习时的导师、 101中学特级教师章
连启老师一语点醒： “一定要做到课
堂教学和课外活动 ‘两条腿 ’ 走路 ，
不要顾此失彼， 这才是身为教师的长
远发展之道。”

张亚红恍然大悟。 于是， 她重新
规划了自己的工作， 在做好乐团工作
的同时， 抓住一切机会提升自己。 一
有时间就去听章连启老师的课， 外出
学习时勤交流勤反思， 如饥似渴地从
专业书籍中获取营养， 并应用于自己
的教学实践。

与此同时， 张亚红带领乐团取得
了一个又一个骄人的成绩， 享誉海内
外。 2012年12月， 在举世闻名的第66
届全美音乐教育大会中心主会场， 八
一学校金帆管乐团与美国空军管乐团
等著名音乐团体同台献艺， 成为全美
音乐大会自1964年举办以来， 唯一获

邀进行专场演出的中国管乐团体。
做课即做人， 是张亚红的口头禅。

在她看来， 教师做课首要考虑的是能
给学生什么， 让学生收获什么。

“听音乐就是为了娱乐， 我又不想
当音乐家， 没有必要知道这个音乐表
现的是什么， 更没有必要分析音乐要
素和历史背景……” 一次课上， 一位
学生的话， 让张亚红始料不及， 她觉
得这番话是真诚的， 并且有一定代表
性。 她没有批评这位学生， 反而感谢
他提出了一个新课题。

基于这个问题， 张亚红创造性地
组织了一次音乐班会课。 让学生针对
“欣赏音乐作品到底要不要分析音乐要
素和了解历史背景” 的问题展开辩论。
这次主题班会， 将音乐学习变成了学
生自主内化的过程， 成功开启了学生

全面了解和认识音乐的一扇门。
今年7月15日至7月20日， 张亚红

带着200多名孩子来到习近平总书记曾
经下乡的地方陕西延安，开展了“寻伟
人足迹、 扬红色传统” 红色游学之旅。
“我希望孩子们知道， 幸福生活的来之
不易， 要懂得坚守。” 张亚红说。 作为
一所有着红色传统的学校， 她以此次
游学为载体， 引领学生走进革命圣地，
追寻伟人足迹， 感受红色气息， 弘扬
革命传统， 将课堂延伸到更广泛的领
域， 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从教29年来， 张亚红一直坚守着
教育人应有的定力。 她常说： “面对
社会日益的浮躁， 我们作为教师也会
面临着形形色色的诱惑，一定得从名利
中抽出身来，用真诚做教师，用良心做
教育，用行动践行劳模精神。 ”

“教师要教给学生什么样的数学？
学生学习数学的价值是什么？ 为什么
有人会把数学学习作为人生中的失败
经历 ？” 在给教师做培训时 ， 张鹤常
常向现场的数学老师们提出这一连串
问题。 他介绍道： “想教好数学就必
须弄明白这些问题。 而弄明白这些问
题， 就是要找到数学教学的本质。”

张鹤2008年开始担任北京市海淀
区 教 师 进 修 学 校 数 学 教 研 室 教 研
员 ， 现为正高级教师。 作为教研员，
工作内容包括对区内初高中数学教师
进行教研指导， 并带领团队对各区数
学模拟考试进行命题等 。 同时 ， 张
鹤 作 为海淀区名师工作站数学组组
长， 还负责新教师培训 、 带领学员
听课评课。

1986年， 张鹤由北京师范大学数
学专业毕业后， 先后于北京四中、 北
京十一学校等学校担任数学老师。 张
鹤说： “从开始当数学老师时起， 我
就经常思考三个问题： 什么样的课是
一堂好课？ 要教给学生什么样的数学？
学习数学的意义在哪里？”

在任数学老师期间， 张鹤听了这
样一节高三复习课： 教师首先领着学
生把等差数列概念、 公式、 性质一一
罗列教学， 并叮嘱要记住。 然后讲解
例1， 进行习题练习； 讲解例2， 再练
习习题……而如何用函数的思维思考
数列问题的方法， 这位老师并没有和
学生进行交流 。 张鹤听课结束后思
考， “这并不利于对学生学习兴趣的
培养和数学思维水平的提高， 应该教
给学生解决数学问题的思维。”

“在担任数学教研员后， 直接面
对的对象变成老师， 平台其实变得更
大了 。 我可以为他人的发展而工作 ，
分享数学教研中的智慧 。” 张鹤说 ，
“让学生学会思考数学问题的思维， 使
数学思维过渡到逻辑思维能力， 这才
是初高中阶段数学教育的本质。”

在一次评课中， 一位青年教师正
在讲授平面解析几何课程， 过程中教
师围绕着椭圆的图像展开方程论证 。
在课后的教师评课中， 张鹤直接告诉
这位教师， 这是一节差课。 这节课的
教学违背了平面解析几何的学科本

质： 用代数方法解决几何问题， 即用
方程论证椭圆的几何特征， 而不是通
过看图像。 经过此事， 青年教师经常
去听张鹤的课程和讲座， 后来张鹤再
次去听青年教师的课， 明显看到了青
年老师的成长， 这让张鹤体会到了自
身在教研工作中的价值。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2009年张鹤
在海淀教师研修网上开通 “张鹤的博
客”， 截至目前共发表210篇对课堂教
学的简评、 教学方法的分析等内容的
博客， 累计阅读量已达到38万余次。
同时， 张鹤已先后将自己的教学思考

集结成书： 《张鹤： 分享数学智慧的
人》 《数学教学的逻辑———基于数学
本质的分析》。

2012年， 张鹤被北京市总工会授
予 “首都劳动奖章”。 2015年， 被北京
市市委、 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 “北京
市先进工作者” 称号。 同时， 在海淀
区组建的劳模创新工作室中， 张鹤目
前带领七八名初中教师正在对初中数
学教材进行梳理， “这也是我们另一
种形式的创新。 我打算未来一两年内
把梳理内容成书出版， 并早日运用到
实际教学中去。” 张鹤说。

张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