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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寻求通往核心素养的课堂“绿动力”
□本报记者 解成君 □张桂玲

推荐理由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教育

的目的就是向人类传递生命的
气息。”在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
华润实验小学的课堂上，这种
生命气息的传递之处，已在孩
子们心中长成了一片“解放、开
放、绽放”的绿色。这是因“绿
色课堂”而诞生的动人景观，被
誉为“绿动力”现象。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严育洪严育洪

让学生在“念想”中深度学习

我们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观看连续
剧经常会情不自禁、接二连三地看下去，直
至大结局。在教学中，知识也是“连续”的，
课时也是“连续”的，却很难看到学生对知
识学习的念念不忘。

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教
学设计的力矩太短，只考虑一个知识点、一
个环节或一个课时的设计，把完成知识任
务纯粹作为教学任务，往往新课结束，学习
也就圆满完成。如此，可能造成两大问题：
一是学生的视距太短，看不到知识的更深
处，二是下课也就“下”课了，知识已无悬
念，学生对学习已不必念念不忘，教师并没
有使后续的知识对学生的继续学习和深入
学习产生吸引力。

在任务驱动式教学中，任务设计除了
力求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唤起学生的学习欲
望，并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引发学生的学习
行为，还应该在最长的时间内延续学生的
学习热情，使学生在学习之路上能够走得
更远，这就是任务的长效价值。所以，任务
设计除了力求具有足够的挑战性，还应该
力求具有足够的包容性，最大可能地联系
各个知识点，整合众多教学环节，不断催发
学生不断学习的念想。

例如《圆的认识》一课，如果设计“你

会用圆规画圆吗？”这一操作性任务，那么
这样的任务驱动学习效果只能维持一时，
难以串联更多的知识点，也难以串联更多
的教学环节。如果教师在学生用圆规画
圆后提问：“请你观察一下，针尖留下的点
在圆的什么位置？”学生凭直觉都会认为

“在圆的中心”，此时教师可以顺势布置这
样的探究任务：“你有什么办法可以说明
这个点位于圆的中心？”这时，有的学生会
连接这一点与圆的任意点（即半径），并测
量两点之间的距离来说明；有的学生则会
通过画圆过程中圆规两脚之间的距离（即
半径）始终不变来说明；也可能有学生会
测量通过这一点两端在圆上的线段长度

（即直径）来说明。
由此可见，后一个任务设计能让学生

产生更多的念想——既时时刻刻“念”着
探究的问题，又时时刻刻“想”着如何解决
问题。这样的任务不仅实现了学生的自

主学习，而且实现了学生的深度学习——
千方百计完成任务。同时，学生“一心一
意”的学习也使得众多的知识点和教学环
节一体化。

由此可见，大的任务之“大”，不仅体现
在任务难度大，还可以体现在任务跨度
大。任务跨度大了，才可能给学生更大的
探究空间和更多的探究时间，才能保证学
生的自主学习和深度学习。

知识的连续是有阶段性的，于是我们
可以设计一些悬而未决的“大”任务，使学
生不断深入学习的念想得以连续，期待着
下一节课。因为人都存在“圆满心理”——
面对一个有缺口的圆，人们都有想把它画
完整的冲动。所以，有念想的任务，不仅可
以驱动学生一节课的学习，有时还能驱动
学生几节课的学习。

仍以《圆的认识》一课为例，我们可以
设计“生活中的容器为何大多设计成圆

形？”这一探究性任务。学生学了《圆的认
识》这节课后发现，还不能解决疑问，于是
期待着下一节课的学习，然而学完《圆的面
积》这节课，问题最终还是没能解决，于是
又期待下一节课的学习，一直等到学完《圆
柱的体积》，才能彻底明白其中的奥秘。

由此可见，只要学生还没圆满地完成
课堂设计的任务，就会对现在的学习不满
意也不满足，于是这种念念不忘就成了学
生继续学习和深入学习的强大驱动力。

大的任务之“大”，不仅体现在任务设
计的难度和长度，还可以体现在任务设计
的广度。有时候，任务还能在学生念念不
忘的“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实现知识的拓展
与“跨界”。

仍是《圆的认识》一课，学生可能由“生
活中的容器为何大多设计成圆形”联想到

“生活中的物体为何大多成圆形”，他们或
许观察到，水珠准备滴下的时候，都是近

似圆形的。要完成这个探究任务，不仅
需要数学知识，而且涉及中学学习的物
理知识：液体表面有一种力叫表面张力，
就是液体表面相邻部分的相互吸引力，
表面张力能使不受外力作用的液体形成
圆形，因为对于一定体积的物体，球面的
表面积最小。所以一个水滴里，水分子
总是尽量靠拢，从而使表面积缩小，最后
形成了圆形。

如果有学生顺势问“水果为何大多
是圆的”，要完成这个探究任务，不仅需
要数学知识：圆形水果的表面积小于其
他形状水果的表面积，所以水果表面的
蒸发量也就小，水分散失少，而且要涉及
物理知识：圆形果实在经历风雨时，可以
不完全受风雨的冲击力。当风雨冲击一
个平面时，这个平面会受到完全的力，而
当冲击曲面时，会有一些风雨沿着曲面
划过，所以圆形果实在风雨中更容易保
存。同时，还涉及生物学知识：果实的作
用是繁育下一代，要距离母体尽量远，就
像蒲公英为什么长成伞状，就是为了随
风飘远。而果实长成圆形，便于在落下
之后远离母体，扩大边界……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锡山教师
进修学校）

“绿色课堂”不寻常

□陈培瑞

一群“草根”把生态学原理迁移
到课堂教学之中，使人透过“光环”看
到真谛，触摸到核心素养的落地，真
是太不寻常了。

华润实验小学的绿色课堂不寻
常，首先是课堂之上见功力。

绿色课堂是什么？他们弄明白
了，这就是：关注生命，以生为本，以
生活为基础，体现生动、和谐、创造。

绿色课堂教学怎样行走？他们
有路了。这就是：重构教学内容，重
构课堂结构，重构教学评价。

绿色课堂怎么驾驭？他们有模
式了。这就是“六步教学法”：课前研
究、问题呈现、小组探究、全班展示、
教师提升、拓展应用。

绿色课堂怎样以人为本、尊重生
命？他们有“说法”了。这就是“四
给”，即给学生自由表达与展示的权
利，给学生随时质疑和争辩的权利，
给学生偶尔出错的权利，给学生自己
设计、选择作业的权利。

绿色课堂不寻常，外显在课堂，
功夫在课外。

绿色课堂的教学目标，何以定得
精准？它来源于教师备课之前的“四
问”：学生的起点在哪里？这节课让
学生获得什么？怎样让学生获得？
怎样知道预计的目标达到了要求？
多么可贵的追问，思考来自不断的追
问，正确的答案往往来自于不断追问
的末尾。

绿色课堂中的诸多难题，为何被
一一破解？它得益于“真问题大论
坛”。这不由使我想起了陶行知的
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在这个充满浮躁肤浅
的社会，能有一群人“求真”，可谓

“真人”。
绿色课堂中的一个个出色教案，

从何而来？它来自于团队教研。个
人精品课例展示，“自主、散养”式的
研究，小课题研究，主题菜单式培
训。“实践式”教与研的校本教研活
动，实现了“教、研、训”的真融合。

课堂是一方流畅生命长河的精
神家园，应当营造一种开放、温馨、和
谐的心理环境，让每一个孩子充满安
全感和幸福感。

课堂是学生自主参与的大舞台，
在这里人人应当充分展示自己的风
采，释放生命的能量，体现个体的
价值。

绿色课堂，华润实验小学的一种
农业、一方绿野、一片风景。愿农业
更具生态，绿野更有生气，风景更加
精彩。

（作者系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
研究员）

学生核心素养需要“落地”才会有意
义，而课堂无疑是主阵地。核心素养在课
堂如何落地？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华润
实验小学的“绿色课堂”探索出三条路径。

研究学生是重构课堂的起点

“如果离开了学生谈课堂，无异于缘
木求鱼。”华润实验小学校长刘慧认为，

“课改首先是改课。改课，必须以研究学
生为先。学会研究学生，应成为每位教师
的必备专业素养”。

基于此，经反复研究、论证，以研究学生
为主旨的“四四三”法则“出炉”了，包括课前

“四问”、课上“四给”、课后“三思”。据此，让
每位教师都有章可循、有法可效。

一是课前“四问”——以学定教，有效
备课。华润实验小学的教师在备课之前都
要进行以下四问：学生的起点在哪里？这
节课让学生获得什么？怎样让学生获得？
怎么知道有多少学生达到了预设目标要
求？籍此，教师把握学情，制定适合学生学
习的目标，从而进行有效的教学预设。

“有了这‘四问’，我感觉就像找到了一
把读懂学生的金钥匙。”年轻教师徐丽丽告
诉记者，为了做到把握每个学生的“起点在
哪里”，她采取了提前收集学生问题小纸条
的方法，收集并阅读完毕，再对学生进行分
类。上新课时，哪些学生会“吃不饱”，哪些
学生可能“吃不了”，哪些学生需要“跳一跳
才能摘到桃子”，也就了然于胸。

“如此，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就可以
给他们分别设计不同的学习任务。让每
个学生感到面对新的学习任务既有挑战
性，又有成就感，对他们而言课堂才会充
满吸引力。”徐丽丽说。

二是课上“四给”——人在中央，自主
开放。此举重在给每个学生充分展现、自
主探究的时空。教师退居幕后观察并指
导学生，给学生自由表达与展示的权利，
给学生随时质疑和争辩的权利，给学生偶
尔出错的权利，给学生自己设计、选择作
业的权利。

三是课后“三思”——注重梳理，持续
研究。刘慧认为，没有经过反思的经验是
狭隘的经验，意识性不够，系统性不强，只
能形成肤浅的认识，对学生的研究也可能
停留于表象。基于此，学校形成了课后

“三思”：课堂上的生成，哪些是意料之中
的，哪些是意料之外的？因为有了这堂
课，“我”对学生的了解，什么地方更加清
晰、准确、丰富了？如何带着对学情新的
理解和把握，进入后续教学？

“刘校长经常对我们说，绿色课堂不
可能十全十美，有缺憾才是真实的，重要
的是要学会反思。我们也正是在这样的
氛围中学会了应对挑战，并在不断反思与
修正失误中有了自己的专业成长和教学

智慧的生成。”谈及绿色课堂改革路上的
成长，语文教师赵旭感触颇深。

用结构的力量让改变发生

从以“教”为中心转变到以“学”为中
心，需要用结构的力量改变课堂。

基于此，华润实验小学的绿色课堂有
了如下基本教学流程——

1.课前研究。课前学生自主学习，初
步了解所学知识，提出质疑。

2. 问题呈现。通过学生交流自学情
况，师生梳理关键问题。学生初步交流，
教师点拨启发，参与讨论；学生小组讨论，
初步决议。

3.小组探究。小组进行合作探究，教
师适时点拨。教师引导调控，把握重点；
学生组际交流，发表决议。

4.全班展示。展示交流成果，其他小
组进行质疑和辩论，共同完善。教师修正
完善，表述结果；学生全班讨论，形成决议。

5.教师提升。教师点拨重难点，画龙
点睛。

6.拓展应用。拓展提升，使不同学生
得到提高。

“之所以设计这样的流程，是为了让
处在不同成长阶段的教师都能顺利上手，
并不是让教师死搬硬套。针对不同的学
科和课型，每个教师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灵活调控。”刘慧告诉记者，她的“法宝”就
是让教师中的“领头羊”充分发挥作用，影
响和带动更多的教师。有了方向，有了榜
样，也就有了可以参照的“标杆”，更多的
教师也就逐渐有了不断自我成长的动力。

数学教师张秀爱善于在课堂创设好
玩的情境，设计有挑战性的问题，让学生
经历探究发现的过程，让学生的思维在趣
味盎然中起航，让教师们看到了好玩、灵
动、有张力的数学课堂，也看到了“课上四
给”可以“这样做”。教师黄家硕的“翻转
课堂”广受学生欢迎，他的观点“教当然重
要，但是时间的重心应该放在给学生学习
资源的提供上”，让教师们豁然开朗：原来，
课上教师只有尽可能地“退”，才会给学生
更多“进”的时间和空间。教师只有先实现
从“演员”到“导演”的转型，才可能真正把
课堂还给学生，这正是“流程”背后的核心

要义所在。
随着绿色课堂改革的深化，教师们也

很快发现：结构变，则课堂生态变。学习
不应只是知识的累加，更应是自我的完善
与创造。

如在“课前研究”这一环节，要求教师
设计“自主学习单”帮助学生明确学习任
务。黄家硕对为什么要做“自主学习单”有
自己的想法：课前自学不是让孩子没有问
题，而是站在基本知识的表象上，有了更多
的思考、发现和为什么。自学不是为了简
单的展示，而是给孩子探究的底气，为他们
课上更有深度的交流打开了大门。基于这
种认识，他将教学重点放在了“怎样实现

‘学生能做’‘做了有效’‘激发思维’之间的
平衡上”，努力使练习课也让学生从“简单
的知识罗列”到“有新的想法诞生”。在他
的课堂，听课者经常会在交流环节听到孩
子发出这样的声音：“我还想提醒大家注
意的是……”“你这样不对，因为……”“为
什么是……而不是……”“这样行吗？”整堂
课都流淌着满满的“生长力”。

批判性思维从“会问”开始

在华润实验小学，以学生核心素养为
方向性统领的绿色课堂结构性改变，总体
上凸显出这样几个关键词：批判性思维、合
作精神、自主探究、创新意识、独立人格。

在刘慧看来，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是
绿色课堂能够“生成”的起点，也是培养学
生批判性思维的必由之路。

以数学教师团队为例，在张秀爱、黄
家硕的带领下，研究出如何让学生“敢问”

“想问”“会问”“乐问”的“四大策略”——
营造自由安全的学习环境，让学生

“敢问”。只要学生能提问，教师就不能压
制、控制、批评，而要鼓励并欣赏学生提出
的问题，尤其是对不循常规、思维具有创
意的学生，要给予充分赞赏，以激励其他
学生积极思维。

深研教材，精心创设问题情境，诱发学
生的问题意识，让学生“想问”。如长方体
表面积一课，教师让学生计算一个长方体
的表面积。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按长方体表
面积计算公式列式为：（10×5＋10×5＋
5×5）×2，只有一个学生列出了这样的算

式：5×5×10＝250。教师没有急于让这位
学生说想法，而是“心生一计”，吊起了学
生们的胃口：“有一位同学用了一种非常
简单的方法，你们想知道吗？”教师把这位
学生的算式板书到黑板上，于是招来了一
片疑问：“这样列式算的是表面积吗？”“这
道题中的长、宽、高相乘正好碰巧了等于
表面积，如果换一换数字就不一定相等了
吧？”“我想知道这样列式是怎么想的？”

“吊胃口”诱发了学生强烈的问题意识，使
学生没法不问。经常设置这样的情境，学
生提问题就会逐渐成为一种习惯。

拓展学生的提问空间，让学生“时时
问、处处问”。包括在课前小研究中“多思
乐问”，在课堂探究中“深思善问”，在听取
别人发言中“质疑追问”，在多元化家庭作
业中“勤思好问”等。

教给学生提问题的方法，让学生“会
问”“乐问”。教给学生“在知识的疑惑处
提问”“在新旧知识的比较处提问”“在解
决问题及新运算的算理追溯处提问”“在
解决问题及新运算的算理追溯处提问”四
大提问“秘笈”。

数学课上，教师张立先在一个玻璃杯
中倒入水，在与水面齐平的地方用彩笔画
一条线作为记号，之后出示一块方糖，让
学生猜一猜：把这块方糖放入水中，等糖
全部溶解后，水面的高度会有什么变化？
孩子们不假思索地异口同声大喊：水面会
升高。教师微笑不语，将方糖缓缓放入水
中。看到方糖全部浸入水中时水面升高
了，但随着方糖慢慢溶解水面又回落到原
高度时，学生们的眼睛里写满了一个个大
大的问号。此时，教师才开始一脸神秘地
问：“有谁想问什么问题吗？”孩子们立即
纷纷抛出了自己的疑惑：“方糖放入水中
溶解后，糖水体积应该是糖和水体积的
和，为什么糖水的体积还与原来水的体积
差不多呢？”“是不是糖溶解后糖就没有体
积了？”如此，学生在疑惑处有了问题，也
就产生了强烈的探究欲望。

多次走进华润实验小学的课堂后，有
一位教育专家给出了如是评价：这里的绿
色课堂不是一个抽象的符号，而是一种时
时流淌的生命气息：蓬勃、明亮、温暖、润
泽。因为，这里的每位教师都致力于成为
学生生命发展的激活者。

绿色课堂流淌着满满的绿色课堂流淌着满满的““生长力生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