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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码高效课堂 李 平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 杜金山 本报特聘专家、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

高效课堂的教学奥秘（三）

课堂上的“整齐”
到底好不好

（五）

□本期主持 王占伟

□敖杏桃

去除公开课的去除公开课的““包装包装””

教学观察

课堂上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学生朗读
课文，很整齐，教师立即打断：“自由读，为什
么要那么整齐呢？自己读自己的……”

教师要求“鼓掌表扬一下”，学生“啪——
啪——啪啪啪”，很整齐，很有节奏感。教师
说：“为什么连表扬都那么整齐呢？随便鼓
嘛！你想怎么鼓就怎么鼓！再来一次！”学生
的掌声“哗啦哗啦”，凌乱而热烈……对此，应
该如何看待？课堂上的“整齐”到底好不好？

“整齐”要区别对待
对于现代课堂中的“整齐”，我以为要

区别对待。
课堂要求要“整齐”。如上下课时的师

生问候，学生上课时桌面物品的摆放，等
等，这些课堂要求只有“整齐”，才能有效地
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如果没有这些“整齐”
的相关要求，上课很长时间了，可能有的学
生书本还没有拿出来，有的学生坐姿不端
正，还有的学生交头接耳，精神不集中……
如此的课堂又怎能“高效”呢？

学习过程要“个性”。诚然，每个学生
都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我们要在统一的
要求下展现学生个性的一面。譬如语文学
习中的课文朗读，要求学生带着自己对课
文的理解有感情地朗读，“齐读”就会阻碍
学生对课文的深入理解。而课堂中的鼓
掌，应该是发自学生内心的，不由自主的下
意识动作，是对课堂精彩处的最高褒奖，而

“整齐划一”的鼓掌是虚伪的，是形式的，是
与现代课堂相悖的，是要不得的。

所以，对于课堂的“整齐”，不能简单说
好或不好，要紧紧围绕“发展学生”这个中
心去理解、去分辨。
（山东省肥城市桃园镇中心小学 李正强）

为薄弱学校的“整齐”点赞
有的课堂的确用整齐的掌声和赞美来

粉饰课堂氛围，但是对于一些薄弱学校来
说，课堂上的“整齐”是教师追求的美好状
态，也是值得点赞的。

一些薄弱学校大都存在师资短缺和教
师业务能力不强的问题，加上生源质量不
高，自由散漫的学生扎堆，课堂秩序难以维
持，导致课堂低效。如果这类学校的学生在
教师的启发引导下，在课堂都能认真学习，
积极向上，那么真该为这样的“整齐”点赞。

一些薄弱学校的及格率一直是令人头
疼的事情，许多教师对不及格的学生无所
适从，甚至有个别学校的学生考试不及格
已成常态。如果这类学校的学生通过自身
努力，考试都及格了，那么真该为这样的

“整齐”点赞。
一些薄弱学校的辍学问题越来越突

出，个别城市学校的辍学率也在不断上升，
学生厌学、逃学现象日益严重。如果这类
学校的学生出勤率都在百分之百，保持零
辍学率，那么真该为这样的“整齐”点赞。

（安徽省淮南市金岭中学 赵尚贵）

“整齐”与否要因人而异
反对“整齐”者，大多认为那是教师在

课堂上追求赏心悦目，讲求师道尊严，结果
注定抹杀学生的灵性。殊不知，一味地鼓
吹课堂不必整齐，岂不同样陷入了为追求
个性而张扬个性的形式主义之中？在我看
来，形式上的“整齐”与否，其实并不能简单
地用好坏来评判，而应根据实际情形与需
要来选择。

以课堂朗读为例。开始之时，非齐读
无以迅速了解学生是否都开口了？哪些字
词掌握相当熟练？哪些地方又存在些许不
足？而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仍不放手让
学生自由朗读，整齐划一的要求就成为学
生个性发展的桎梏。

同理，在规则尚未有效建立起来、纪律
性不够强的班级，类似“啪——啪——啪啪
啪”如此整齐且有节奏感的鼓掌训练是必
要的。待学生有了集体意识与规则意识之
后，自由真实的鼓掌方式更有利于情感交
流，应逐渐放开。

所谓教无定法，面对动态生成的课堂，教
师既不能抱着整齐划一不放，也不应一味地
追求创新。“整齐”与否还需要因地制宜，因人
因时来选择、调整。
（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 王辉庆）

公开课让教师谈之色变，限时间、看
亮点、求完美。听课者一味地追求完美，
评课标准弊端重重，给上公开课的教师
套上了沉重的枷锁。执教者唯恐留下瑕
疵，精心预设、彩排、作秀。课堂上，教师
滔滔不绝，学生对答如流，一问一答，环
环紧扣。教师为顺利完成精心预设的教
案，按部就班，对高高举起的小手视而不
见，时间到任务完。学生跑龙套，积极配
合表演。“公开课”的背后烙下了学生的
预演痕迹：长期准备、反复操练、精心打
造、刻意包装，越来越偏离于常态教学。

我们对某市教师抽样调查显示，
85.9%的教师承认上公开课为了顺利走
流程，没有让孩子把话说完。如此作秀，
意义何在？所以，要去除公开课作秀的
包装，还学生一个真实的课堂。

苏霍姆林斯基说：“我们要像对待荷
叶上的露珠一样小心翼翼地保护儿童的

心灵，保护孩子学习的热情。”可真正做
到的又有多少人？

某教师公开课执教《江畔独步寻
花》，其诗句“黄四娘家花满蹊”，许多孩
子把“蹊”写成了“溪”。有个孩子说：“老
师，我有办法记住‘蹊’字。”这么简单的
话题，有探讨的价值吗？教师没理会，示
意他坐下，此后他再没举手。课后，听课
教师询问了这个孩子，他说：“我查过字
典，‘蹊’是小路的意思，与‘足’有关，理
解了意思，就不会写成‘溪’。”

多会学习的孩子！可惜，教师没让
孩子把话说完，高涨的热情瞬间消沉。

“请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面对的是儿
童极其脆弱的心灵，教学不是毫无热情
地简单传递知识，而是师生之间每时每
刻都在进行的心灵接触。”请记住苏霍姆
林斯基的话，让孩子把话说完，保护孩子
学习的热情。

有些教师公开课时间安排精确到
秒，连每个问题安排多少孩子回答都预
先安排，两个太少，四个太多，三个刚
好。事不过三，点到为止，紧跟教案，对
高举的小手视而不见，这是公开课中常
见的现象。其实，让孩子把话说完，绝非
浪费时间，而是知识的展示与积淀。

课堂可以预设，但不能拒绝生成。
预设是死的，而生成却是鲜活的，是课堂
的精彩和灵魂，是学生思维之花的绽放，
是课堂实效性的体现。课堂因个性的展
示而精彩，生命因舒畅的表达而快乐。
智者不会守住呆板的预设而放弃精彩的
生成，放弃更多的积淀。

真正的行家，不是看教师完美的预
设，而是看课堂上孩子们精彩的生成。

某次上公开课《穷人》的最后 5 分
钟，准备进入练习环节，有个孩子发言：

“老师，虽然课文中没出现一个‘穷’字，

但我却体会到他们穷极了。”是呀，全文
1700 多字，没出现一个“穷”字，却处处
让人体会到“穷味”，多有价值的发现！
教师峰回路转，让孩子们带着这个问题
品读探究。孩子们发现，虽然课文中没
出现一个“穷”字，但却有许多关于穷的
侧面描写——“孩子们没有鞋穿，不论
冬夏都光着脚跑来跑去；吃的是黑面包，
菜只有鱼……丈夫不顾惜身体，冒着寒
冷和风暴出去打鱼，她自己也从早到晚
地干活，还只能勉强填饱肚子”……孩子
们又懂得了一种高明的写作手法——侧
面描写。

虽然这节课没有完成预定的练习，但
全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为学生精彩的发
现而欢呼。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心灵是
广阔的，思维是独特的，相信孩子，让孩子
把话说完，会有更多精彩的发现。

公开课教学目的的功利化、教学过程
的表演化、教学手段的包装化、教学评价
的异常化，导致了公开课偏离了常态的教
学轨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还课
堂一个真实, 还教师一个真实，还学生一
个真实，允许公开课有缺陷。只有这样，
教师才敢于在公开课中放手。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区
实验学校）

杜金山：解决了情感问题，从个体角
度讲，就是打开了心扉，解决了认知的动
力问题，并且在理智和情感的共同作用下
解决了学习主体的意志问题；从群体角度
讲，群体中的人是没有或者极少有防备心

（分别心）的，敞开的心扉，决定了自身内
在心智交流的无障碍，也决定了群体中个
体间的交流是无障碍的。交流能够积极
发生，而且交流时没有压力、没有虚伪，并
能可持续进行。

李平：交流的第一个关键问题解决
后，剩下的就是解决交流效率和内容的
有效性问题了。高效课堂在这三个方面
的成就，为提高教学效率探索出新途径。

杜金山：是的。如何让热切交流的
双方实现交流的高效，是教学必须解决
的第二个关键问题。

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虽然双方热切地希望了解对方，但尴尬
的是，自己发出的信息对方常常误解，
甚至干脆无法接收到，或者自己对对方
表达的内容总是听得似是而非，甚至根
本听不懂对方在说什么，这就是传说中
的“鸡同鸭讲、鸭同鸡讲”“驴唇不对马
嘴”。显然，仅有交流的愿望和积极性，
如果不能解决认知水平的对等，交流就
无法深入、高效，也无法保证可持续。

李平：交流无法高效、无法可持续
的原因，是没有解决好交流主体的认知
对等问题，也就是高效课堂一直强调的

“认知前提”问题。许多人对“认知前
提”的理解是片面的，其实高效课堂强
调的认知前提包含两方面：一是指交流
双方的认知背景要达到基本一致（信息
基本对称），进入我们所说的“最近交流
区”；二是指交流内容的高度一致性和
精准性。

杜金山：是的。传统课堂由于更关
注教师的教，无意甚至有意剥夺了学生
参与学习过程的权利，所以，教师虽然
在备课时也说“备”学生，但那样的教学
方式决定了教师不需要真正重视学生
的认知前提。值得注意的是，现在还有
某种课改流派，出于解决学生主动学习
动力的考量，提出为保持学生对学习的
好奇心，必须对学习内容进行保密，然
后通过突然展现的策略，实现对学生好
奇心的激发，以此保证学生对学习的积
极投入。看似有道理，看似解决了一个
问题，但牺牲太大，所得能否偿还所失
还是个问号。

高效课堂对这两种情况都进行了
研究。

第一种情况，从教育的性质上否定了

学生的主体地位，从教学的效率上没有解
决认知前提问题，导致取得同样的教学效
果，学生的付出要远远高于高效课堂。

第二种情况，用牺牲“认知前提”换取
学习动力的方式，不仅毁灭了第二大前
提，而且由于过分依靠内容和教学策略，
不从人性的根本上解决问题，很难保持动
力的持续性，亦不足取。

高效课堂解决学生学习动力走的
是另一条路径，既不需要依靠内容的吸
引力，也不需要依靠策略和技巧，甚至
不依赖教师的个人魅力，是基于人性特
点设计的完全可持续、生活化的动力。
既然已经很好地解决了学生主动探究
的动力问题，我们一定会确保第二个前
提的效力发挥到极致，从而确保教学效
率的最大化。

李平：高效课堂的“根”模式强调“前
置”，强调提前把学习目标、内容“交”给
学生；在后期，甚至直接由学生根据教师
提供的目标要求设计出符合目标和自己
需求的内容，让学生和教师、学生和学生
在进入交流阶段前具备相同或者相似的
认知背景，达到在学习目标上进入“最近

交流区”的目的，让交流双方能够互相听
得进、听得懂，在课堂上不仅实现情感共
鸣，也实现认知共鸣——这样的交流，才
是真正的交流。

杜金山：认知前提的第二个方面是
对交流内容的选择。课标是国家意志的
体现，课标要求达到的目标，一线教师必
须贯彻到底，但对于达到目标所需要的
内容，每一个教师可以根据自己和学生
的情况作出个性化选择。这是课改赋予
一线教师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最
后实现的课程，都是师（生）本的。遗憾
的是，多年沿袭下来的教教材习惯，让一
些教师彻底失去了自我，变成了教材的
奴隶。现在，当权利回归主体后，许多人
还没有意识到或者不习惯当主人。

其实，关键就两句话：第一，教师要
帮助学生找到关键的知识；第二，教师
要协助学生破解知识的关键。

李平：这两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
内涵很深，教师学科的专业功底和教学
的最高技巧都在其中了。

高效课堂的课程体系开发就是第
一句话，找到关键（关键的内涵另文解

读）的知识。高效课堂，教师在学生学
习中的指导价值就在第二句话，帮助学
生破解知识的关键。

道生一，大到宇宙，小到一叶一花
一尘埃，只要反向追溯，一定都可以追
溯到那个“一”。身为教师，我们是否善
于在自己的学科找到那个“一”呢？我
们是否善于在一个学期、一个单元、一
个章节、一个问题中找到那个“一”呢？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
以致无为”，惟无为方可无不为呀。这
句看似玄而又玄的话，其实说的道理却
很简单：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我们的
学问随着时间的积累在日益增加，但一
般的学问带来的只是能力和聪明，要想
真正实现转知（知识）成智（智慧），我们
还需要经历“为道日损”的过程，也就是
把书读薄的过程。读薄的过程是一个
反向追溯的过程（反者道之动）。所以，
高效课堂在学科专业上对教师发展提
出了“三阶梯”标准：第一，做一个充分
利用教材的教师；第二，做一个可以编
写教材的教师；第三，做一个可以制定
课标的教师。

合作冲突不能有效解决就会使合作学习流于形式。
王柱华/绘

漫画课堂

陈述教育目标有三类错误：一是
陈述为要教师去做的事，而不是让学
生的行为模式发生显著改变。二是列
出课程涉及的主题、观念、概论等内
容，而不是具体指出期望学生如何处
理这些内容。三是表述的行为过于概
括化，太笼统，不明确，不大可能富有
成效。如“培养批判性思维”“培养鉴
赏力”。

（美国教育学家 拉尔夫·泰勒）

病人把生理上的生命交给了医生，
家长则把学生精神上的生命交给了教
师。教师的每一个言行、每一堂课，就

像雕刻大师的一凿、一铲，塑造出学生
的未来形象。教师有什么理由不怀着
神圣、敬畏的心情，面对每天怀着新的
期待的学生，面对每天伴随着新的变化
的课堂呢？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袁振国）

许多课堂改革停留于教学时间在多
少上的重新分配、教学行为在流程上的
简单翻转。但我们应当知道，忽视学生
核心素养培育，缺乏完整的知识处理与
转化的教学，无论用什么方法、技术和程
序，在本质上都是灌输。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郭元祥）

任何学科的教学都不是仅仅为了获
得学科的若干知识、技能和能力，而是要
同时指向人的精神、思想情感、思维方
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生成与提升。
学科教学要有文化意义、思维意义、价值
意义，即人的意义。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余文森）

简单用分数或名次评价，让教师
无法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去做，
抹杀了他们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伤害
了他们的自尊。更为严重的是，他们
会以同样的方式传染给学生，让学生
也受到伤害，浇灭学习热情，丢失学习

兴趣。这样，教师就不会关注学生真
正的生活、鲜活的生命。看似为了学
生未来发展负责的学校，却阻碍了许
多师生的幸福成长。
（北京市育英学校密云分校校长 李志欣）

以往，新学期伊始，教师的教学计划
被检查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寒假后的教
师培训班上，我们要求教师用 PPT分享
自己新学期的教学计划。教学计划被分
享，而不是被检查，教师心情与以往大不
一样。分享了，就检查了。分享，远远不
止检查。
（云南省昆明丑小鸭中学校长 詹大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