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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创课进校园”公益活动后，
我对深度学习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深 度 学 习 的 基 础 是 自 主 学
习。对于学生来说，自主学习比强
迫学习的感觉要好、效率更高。让
学生自己动起来，追根溯源解决问
题。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巧妙设置
导学案并前置，让学生自己先思考
解决问题。

深度学习的关键是互助学习。
教师要告诉学生利用好身边的一切
资源，除了网络之外，与教师探讨、
与同学交流都能体现一个学生到底
会不会巧妙学习。每个学生都有自
己擅长的领域，合作交流也许是实
现深度学习的最好方式。

深度学习的关键角色是教师。
作为教书育人的重要角色，教师既
是学生学习的引领者，也是学生学
业的助力者。因此，会教书也许是
教师的谋生手段，但是如果教师的
思想和意识能够改变学生的命运，
那么真正的教育就发生了。

（北京八一学校保定分校初中
部 姚凯）

在河北邢台举行的“创课进校
园”公益活动中，我和音乐教师李
娜、美术教师孙艳华、小老师张馨默
共同执教完成了一节综合课——

《忆江南》。这是一节打破语文、音
乐、美术三种学科边界的课堂，实现
了诗、歌、画的深度融合，展现了最
唯美的中国文化。同时，我们又互
为学情观察员，深入学生中间。课
还没有开始，就已经吸引了大批教
师驻足观课，这堂课也获得了他们
的高度评价。

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我忘不了
“创课进校园”活动的宗旨，忘不了
《忆江南》课堂上呈现出的唯美画
面，忘不了小老师自信满满的引领
示范，忘不了四（4）班学生的真实展
现，忘不了观课教师为我们点赞，忘
不了许多教师的追随交谈，忘不了
最接地气的专家观点，忘不了课改
路上我们还要大步向前。

（黑龙江北安市和平小学 郝欣）

“创课进校园”活动第三站让我
重新认识了教师的作用，重新定义
了好课的评价标准。

参加活动之前，我一直以为，课
改后教师在课堂上的作用被淡化
了。但一天半的学习让我认识到，要
想达到合作学习和深度学习的理想
状态，需要一个有深度的教师。课改
于教师而言是一种挑战：精心设置的
问题，学习过程中的有效观察，学生
质疑补充对抗中的抽丝剥茧，点拨提
升中的画龙点睛……课改对教师的
能力要求提升了一个八度。

此外，我认识到，一节好课评价
的不是教师的教，而是学生的学，不
单要看学习结果，更要注重学习过
程。作为学情观察员，我近距离地
走进小组，参与学生的整个学习过
程，真切体会到学生在合作学习中
发生的故事、解惑的过程、会心的微
笑……课堂上有学生帮助其他组员
放好凳子、有学生鼓励组员回答问
题，这些细节与知识学习和成绩提
升似乎无关，但却是积淀素养、点化
生命的学习，是真正的深度学习。

（河北省迁安市扣庄中学 刘艳）

前些天，中国教师报主办的一场
围绕“合作学习与深度学习”的大讨论
在河北邢台举行，这是一次思想盛宴、
好课盛宴，也是一次真知灼见的“平民
化”表达。

这次“创课进校园”活动，给我的
第一感触是没有高深莫测的理论腔
调，没有复杂难懂的语言游戏，扑面而
来的是一股很纯粹、很真实、很容易引
起一线教师共鸣的清新风气。无论是
专家学者的报告，还是一线教师的发
言，都一针见血，直击痛点，很接地气。

说这是一次接地气的相遇，还在
于 我 们 看 到 了 当 前 最 接 地 气 的 课
堂。无论是河北邢台思源实验学校
和山东茌平杜郎口中学的同课异构，
还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38 节开放课，我

们看到的是学生最需要的“学”，学科
最需要的“教”。看到的是教师们守
住学科本真，还原学科本色，盯住学
生学习力、学科味、表达力不放手的
执着精神。课堂每个环节都走得扎
实有力，课堂所呈现的问题也是自然
流露。这才能让我们真实清楚地知
道，课改我们需要改哪里？为何改？
怎么改？

我们常说课改需要灯塔。这个
灯塔不应该高高在上，而应该在这些
一线课改人的思考实践中。活动中，
4 位校长的微报告就是 4 种思考和实
践。最真实的案例呈现，口语化的理
念解读，可操作的方法指引，最家常
的表达方式，赢得全场一阵又一阵掌
声。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掌声不

是单单的礼节性表达，而是带着笑
容、带着认可、带着佩服的接纳与赞
赏。我们愿意听，我们听得懂，我们
有共鸣，这样的报告不会催人入眠，
不会单调乏味。

观课、评课、晒课、研讨，参会者是
参与者，也是活动的主人，都有发言
权，这样的活动有东西学、有事情做，
这样的会议很充实、有干货。所以才
会出现“为期一天半的会议，会场很少
响起不和谐的手机铃声，没有特别安
排休息环节也没有抱怨，会议最后几
乎仍座无虚席”的高效会风。

因为接地气，因为是平民化的会
议、真实发生的研讨，所以才会有“问
计于生”的成果发布。问计于生，简单
的四个字其实是教育的终极目标。一

切课改模式、一切教育理念，其目的都
是指向“学生学得怎么样”的问题。而
在现实中，许多由一线教师实践得出
的结论，往往更有助于从教育的根上
推动课改的成长。

课改不是几个专家学者就能推动
的。它需要人气，需要更多的一线教
育工作者积极参与、主动思考、主动作
为，因为他们才是实实在在的操刀者
和撬动者，只有他们心甘情愿地“捧
场”，课改才有希望。这场接地气的活
动，犹如闷热空气中的一股清新凉风，
吹散了当下教育的浮躁，吹来了一线
教师坚定课改道路、企盼课改价值的
信心。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遂宁市遂州
外国语小学校）

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始终在探索
一条高效学习之路。最近很幸运，参
加了“创课进校园”活动，对合作学习
的内涵与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认为，合作学习的开展需要外
力的驱动，也需要学生发自内心的需
求，外力与内需相结合，才能达到最佳
的学习效果。

反思许多课堂上的合作学习，学
生往往只是外力推动下的被动合作。

比如，教师分配学习任务后，小组
成员为完成任务而合作。如《端午的
鸭蛋》一课教学中，有教师出示问题，
作者家乡的鸭蛋到底好在哪儿？有什
么特点？作者对家乡的鸭蛋有怎样的
感情……学生通过朗读课文寻找答
案。组员在组长的主持安排下发言补
充，形成小组更加完善的理解，为全班
展示做充分准备。这种在任务驱动下
的合作是被动合作的一种，学生有明
确的任务，有明晰的思维导向，有明确

的合作达成。
比如，学生对问题不感兴趣，只是

在教师的监督下，在小组共同利益（比
如分数）的约束下，不得不参与进来，
做一名旁听者。这样的学生带着一种
被强制的感觉参与学习，学习效果可
想而知。

再比如，在开展综合性学习活动
中，教师常常会请小组选择一个主题，
组长围绕主题分配具体任务或组员认
领任务，谁认领谁负责。这种形式的
合作，学生的自主决定权多了一些。
如以“民间采风”为主题的综合性学习
活动中，某组选择“家乡素描”作为小
组任务主题。组员分别认领了家乡的
地理环境特色、历史文化特点、历史人
物等几项小任务，并围绕自己选择的
角度调查访问、搜集素材。最后，小组
合作整理相关资料，准备进行全班汇
报展示。

以上几个案例中，学生都是在教

师的引领下合作探究，甚至是在小组
加分奖励等利益的驱动下合作。这种
合作是外力推动下的合作，但我并不
想否定这种方式。恰恰相反，我认为，
如果没有这样的外力推动，学生又怎
么明确学习的方向？所以无论何时，
教师在这方面的助推、引领、调控必不
可少。

但是，合作学习要想达到更好的
效果，还需要学生发自内心的需求，需
要学生自觉自发地参与合作。

学 生 会 为 释 疑 求 解 寻 求 帮 助 。
比如学生读到“肃然起敬”一词，他会
自我发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为什
么用到这句话里？问题生成后，学生
迫切希望解决，于是他会主动找其他
同学共同寻找答案，从而实现学习的
共赢。

对于某些问题，学生已经有了自
己的认知结论，但为追求完美，他会
主动寻求合作伙伴。《端午的鸭蛋》

一文中用到了清代诗人、散文家袁
枚的一些文字，引用古诗文能增加
文 章 的 文 学 色 彩 。 由 此 有 学 生 推
想，本文还有其他引用吗？我们以
前学过的课文哪里是引用？引用还
有哪些作用……爱思考的学生可能
还会提出更多的问题，他们的思考
已经不再局限于当前的文本，而是
有了纵向或横向的拓展。为了追求
深入、追求完美，他们会寻求帮助，
与优等生合作探究，与教师合作探
究。人与人之间思维的碰撞生发出
灿烂的火花。

有内在需求支撑的合作，学生习
得的不仅是知识，还有人际交往、思维
模式……

合作学习需要外力的推动，也需
要学生发自内心的需求。只有将二者
结合，长期坚持下去，学生的素养才会
真正得到提升。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青县树人学校）

在河北邢台思源实验学校举行的
“创课进校园”活动中，我校教师李万
红的公开课《端午的鸭蛋》获得了参会
者的极大关注。而在此前，我和李万
红以及语文组其他几名教师一起进行
了集智备课。

实现学生深度学习的前提是教师
要先深度学习。因此，备课时我们重点
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研讨。

第一，单元导读中最后一句写道，
“体会多种表达方式综合运用产生的艺
术效果”。这句话是单元教学目标，是
语文学习的工具性目标。怎样使这个
目标更加明确？我们进行了多角度思
考。例如：就这篇课文而言，主要涉及
哪几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什么是
综合运用？有单一运用的情况吗？综
合运用产生了怎样的艺术效果？师生
在写作实践中能有意识地运用吗……

第二，课文后面的“研讨与练习”
中提到，作者汪曾祺在语言上追求平
淡而有味。什么是平淡？有什么味？
只有把这些概括性的表达变得通俗直

白，才算真正理解其中的意思。
通过反复研读课文和相关文章，

我们发现：汪曾祺追求的平淡是，在结
构上不追求构思精巧，闲适自然最好；
语言上不追求辞藻华美，口语通俗最
好；选材上不追求高大上，凡人小事最
好。什么是有味？自然不是酸味，也
不是甜味，而是韵味。是什么韵味？
就是特点。具体说，应该是写作中使
用口语的通俗味，使用古汉语的典雅
味，绘声绘色的形象味，略带夸张和调
皮的淡淡幽默味。

以上两个方面的研读是对学习目
标和文本的深度学习。教师不仅要研
读文本，还要研读单元导读和课后习
题，因为它们都是课标最具体的载体。

对“表达方式”“综合运用”“艺术效
果”“平淡而有味”这些司空见惯的词语
或概念进行不断追问，彻底弄懂这些概
念的内涵，做到真正理解，才是深度学
习。教师只有进行咬文嚼字的精读，做
到和自身的知识、体验对接，才算深度
学习和深度备课。带着自己深度学习

的体验，才有可能引导学生深度学习。
把熟知的概念彻底弄懂是求真，

把概念性的表达变成通俗直白的表达
是求实。求真与求实是严谨治学的态
度，是教学相长的主要手段。引导学
生求真求实是深度学习的第一步。

读书的真功夫在于“既能把薄的
书读成厚的，又能把厚的书读成薄
的”。“读薄”偏重于求深度，“读厚”偏
重于求宽度。为了把课文“读薄”，让
学生能够深入理解，李万红在导学案
中要求学生使用思维导图概括课文，
就是引导学生抓住关键点，把课文真
正“读薄”。

教师先于学生进行深度学习，才能
引导学生选择拓展材料，不让学生迷失
在茫茫的信息海洋之中。在教师引导
下拓展，才能最有质量、最贴近学习目
标、最节约时间成本地把书“读厚”。

如果备课时不做深度探究和学
习，学生在课堂进行讨论时，教师就很
难做到高水平、高质量的点拨、点评，
达不到醍醐灌顶般的总结、升华。

一直以来，语文教学都存在内容
上打转转、零敲碎打提问、忽视整体
把握的弊端，这是对学习目标和文本
理解不能准确把握的结果。李万红
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想达到在语用上
下功夫、关照课文整体、重视情感体
验的目的。

因为有了前面的深入研读，所以
李万红在公开课上提出了一个能统领
全文的问题：这篇课文语言“平淡而有
味”，请思考和讨论都有哪些“味”。

只有讨论和分析是不够的，怎样
体验出这些“味”才是关键。于是，李
万红让学生采用边朗读边感悟的方
法，通俗味、典雅味、形象味、淡淡幽默
味，精彩的朗读还原了作者当时的情
境，许多学生发出会心的微笑。

求真求实，先“读薄”再“读厚”，整
体把握，朗读感悟。我想，这些就是李
万红在教学设计中想体现深度学习的
匠心所在。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邢台经济开
发区思源实验学校）

参会感悟教师先要做到深度学习
□王国清

接地气，才会有人气
□陈 超

寻找合作学习的内需支撑
□孙洪娟

向创课型教师致敬

近日，在河北邢台举行的
“创课进校园”活动中，两所学
校的同课异构亮点频频，38节
各地好课展示异彩纷呈，不同
层次的学情观察团和评课团
深度点评，数位专家校长解读
合作学习与深度学习的经
验。一天半的学习过后，许多
参会者写下了他们的收获。

创课进校园 参会感悟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