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移动学习 APP（应用程序）可
谓是层出不穷、应有尽有。相信许多教
师和我一样，在课上课下利用APP帮助
学生巩固或延伸课堂学习。这些APP为
学生提供了海量的学习资源，也让随时
随地学习成为可能。

以前我总愁学生不认真学习，而现
在，不用我去找他们，只要我和学生商
量好学习的方式、完成任务的时间节
点，学生有空掏出手机就可以练英语，
大量的碎片时间被利用起来，学生学得
越来越得劲儿。

就这样，我自以为通过线上线下相
结合的学习方式便可以 hold（掌控）住
教学了，但当我再次回到课堂、重新审
视教学时发现：技术的确给教学带来
许多好处，但随之而来的还有“问题一
箩筐”。

如今，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地学英
语，他们的学习不只存在于这一方几十
平米的教室，不只局限于 40 分钟的课
堂，而是在更多我看不见、不清楚却伴

随他们每分每秒的时空里。
技术的引入正以一种不可逆转的

方式打破课上与课下的界限，在这样一
种无边界的学习中，学生拥有了开放、
自由的自主探索空间，学习的发生有了
更大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今天的课堂
上，我看到的学生是这个水平、这个模
样，待到明天返回课堂，他们可能已经
完全超出我的想象。所以，当学生的已
知与未知随时随地都在变化，而这种变
化那么零散、复杂且难以预知，作为教
师，我很难准确及时地把握学情，更难
以根据变化随时调整。

那么，每一节课教学的起点我该如
何确定？每一堂课我该如何设计？我该
怎样才能照顾到每一个学生的学习
需求？

说实话，这个问题我至今都没有解
决，但是它却真真切切地摆在我们面
前。如何跨越课上课下，走进学生无边
界的学习生活，这已经成为我和同事们
需要攻克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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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人们对 VR（虚拟现实）技术
已经不陌生了。所谓VR技术，就是利用
计算机生成模拟环境，借助头盔让我们
在其中产生身临其境体验的一种仿真
技术。它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立体视觉，
逼真的空间感和立体感是其他任何技
术无法比拟的。作为动画课教师，我对
这方面一直很有兴趣，也一直思考 VR
与游戏对教育的帮助，开始了将虚拟现
实技术引入课堂的尝试。

我们团队将自己制作的太阳系VR
内容用于地理课堂，当学生第一次戴上
眼镜，看到巨大的太阳出现在自己面前
时，不禁哇地叫出声来。此时学生不是
面对模型和图片，而是仿佛遨游在漫无
边际的宇宙中观察太阳系。那节课效果
非常好，学生很兴奋、很投入。在课后的
调查问卷中，反响也很不错，甚至还有
学生提出自己关于 VR 课程的设想。我
们也陆续在数学课堂、生物课堂进行实
践，发现 VR 技术可以让学习效率大大
提高，也能够展示出现实中难以看到的

细节结构。
通过课堂实践和学生反馈，我有了

更足的信心。但是，VR 教学还处于起
步阶段，并没有非常丰富的内容可供
选择。我想，为什么自己不尝试设计
VR 课程呢？一项新技术是不可能凭空
适用于教育的，而教师的经验正是推
动教育信息化最坚实的力量，我们可
以成为这个领域的探索者。因此，学校
各年级各学科教师纷纷开始设计属于
自己的 VR 课程。在大多数人还不知道
VR 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扮演
VR 教育设计者和开拓者的角色。当
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不可能一蹴而
就，但我想，能够参与和见证这样一场
教育信息化的革命，本身也是一件激
动人心的事情。

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VR教室，有
了越来越多的课程内容。我相信，不断
完善的VR教育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教育
体验，这也是我们送给孩子未来人生的
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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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新学习时代的挑战来自哪里

我们正在进入新学习时代。日前，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第五届教育年会召开。年会以“让成长真实地发生”为主
题，用海报展示、圆桌论坛等形式展现了教师在教学方面作出的思考与探索，以及学校的变革与发展。

本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北京十一学校一分校，聆听该校教师原汁原味的成长感悟。

记得刚入职的那天，学校分配我去
教小学一年级，当时我的内心是崩溃
的。怎么说自己也是个数学硕士，还是
个男硕士。去教一年级，心里有一堆的
不愿意。带着复杂的心情，我来到一年
级，成了一名包班教师。

第一次参加教学培训，学部领导
说我们实行的是跨学科主题课程下的
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一样，要进
行学科融合。看着这段话，其中每一个
词我都认识，但没有引起任何内心共
鸣，我不理解什么是跨学科主题课程
教学。

我上的第一节数学课，是一节认识
图形的课。这节课上得特别顺利，孩子
们很快按照我的教学计划完成了学习，
认识了几种平面图形的名称和基本特
征，教学秩序也不错，除了提问几乎没
孩子说话。洋洋得意的我早把跨学科主
题课程抛在了脑后。

下课了，我问搭班的教师，这节课
上得怎么样？她对我说：“我感觉有些孩
子对这部分知识已经理解了，但没有感
受到孩子们更深层次的思维活动。”

真的吗？我找来几个孩子询问，果
然许多孩子表示，这部分知识在幼儿园
就学过了。

可是，怎样让孩子在课堂进行深层
次思维活动？

带着好奇，我走进同事的班级，发
现孩子们正拿着酸奶管和纸黏土做着
什么，我走过去问：“你们在做什么？”

“我们在给动物搭房子呢。”一个孩子
说。旁边另一个孩子说：“哎，我的房子
怎么这么容易塌啊？是没粘牢吧？”“不
对，是底面图形有问题。”孩子们热烈地
讨论着，课堂气氛十分活跃。

原来跨学科主题课程下的数学课
是这样的，把抽象的数学变得形象直
观，这个活动真好。我找来学具，赶紧回
去备课，第二天上课我也让孩子们尝试
搭房子，很快他们就完成了各自的作
品，开心地告诉我：“老师，你给的任务
我们完成了！”“你们就没有什么问题问
我吗？”我说。孩子们都一脸不解。

怎么我这节课与昨天看到的同事
的课堂不同呢？我的课看起来更像是一
节手工课，班里也缺少了孩子们质疑的
声音和激烈的讨论。

带着疑问，我再一次走进同事的班
级。这天，她们班正在讨论蜜蜂与蜘蛛
的家，蜜蜂的蜂巢为什么是六边形，蜘
蛛网中心到底是什么图形，等等。这是
一节科学课，却以《动物的家》为主题。
下一节语文课是共读绘本《地下 100 层
的房子》，同样是以《动物的家》为主题。
我这才发现，原来《动物的家》不是单纯

的一节课，而是一个跨学科主题下的学
习。我第一次感受到了跨学科主题教学
的魅力。

在那一周例行的年级反思会上，同
事们告诉我，在课堂上进行活动的意义
不仅是为了活跃课堂氛围，更重要的是
把儿童的生活纳入课堂，让孩子们无意
识地进行体验学习，培养孩子们的数学
思维。这时候，我们不再是各自为营的
数学教师、语文教师、音乐教师、美术教
师……而是一个协同进取的团队，所有
学科教师在一个主题之下，以学生为课
程中心，根据主题化、生活化、游戏化的
原 则 ，制 定 适 合 孩 子 进 一 步 发 展 的
课程。

听了这些，我似乎开窍了。在感受
到跨学科主题教学魅力的同时，我也感
受到这样的课程对我的挑战。

数学课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更应该是孩子们实实在在地与形象
的、具体的事物打交道，我们要寻找大
量看得见、摸得着的工具，怎么找呢？
我发现，许多有经验的教师都运用同
一个工具——绘本。绘本教学优势很
明显，但让我一个小伙子给孩子们讲
故事，总觉得抹不开面子。

内心的不情愿直接反映到讲绘本
故事的过程中，平铺直叙，索然无味，别
说让孩子融入情境了。让我感激的是，
团队的教师们宽容地允许我慢慢成长。
为了帮助我真正放得开，每次和孩子一
起练习自编操或舞蹈，他们都推着我站
在前面跳。不跳不好意思啊，孩子们水
灵灵的眼睛看着我呢。于是，我这个四
肢不太协调的数学男教师，也跟着孩子
们一起跳了起来。你别说，后来跳得还
真不赖。就这样，我也像孩子们一样慢
慢地释放自己，与孩子们的距离越来越
近。再后来，就不觉得讲绘本故事难为
情了，我讲得有声有色，孩子们听得津
津有味。在课程推进中，我逐渐发现自
身的潜能，有了儿童的视角、儿童的情
感、儿童的思维，能真正蹲下来和孩子
一起成长了。

跌跌撞撞一路走来，我发现孩子们
小脑瓜中的问号越来越多，在课堂上和
我进行各种讨论，经常自发研究一些小
课题，有成果的就办一场讲座，甚至全
年级巡回演讲，还有学生成立了面向全
年级开放的组织，这让我非常开心，因
为跨学科主题课程就是让孩子们成为
真正的学习者，让他们随时都有质疑的
精神，能够推动自己去探究。今天的我
不仅是数学教师，我们的团队也不再是
所谓的数学备课组，我们跳出原有的数
学“盒子”，与孩子们在课程中一起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

个别化教育是我校教育教学的特色。
关于个别化教育，我们做过许多尝试。以
前我们只有教学目标，现在则是根据学生
的不同情况量身定制学习目标，不同的目
标对应不同的学习任务。在目标引领下，
学生的学习有了方向。

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满足了，可
也暴露出来更多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每
个学生都有不同的问题，教师根本无法同

时解决那么多问题。如何在同一时间为不
同学生解决不同问题呢？

我们借助iPad（平板电脑）实现个性化
学习。以前学生遇到问题总是急于举手来
问，现在他们直接在 iPad上点击问题左上
角的提示符号，根据提示解决困难。如果
以上内容仍不能满足需求，学生还可以借
助其他软件获得更多资源。

学生完成课堂练习后，教师可以在第

一时间统计结果。当我发现某道题的正确
率不高时，就进一步统计每个选项的选择
情况。以前，这些数据只能作为终结性评
价结果摆在那里，在教育技术的帮助下，
这些数据变成了指导学生后续学习的重
要依据。比如有 4 名学生在这道题中出现
错误，就可以在iPad上直接组建小组，针对
他们的学习困难分发材料、解决问题。同
时，其他学生可以按照原来的步调继续学
习，二者互不干扰。

以前我们设计目标后，只能做到资源
的初次分配和统计结果，这是我们个性化
学习的1.0时代。现在可以进一步细化分析
实现个性化分组，针对学生不同的反馈，
分发不同的材料，最终实现资源的再次分
配。课堂学习有了不同的路径，学生的学

习进入了私人定制时代。
那么，再次分配的资源从哪里来？教

师如何快速作出反应呢？这就需要教师
充分了解自己的学生，在备课时预估他
们可能存在的问题，将信息传入互动学
习平台，做好课前准备。这样，上课时才
能便于学生使用 iPad 选择资源、获取支
持，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困难，管理自己的
学习进度。教师在课上针对学生的实际
情况作出反馈并提供进一步支持。课下
资源准备越充分，课堂上提供的支持才
会越准确。

在目标的指引下，技术把学生从步调
一致的学习中解放出来，开启个性化学习
之旅；同样，技术把教师从课堂中解放出
来，进行更加精准的个性化教学。 相信许多教师特别是年轻教

师有这样的困惑：针对不同层次
的学生，我们到底该教什么、怎么
教、效果如何？数据可以给我们答
案。我们可以利用电子问卷调查
不同学生对不同学科的需求。通
过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班级
的学生需要加强的知识点不一
样，希望教师的授课方式也不一
样，同一个班的学生对不同学科
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找准学生的
需求点，课堂效率才会提高。

面向中考，化学教学的实效
性变得尤为重要。我们需要一种
真实有效的方法对学生加以分
析，找到学生的弱项，有针对性地
进行“靶向教育”。这时，数据分析
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优势便显现出
来。从这个学年开始，我利用excel
软件在日常教学中建立了数据
库，为每一个学生建立个性化学
业数据档案，并将这些数据应用
于教学实践、学生自主学习及家
校沟通中。

我以考试名称为横轴，班级
名次为纵轴，建立成绩走向图，得
出每次考试学生的班级名次。学
生在班级的排名可以体现学生在
考试中的真实水平。举个例子，如
果某个学生在一次单元测试中发
挥不太理想，说明他对该单元的
知识掌握出现了漏洞，需要查漏
补缺解决问题。想要找到解决方
法，需要先找到问题具体出现在
哪里。我会通过数据档案，查询学
生的试卷进行进一步分析。

每次大考结束，我都会翻阅
每个学生的试卷，找出他们的错
题题型和对应的知识点，详细记
录在成绩走向图的下方。这样，通
过错题分布，就能找到学生的薄
弱点，开展针对性教育。

具体怎么操作呢？首先，借
助 错 题 分 布 ，我 们 可 以 结 合 具
体试题分析学生发挥失常的原
因，并进行针对性讲解。然后，
我将考试中错题分布相近的学
生 分 为 一 组 ，针 对 这 次 考 试 出
现的问题，按照对应的题型、知
识点给予学生相应的过关检测
卷，检测讲评效果。最后，我们
可以从错题分析中发现学生几
次 考 试 出 现 的 相 同 错 误 ，进 行
有 针 对 性 的 指 导 ，并 检 验 训 练
成果。

在这样的“检测—分析—讲
解—反馈”流程下，每一步教学的
效果都直接以数据的形式体现出
来，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误诊”
而导致的教学偏差。在本学期采
取基于数据指导的模块化教学
后，班里学生的成绩都有不同程
度的提高，之前经常出错的知识
点也在逐步更正。

教育的本质是对学习者的支
持和服务，而不是规训和教化。教
学设计、教学环境布置、教育数据
的采集和决策，这些过去靠灵感
加经验的东西，在云计算的背景
下，正在慢慢地变成一种数据支
撑的行为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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