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理念、送好课、送图书是中国教师报“课改中国行”活动一向坚持的理念，我们主张以好课实践课改理念。在监利的活动
中，北京特级教师张宏伟、吉林大学附属中学教师秦亮、上海大学附属中学教师郑艳红带来了三节不同样态的课（可扫码观课），
这些课的背后呈现了新合作学习的理念，让人眼前一亮。以下关于这三节好课的解读，可以让我们了解它们背后的意义。

特级教师张宏伟的数学拓展课

《小数的意义》，我听过多次，每一次都

有新的冲击，这种冲击常常因为学生

的不同而不同。这一次，张宏伟的课

又让我们遇见了“数学之美”——原来

数学可以如此曼妙。

确切地说，他不是在教数学，而是

在用数学做教育。好的课堂一定是

“ 五 官 苏 醒 ”的 课

堂。在这节课上，学

生从最初的迷茫、懵

懂到遭遇一个个有挑

战性的问题，一双双

眼睛开始渐渐明亮起

来。在一个个回合的师

生对话中，学生完成了一次

数学的启蒙，观课者则领略了

从教学走向教育的魅力。

综合几次观课的过程，记者拾取

其中的几个片段予以分享。

课一开始，张宏伟没有直接导入

新课，而是帮助学生建立一种“安全、

安定、安心”的课堂文化。

“张老师常常给学生送三句话，只

有在课堂上敢于胡说八道，将来你才

可能能说会道；只有在课堂上敢于胡

思乱想，将来你才可能有奇思妙想；只

有在课堂上敢于胡作非为，将来你才

可能有所作为。”如此有力量的三句

话，让学生感到这的确是一位好玩的

老师，这一定是一节值得期待的数学

课。美国年度教师雷夫曾说，在他的

第 56 号教室里，真正的秘密不是因为

有了什么，而是因为“没有害怕”。毫

无疑问，张宏伟从一开始就在试图营

造一种“没有害怕”的课堂氛围。

这是记者感受到的“育人大于教

书”的第一个细节。

接下来的师生对话更是意料之外、

旁逸斜出，但又如此让人回味无穷。

师：小数学过了吗？

生：学过了，四年级就学过了。

师：还有问题吗？

生：没有问题。

师：没有问题，我们还要学吗？

生：学。

师：为什么还要学？

生：因为你要教。

师：我们的学生总是如此善良，如

此懂老师，你要教，我们就陪你玩一

会呗。

师：同学们，这个世界最可怕的就

是没有问题。会学习的人总是能够在

别人都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新的问

题。既然你们都没有问题了，那老师

来问一个关于小数的问题，小数的英

文单词谁知道？

学生们面面相觑，有人摇头，有人

好奇地望着老师。

师：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

生：你可以教我们呀！

师：但 老 师 今 天 不 负 责 教 ，怎

么办？

有学生说，可以上网查。于是，

真正的学习便从这里起步了。学生

学习的路径被自我打开，学会借助网

络等资源、工具进行自主学习。教师

只是协助学生学习的人，不是包办学

生学习的人，真正的学习是当学生离

开教师之后依然愿意学习，依然会自

主学习。

这是张宏伟为学生打开的第一

扇窗。

一堂课就这样由一个接一个充满

挑战性、让人脑洞大开的问题，由一轮

又一轮的师生对话向前推进。这个过

程中，让记者备受感动的是，张宏伟每

一次回应学生时的评价性语言真诚而

有力量，具体而不重复，没有让评价沦

为“你真棒”的乏味和无力感。

“你发现的这一点，老师都没发

现，你是老师的老师。”

“你是第一次主动站起来发言的

女生，我们给她点掌声。”

“欣赏别人的同学一定会受到别

人的欣赏。”

更精彩的评价是在这一节课的最

后，进行总结时张宏伟问：这堂课你收

获了什么？有学生说，“我学会了借助

网络来学习”。有学生说，“我学会了

任何事情既要正着想一想，也要倒着

想一想”。还有学生说，“这节课我发

现 了 一 个 新 的 学 习 方 法——‘ 掏 空

法’，就是要善于刨根问底，穷尽思

考”。

师：请 3 位同学站起来，接受大家

的点赞。其他同学总结的是学到的知

识，这3位同学总结的是学习方法。同

学们，方法是比知识更重要的知识，我

提议全班同学连续给他们3次掌声。

这是张宏伟给学生打开的又一

扇窗。

一节好课可以有 N 个解读的视

角。张宏伟的这节课将小数放在了整

个数学体系背景下，他更像是数学知

识点的挖掘机，让学生更为丰富、全

面、完整且深刻地理解了“小数的意

义”，发现了小数的真相，也让学生发

现了小数的四大美：精确之美、简洁之

美、统一之美、对称之美。

当一位教师可以站在整个知识谱

系当中去面对教材，当一节课可以将

学生带入一种美好的学习体验，当学

生的思维在对话中不断被引爆，他让

学生遇见的不再是知识，而是成长；他

所做的不再是教学，而是教育；他所关

注的不再是学科，而是人本身。

一堂数学课上的“教育学”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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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刚结束的“课改中国行”公益

活动中，我为高一学生上了一堂学习

共同体的语文阅读课。

为起点和终点架设两座桥梁

我授课的文本是加拿大幽默作家

里柯克代表作之一《我们是怎样过母

亲节的》。里柯克用幽默的方式向读

者描绘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在过

母亲节时有趣又耐人寻味的经历。

这篇文章不是学生熟悉的用议论

抒情的方式表达母爱的散文，而是把

情感隐藏在又细又满的叙事之中，学

生在阅读中很容易因为文章写了大量

的生活细节而一目十行。精读文本之

后，学生能发现情节中的逆转、反差，

进而产生疑惑，但很少有学生关注语

言文字背后的内涵。因此，让学生从

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提炼出不合理

的东西，在期待的生活和实际结果的

反差中理解里柯克的幽默特色，感受

母爱的无私和宽广，是这堂课的最终

目标。

20多年的授课经验告诉我，高一的

学生有自己对母爱内涵的认识。学生

通过认真仔细阅读，能关注到“不合理”

事件中家人的自私、感受到母爱的无私

和伟大，但学生对母爱的认识不深，存

在浅层次、概念化的倾向，造成对文本

简单化、片面化的误读。这是我预想的

课堂教学起点，在起点和终点之间需要

为学生架设两座桥梁，一是教学设计，

这是关乎“教什么”的问题；二是学习方

式，这是关乎“怎么教”的问题。

基于学生理解的教学设计

讲这篇文章，我有失败的经历。

记得两年前的一次课堂大奖赛，我在

近3个月搜集作者作品信息、解读文本

的基础上，设计了本文教案，把文本的

教学内容定为里柯克通过怎样的语言

形式来表现深沉的母爱。预想从里柯

克幽默的语言艺术入手，引导学生在

文章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刻画和修辞

手 法 方 面

找到幽默

的 特 点 ，

师 生 共 同

感 受 幽 默

背 后 的 温

情，体会“笑

与泪交融”的力

量。但实际情况

很不理想，学生对外

国文学接触不多，对里柯

克式的幽默不理解，整堂课没有达

到我预设的教学效果，我不得不牵着

学生走，最后导致“老师讲的与学生讲

的不在一个点上”的结果。

时隔两年，我又讲这篇文章，吸收

了之前失败的教训，把教师备课的教

案转变为基于学生理解的教学设计。

既然里柯克的幽默表现在“深深根植

在生活本身的深层反差之中，我们的

期望是一回事，而实际结果却完全是

另一回事”。我就把本堂课建立在仔

细阅读文本，熟悉文本的日常生活细

节的基础

上 。 为

此，我设

计了第一

个学习任

务：认真阅

读 课 文 ，填

写表格内容。

表格分三栏：人

物、我们为母亲节做

了什么、母亲的反应。人

物分为父亲、姐妹俩、兄弟俩。学

生在填写表格的过程中，进一步熟悉

文本的细节，发现情节中的矛盾。在

此基础上，设计探讨的核心问题：“有

人认为我们为母亲做这些事，母亲很

开心，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有人认为母

亲很无奈，母亲节这一天忙忙碌碌、辛

苦操劳。对此，你怎么看？请找到文

中的依据，说说你的观点。”这个问题

的设计直指文本字面与文本潜在的含

义之间的矛盾，让学生在交流、探讨中

发现幽默的背后以及更远处存在的深

意。这也是里柯克文章写作的特点之

一，让极少数有心人凭借其本能或通

过苦苦求索，才得以入其堂奥而获得

启示。

构建相互倾听的学习共同体

为了让学习在课堂上真实发生，

我采用“学习共同体”的方式上课。首

先，营造相互倾听的师生、生生关系，

进而营造信任、关怀的课堂氛围。为

此，我在上课伊始设计了一个倾听练

习。两个人一组，一人说两分半钟关

于母亲节的故事，一人在认真倾听的

基础上用半分钟反馈自己的看法，要

求轻声细语，以不让第三方听到为

宜。之后进入分享环节，说的人提到

了“送花”“打电话”“写信”等过母亲节

的方式，而听的人“感动得哭了”，不约

而同提到了自己的反思和愧疚。倾听

练习不仅让学生习得倾听技巧，还营

造了浓浓的亲情，创设了本文的学习

情境。

其 次 ，在 学 习 单 上 明 确 学 习 要

求。第一个学习任务：请尽可能地从

文本中找出更多细节圈画出来，并在

表格中写下关键词。独自填完表格

后，请与同桌相互轻声交流。在认真

倾听对方的基础上，把表格内容补充

完整，时间为 10 分钟。之所以如此细

致地在学习单上写出要求，是减少课

堂上教师的话语，让学生在自主独立

学习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

协同学习提升。第二个学习任务：请

与同桌轻声细语地交流，充分倾听、记

录同伴观点。如果有需要，可以4人交

流，时间为7分钟。这个学习要求的设

计是让学生在充分探讨、交流、合作学

习中产生观点的碰撞，丰富对人物形

象的认识，深入对母爱内涵的探讨，挖

掘幽默语言背后的深意。在实际的课

堂教学中，学生碰撞出了 3 种观点：无

奈、开心、既无奈又开心。一开始三方

势均力敌，各自秉持己方观点，努力从

文本中找到依据并试图说服对方。于

是，我把学生的发言巧妙地串联在一

起，让学生带着“里柯克写作本文的真

正用意是什么”这个问题来深入与文

本对话。慢慢地，学生在共同探讨中

一点点地触摸到了幽默文章的深邃、

意味深长之处。

“教什么”和“怎么教”是每一堂课

思考的两个基本问题。其背后的理念

是教师以学科素养为核心，在把握文

本核心价值的基础上设计基于学生理

解的教学设计，灵活运用，保障每一个

学生的高品质学习。

（作者单位系上海大学附属中学）

“教什么”和“怎么教”
□ 郑艳红

暖场

师：同学们好，我是吉大附中的秦

亮老师，我热爱足球，同时也有自己心

中的蜘蛛侠，当然是肥胖版的，大家可

以喊我“小胖老师”，我的学生做了一

个小实验作为礼物送给大家。

师：播放视频——飞火流星锤。

同学们想不想做这个实验？

生：想。

师：这个实验要在户外完成，大家

在做这个实验时要注意安全，保护好

自己的运动服。

课堂回音壁：这个开场并不在我原

来的教学设计中，由于是借班异地上

课，同时在5分钟的课前交流时，我发现

有些学生比较紧张。为了营造安心的

学习环境，我现场增加了视频播放——

飞火流星锤。这是我在2017年冬季与

初三学生一起在校门口做的一个炫酷

实验，实验本身难度不大，却蕴含了一

些道理。教师经常会讲“铁在氧气中才

能燃烧”，学生错误地认为铁不能在空

气中燃烧。于是，我在教学时提出了一

个这样的项目式主题：不同样态的铁与

氧气反应的剧烈程度的实验探究。

偶然间，学生在淘宝上购买到“铁

丝绒”，在空气中即可燃烧。那天天降

大雪，我花了 3 个小时把买来的“铁丝

绒”用铜线捆好，做成“飞火流星锤”，

在校门口与全班家长和学生一起度过

了一个奇妙的“铁丝燃烧”化学实验之

夜。我平时在教学中注意这些资料的

整理和分类，将这些视频资料放在我

《金属的化学性质》的资源包中，根据

不同的学情可以作出不同的选择进行

授课。当教师以“学生的现场情绪”进

行教学时，更容易走进学生的心灵。

这个设计也提供了学科专业核心素养

的两个方面：一是化学实验的安全意

识。近几年大学实验室屡屡发生爆炸

事故，都与违规操作密不可分，因此从

学生启蒙阶段就进行安全教育是科学

工作者的重任之一。二是控制变量法

的萌芽意识。当学生发现问题时处于

“迷思”阶段，最需要的科学方法便是

控制变量法，但初中阶段仅限于粗略

的“比较”，努力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

和质疑精神，是这个实验除了视觉冲

击和创设情境之外的意图所在。

神秘力量，探索金属

师：究竟化学具有什么样的神奇力

量？下面我们来做一个魔术，邀请班里

最文弱最漂亮的小女生和最强壮最帅

气的男生到前面来（同时播放音乐）。

生：两位学生代表戴好护目镜、手

套，拿起易拉罐，按口令开始掰！

生：教师助理宣布比赛开始。

生：其他同学为男女生代表加油。

师：这就是女士的魅力！

生：为获胜的女生鼓掌。

课堂回音壁：这个神秘力量实验

是一个比较经典的金属化学性质探

究的问题生成实验。通过男生掰不

断、女生很轻松将易拉罐掰断，展现

女生的魅力。其实这个实验是这节

课的一条明线，学生猜想究竟是什么

力量导致女生的易拉罐被“拦腰截

断”。有的学生猜想是老师事先用利

器将其割断，有的学生猜想是某种液

体将其腐蚀，还有的学生猜想是空气

将其氧化……学生提出问题、猜想假

设能力的培养是这个环节的设计意

图，而基于学生的理解进行教学设计

也是教师角色、学生角色转换的前提

条件。通过这样魔术般的实验，激发

学生对化学学习的欲望与兴趣，为整

节课的教学埋下伏笔，让学生在问题

的海洋中思索。

视频观察“辨”金属活动
性强弱

师：根据学生的猜想和已有的学

习经验，播放以下视频资料：

视频一：镁条在空气中燃烧，铁丝

在氧气中燃烧，在空气中加热铜片。

视频二：锂、钠、钾、铷、铯与水反

应的对比实验。

视频三：锂、钠、钾在空气中氧化。

生：观看视频，观察记录实验现

象，并尝试用自己的语言描述。

课堂回音壁：为学生提供课程脚手

架的方式有许多，通过视频资料让学生

反复观察实验现象，为学生的观察实验

提供反复的可能。有些化学实验有一

定的危险性，同时现象未必十分明显，

通过视频资料多次展示实验的过程及

现象，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为学

生接下来的实验观察做好铺垫。

学生分组实验，探究金
属的化学性质

师：下发项目式学习资源包，同时

为单飞的学生设计实验。

项目式学习方案 A ：不同金属与

稀盐酸、稀硫酸反应的比较实验。

项目式学习方案 B ：简易原电池

的制作与电压测定。

项目式学习方案 C ：金属与盐溶

液反应（铁树银花）。

生：实验、观察、倾听、交流、展示、

反刍。

课堂回音壁：

项目式学习在初中化学课

中的使用是本节课设计的一大亮点。在

教学中，学生拿到任务单后，小组之间

迅速开展合作，并没有固定的记录员、

观察员、实验员、计时员的分工，组员

之间协同学习，或阅读实验手册，或检

查实验清单，或设计实验，或戴好护目

镜准备实验。学生在民主、平等的环

境下开展实验，刚开始速度较慢，当一

切准备就绪，便迅速开展科学探究，认

真观察记录实验现象，分析得出结

论。初步有了“慢就是快”“少就是多”

的教学策略。当学生知道自己就是这

节课的主人，学习动力和潜力便被无

限激发出来。学生在多维的空间和视

角进行不同的实验，

可以从不同的维度

来认知金属的化学

性质，实现课堂的和

谐交响。不同角度的

实验像不同色彩的药

品混合在同一烧杯中，

慢慢形成一个七彩的化学

天池，学生的思维紧紧地交

织在一起，相互溶解和扩散，形成

民主平等的深度学习共同体。

焰色反应激发学生学习
的能级跃迁

师：就像这熊熊燃烧的七彩火焰

一样，每个人都会绽放属于自己的色

彩，愿同学们在未来的学习生活中飞

得更高，大放异彩（与助手同时举起燃

烧的火炬，照亮学生前进的道路）！

课堂回音壁：这节课的结束部分

选择焰色反应作为收尾，是源自现在

热播的一部电视剧《西京故事》的一个

场景，作为化学系的学生希望每一个

人都能燃烧出属于自己的色彩。

（作者单位系吉林大学附属中学）

燃烧出属于自己的色彩
□秦 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