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课不停学，使开设网课成为学

习新样态。而摒弃灌输式网课，以课

改理念开展网课则是必然选择。课

改学校的教师更应该有责任引领这

一趋势，上出网课新样态，掀起一次

真正的课堂革命。

网课新样态可以参照以下四个

切入点：

第一，学习组织形态上，要从过

去的行政组织走向自组织。

居家分散式的个体学习，更需要

建立伙伴共学小组，相互勉励、相互

支持，甚至走向自组织的学习。授课

教师可以发动学生自我结对，在结对

的基础上建立网络互助学习小组，整

个学习以小组的方式开展，逐步走向

在线学习的自组织。

第二，授课方式上，从过去的讲

授式走向自主学习。

从过去课堂上由教师引导的自

学走向真正的自主学习，即学习目

标、时间、内容、路径、顺序、方式、方

法、工具、结果呈现、考评方式等皆由

学生自主决定，让学生借助思维导

图、学习导图、鱼骨图、高效阅读等工

具自学；让学生借助学科学习方法、

学科思维方法自学；让学生将知识在

实践运用中自学，借助网络资源如慕

课进行自学，这就是放大自学，放开

自学。

这里所说的自主学习包括四个

要素：建立在学生具有内在动机基础

上的“想学”，建立在学生自我意识发

展基础上的“能学”，建立在学生掌握

了一定的学习策略、学习评价基础上

的“会学”，建立在学生意志努力基础

上的“坚持学”。

第三，课堂形态上，倡导翻转课

堂和基于思维发展的课堂理念。

教师要从课程设计的角度、学生

发展的角度、素养的角度做好网络课

堂的课程设计，积极探索网课背景下

的教学模式改革。

线上翻转课堂基本流程：先出示

学习目标及学习流程、资源、平台、工

具；出示预习提纲，教师提出问题，引

导学生提出个性问题，尝试建立问题

系统及解决程序、思路卡；提供微课

视频，学生借助暂停、重放功能选择

观看，尝试解决相关问题；建立小组

微信群分享交流；小组提出共性问

题，教师点拨答疑；学生利用思维导

图、学习导图，围绕知识、方法、元认

知三个维度自主进行课后小结；课后

达标检测。

基于思维发展的课堂基本流程：

一是思维激发，提倡能与学生生活关

联的真实情境导入。二是思维导引，

搭建脚手架。关注结论更要关注过

程，借助疑与探、问与思，从目标、结

构、路径、方法、核心知识对本节探究

主题进行多元导引。三是思维的表

征，提供混合学习区，让学生选择适

合自己的个性化学习目标、学习方

式。四是思维的迁移，“是什么”的简

单记忆模仿问题少些，变式、理解、应

用等综合思维、创新问题多些。五是

思维的内化，借助冥想、思维导图等

构建本节知识树。六是思维的觉察，

反思顿悟个体思维、团体思维的增

量，内省、觉察思维改变、思维生长及

元认知改善。

第四，学习内容选择上，提倡真

实情境的跨学科整合的项目学习、

STEAM学习。

教师以“事实—主题—概念—

原理和规律—理论”为线，组织跨学

科多元理解的深度学习。比如，有

专家建议围绕下列主题：了解神秘

病毒、细胞、人体；如何面对生命与

死亡；面对同一事件不同信息，如何

提升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及媒介素

养；疫情变化的数字背后藏着怎样

的秘密。

这次疫情对课改来说既是一次

危机，更是一次契机。而学生居家自

主学习是对课改效果的一次实战检

验，也是课改真实场景的实验田。疫

情期间课改不按暂停键，有识之士要

引领促进网上学习新常态，掀起一次

课堂革命。

（作者系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理事长）

课堂革命的新契机
□ 王红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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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疫情加速的课改认知被疫情加速的课改认知
疫情之下，教和学的形态

在加速重构。我们越发认识

到，启动课改的意义和深度课

改的紧迫性。疫情背后，考量

学生的是自主学习习惯和自我

管理能力，考量教师的是媒介

素养和课程开发能力。当疫情

来袭，学习方式、学习内容都将

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给我们

带来的思考有哪些？

新冠肺炎疫情让全国进入了最

严防控紧急状态，居民宅家、工厂延

工、学校停课，整个国家除了全面防

控疫情外全都按下了暂停键，这一切

都是为了切断病毒的传播源，早日战

胜疫情，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面对学校延期开学，从教育部到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都纷纷出台了“停

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工作部署；

各类线上培训机构到处发布信息，推

出网络直播课程，抢占学生在家上学

的“C位”；电视课堂、教材快递等地方

性“招数”也陆续跟进。

非常时期，如何应对？这是给每

所学校提出的新课题。我们提出要

“冷思考”“热操作”。所谓“冷思考”，

就是要冷静思考，理性面对。思考为

什么要做和怎么做，分析在家上学与

学校上学的不同点，研究开什么样的

课程，如何运用技术等一系列问题。

所谓“热操作”，就是要以饱满的热

情、负责任的态度投入“停课不停学”

的工作中，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

我管理能力。

在家上学是“刚需”。一段本该

是学生闲适的寒假时光，一个原本

是万家团聚的春节，因为疫情被打

断了。来不及拜年，走亲访友领红

包，欢乐喜庆的氛围戛然而止。整

个春节学生宅在家中，年味少了，线

上聊天、看电视、玩游戏，成为宅家

“三宝”。家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本该是改善亲子关系的时机，却因

为焦虑无措而期盼学校早日开学。

一些家长不断为孩子布置线上学习

的任务，学生忙于应付，收效甚微。

随着家长复工，学生在家更成为家

长放不下心的大事。虽然延迟开

学，耽误不了多少新学期的教学工

作，但更好地服务家长、帮助学生在

家上学是教师的天职。毫无疑问，

没有教师系统有效地帮扶，只是简

单地放手，学生无所适从，家长束手

无策。

项目学习是“主课”。当前，大面

积开展线上教学是应对疫情开展的

基于互联网的一项全新尝试，其主要

目的是利用技术促进学生学会学习、

主动学习。然而，在线教育离开面对

面的方式，教师的直接作用力减少

了，师生、生生间的互动多转化为单

向讲授。同时，长时间面对屏幕，学

生的视力也是一个需要考量的因

素。除基础学科的预学外，任务驱

动、多学科整合的项目化学习，应成

为学生在家上学主要的学习内容和

学习方式。一天一张学习单，而不是

每个教师一张学习单，让学生思考多

于听讲、动手多于用眼，让生活和世

界成为教材。

团队协作是关键。抗疫期间，不

少教师都参与了摸排、登记、上报工

作，而线上教育的开展，教师又要转

变为“主播”，更显得手忙脚乱。我们

摒弃了单打独斗，以年段为单位，各

学科教师协作，构建“教学共同体”，

共同设计项目，融合各自学科的知

识、技能，提供学生学习的工具支架，

研发任务单和评价量规。这样，既为

教师减负，又能较好地控制学生的学

习任务总量。

评价反馈是保障。评价是学习

的导航仪，反馈是学习的加油站。线

上学习更需要评价与反馈的及时跟

进。通过线上平台，学生上传作品，

教师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开展针对

性评价，加强在线答疑和个别帮扶，

特别要关注学困生的在线指导，提供

正面激励，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

时，要发挥学生自我评价、同伴评价

和家长评价的过程性和多元性作

用。线上平台，有更多保存和展示学

生作品的空间，教师要尽可能地展示

学生的学习成果，以成就感驱动学生

进一步学习。

（作者系浙江省嵊州市逸夫小学校长）

在线学习的“冷思考”与“热操作”
□ 马东贤

疫情当前，有太多的细节引人深

思。据说，向中国伸出援手的日本，

眼下也正遭遇“口罩荒”。但观察人

士指出，“口罩荒”并未在日本社会引

发剧烈的“口罩慌”。

因为平时我们在日本可以随时看

到口罩满满的存在感：地铁上，它是上

下班高峰期的安全感；身体抱恙，它是

利己利他的社会礼仪；餐馆饭店，它是

服务行业的质量保证……更别提每年

春天困扰日本人的“花粉季”，琳琅满

目的口罩会占据各个商店的显眼处。

日本社会对口罩的态度，也许与

他们的责任思维有关：管好自己，尽量

避免给他人添麻烦。这种折射在戴口

罩这件小事背后的高度自律感，也彰

显了人们对待危机的态度：在灾难面

前，每个人都有义务做好自己的事。

那么，作为教师，疫情之下我们

需要准备什么呢？

备好信息技术课。因为疫情的

冲击，所有学校被迫踩下急刹。教育

部“停课不停学”的要求一出，从 2 月

10 日起，线上学习风起云涌，但与这

一片繁荣和繁忙相并行的不全是有

序与点赞，也有不少杂乱与埋怨。

因为在线学习这条轨道还有待

优化——超大流量突然涌入，相关平

台不堪重负；处在起步阶段的平台各

自为政，功能残缺，体验欠佳；电子产

品的副作用又令人如此惶恐……

我们知道，“危”与“机”始终相伴

而生，疫情过后我们还要补上新技术

的应用与学习这一课。

我们所处的地球，注定让人类无

法摆脱疾病、环境问题，达摩克利斯

之剑永远高悬头顶，人类社会各个组

织系统都必须找到有效规避风险的

途径；随着学生不断提升核心素养、

自主管理能力，他们对学习效率提出

更高要求，急需私人定制的学习方

式；知识半衰期越来越短，即便离开

校园，我们同样需要学习。

备好学科经典课。当下，许多教

师为了线上教学准备新课之外的教

学内容，但苦于事前没有充分准备而

“无米下锅”，盲目应战。

虽说最好的学习内容应该立足历

史、面向未来，在传承与创新中打破教

材世界的二元对立，走向“世界是最好

的教材，教材是真实的世界”，但我们千

万别忘了：许多亘古恒常的文化知识内

核一定是学生人生底色应有的储备。

经典的一定是永恒的，我们可以

早些备下这些经典课。我们学校在

这次“停课不停学”中为什么能够相

对从容？主要得益于学校在各学科

已经准备了相当充足的“米”和“油”。

语文学科，我们围绕“诗词里的

季节”“南京城里学语文”“小古文里

的大世界”等系列内容，请校内有专

长的教师进行微课微视频录制，已储

备了40多节。此前，录制的内容定期

在南京科教频道播放，目前已编入学

校延长假期的课表，并通过南京市玄

武区“学乐云”平台和学校微信公众

号推出，赢得了区内外同行的好评。

数学学科围绕数学思想方法序

列展开。学校数学团队提前进行顶

层设计，努力开发“长小娃必备的数

学思想方法”教程搭建课程框架，以

微课呈现，已经积累了一定规模的素

材。“统筹”“转化”“画图”“极限思考”

等关乎数学本质的内容，有效弥补了

课本内容的不足，提升了学生的数学

素养，再加上定位于“感受性学习”的

弹性要求，动态、卷入式的呈现方式，

使学生脑洞大开。

除了这些，我们要准备的还有许

多方面。比如，要让学习型家庭成为

教育的“最基础组织细胞”，要让学生

走向更大程度的自我管理和自组织，

要让学习方式加速走向任务式与挑

战式，要加速课程与资源的平台化进

程，要加强智能化教育新评价展开规

模化应用……

疫情如同择人而噬的洪水，也是

重启未来的契机，矫正人类的行为，

化解“次生灾害”，是全体教育人有所

作为的领域。

（作者系特级教师、江苏省南京

市长江路小学校长）

疫情之下，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 周卫东

新冠肺炎疫情还在继续，非常时

期学生居家自学成为常态，他们自主

制订每天、每周的学习计划，合理安

排自己的学习和娱乐时间；制订自律

措施，主动邀请家长和老师监督；每

天自觉提交学习成果，有问题及时向

老师、同学求助。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延期开学为

他们提供了一个弯道超车的好机会。

而美术中学的学生通过自我定标、自我

实施、自我反馈、自我激励等方式，在家

学习有序进行，秩序井然。

没有了学校里的约束，学生为什

么能够轻松适应这种自主学习的生

活？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学校长

期以来落实的“自教育”思想。

“自教育”既是价值观，也是方法

论，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已经内化到

每一位师生心中。这次疫情，让大家

深刻认识到，离开学校和教师之后，自

教育意识和自教育能力使学生依然能

够更加有效学习。同时也证明，“自教

育”通过疫情的考验，在特殊时期凸显

了自身的价值，这也使我们“美中人”

更加坚定了对“自教育”的信心。

“自教育”思想下的“自本课堂”有

两大意象：一是牧羊人，“自本课堂”下

的教师甘做牧者，不做纤夫，教师的重

要职责是将学生带到“水草丰美”的知

识洼地，让学生自由自主地体验学习

的快乐；二是师生一起寻找水源，“自

本课堂”下摒弃过去“教师给学生一碗

水，自己要有一桶水”的理念，而是转

身成为和学生一起寻找水源的人。

如今的在线学习很好地呈现了

这样的场景。早在春节期间，全校各

学科教师就拿出了网络授课的计划，

学校还专门成立了网络教学共同体，

共同体内教师不做“麦霸”，以学习

平台为主，微信及 QQ 为辅，充分互

动交流，将教室里的“自本课堂”搬

到线上。

线上教学遵守学校作息时间，文

化课和专业课交叉进行。线上教学

采用问题驱动模式，教师通过设计问

题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启发、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主动思考，鼓励小组合

作探究。

线上教学增强了师师、师生和生

生间的互动，不仅仅拘泥于单一的直

播形式。教师要结合学生的现有学

习和环境，探索学生能够主动参与、

具有创造性的学习方式，实现在线互

动讨论、协作探究式学习。

需要说明的是，“停课不停学”不

仅仅是知识的学习，教师还要引导学

生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

会感恩。因此，除了每天的常规教学

之外，各班积极组织课余活动，如每

天晚上 7 点看新闻联播，及时了解疫

情动态，感受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坚守

与奉献；每天组织学生跳健身操，培

养学生树立健身意识，增强体质；每

天参加一项家务劳动，树立劳动意

识，提高自身生活技能；每周一次网

络班会课，以小组为单位轮流主持，

可邀请家长参加，锻炼学生的领导

力、表达力、合作力。此外，学校还举

办“致敬抗疫英雄书画展”活动，全校

师生踊跃参加，翰墨寄情，水彩献礼，

致敬战“疫”英雄。

有学生在作文中这样写道：“在

这加长版的假期，每个人都在发生着

变化。看到老师们辛苦备课，爸爸妈

妈每天无微不至的关怀和陪伴，医

生、护士们勇敢逆行，我还有什么理

由不好好学习呢？我们相信，在自律

中蕴藏着无限的可能，让我们自律自

立，共度难关！”

（作者系河北省保定市美术中学校长）

把“自本课堂”搬到线上
□ 贺宇良

特别策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