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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学习“三宝”

在传统教学上， 教师的定位
是“二传手”，这样的定位便决定
了教师成为学习成果的决定者 ，
这是错误的。新课改改什么？不仅
是改教学方式， 重要的是改变教
师角色， 即变原来的二传手为高
效课堂主张的“一传”———让学生
和学习直接对话， 这时候教师是
什么———一个学习者而已， 也就
是新课改理念里讲的 “平等中的
首席”。

如果理解了这个定位， 那么
课堂则变成了“自助餐 ”，也就是
各取所需， 这便是我形容的 “超
市”。 在学生学习的过程中，教师
千万不要加以影响和干涉！ 否则，
便是不道德的。 有人说， 教师不
讲，学生不会学怎么办？ 很简单，
设计导学案。 导学案 3 个字很奇
妙 ， 导———引导 ； 学———核心 ；
案———设计。 因此，我把导学案比
喻成“学步车”。 但仅仅有导学案
学生仍然可能不会学，这时候，教
师就要设计———学习目标、 学习
方法、学习过程……

千万记住， 无限放大教师的
作用和教的功能便是反教育的 ，
也是对教师的极度不尊重！

有什么样的教师就有什么样
的课堂， 教师的确在决定着学生
的自学（我还要说明，新课改的自
学是 “自主学习 ”的简称 ，包括 3
种学习方式， 即独学、 对学 、群
学）。 比如导学案就要求教师要帮
助学生制订学习目标、学习过程，
乃至于学法指导等。 教育其实就
是顺应学生的心理和认知规律 ，
让学生去“经历学习”，甚至允许
学生去遭遇困难。

学习即经历 ， 学习即游戏 。
“做中学”、“玩中学”， 学习即合
作、共享，唯有这样才可以把学习
上升为一种“情感活动”。 年龄较
小的儿童更乐于或者说习惯于高
效课堂，从天性上讲，每一个孩子
都有强烈的表现欲，更依赖于“群
体生活”， 更愿意和同伴交流，因
此应该放大“分享”这一环节，而
不是一遍又一遍地“教”。

导学案是学步车， 初期当然
会让学生依赖。 要知道，课堂的价
值不在于让学生学会知识， 而在
于获取学会知识的方法。 “会学”
就是“能力”，而能力需要一个来
源，这个来源是日积月累的结果，
它只能来自于导学案。 我在前面
讲过，导学案必须能“导”，不能导
的只能称为“学案”，如果仅仅为
了让学生学会， 不需要导学案也
没什么的。 我一般不建议急于取
消导学案。 等到学生会走了，再丢
掉“学步车”也不迟，别急，急了会
摔跤的。

但教师编导案，学生编学案，
两案相映，则不失为一种尝试。

在 线 咨 询 请 登 录 ： http://
www.chinateacher.com.cn

教师的作用是什么

李炳亭课改在线10

■本期对话嘉宾
隰姜风平：山东省德州跃华学校校长
隰何丽红：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第二中学校长
隰王 琼：甘肃省陇南市西和县十里中学校长
隰崔小英：河北省唐山市丰润区岔河镇中学教研组长
■对话主持：梁恕俭

双色笔、纠错本、活页夹被称为高效课堂学习的三件宝贝，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东西，却隐含大智
慧。 它们的价值在于辅助、促进学生今天的学，支撑、便利学生后续的学。 用“繁琐”换取学生今日思考
的充分、学习的深入，赢得学生明日学习的快捷和高效。

■问 道

梁恕俭：在网上搜索“学习三宝”，能发现好多种解读。
有“好心态、好习惯、好方法”之说，有“谛听、接受、思维”之
说，还有的说“一宝是眼睛长在黑板上，二宝是耳朵长在老
师的嘴巴上，三宝是脑子长在思维上”。今天要谈的“三宝”
是双色笔、纠错本、活页夹。

崔小英：要求学生“眼睛长在黑板上、耳朵长在老师的
嘴巴上……”显然是填鸭式教学的产物。 而“教材、同步练
习题、真题”这所谓的“三宝”不就是纯粹的为了应试吗？至
于“预习、听讲、作业”更是老掉牙的俗套子，别称“三宝”
了，说“三俗”还差不多！ 其实，每一种说法的背后，都代表
着一种外显的教育理念。

何丽红：不同的时期，自然有不同的观点。 同一种事
物，也可有不同的表述。 比如，我校就把“双色笔”要求为
“三色笔”，用“资料袋”来代替“活夹页”，其实质不变。学习
“三宝”是帮助学生进入自主学习殿堂的基石与手杖。

姜风平：“活页夹”，不仅能方便学生随时积累，还要能
灵活使用。在实际运用中，“活页夹”要随时整理，对于不能

支撑后续学习的，已经完全掌握的，部分对个人后续学习
意义不大的资料要及时剔除。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每个
学科建立两个“活页夹”，或者将“活页夹”分类整理，也可
以随时用方便贴在活页上加注页码和提醒，以方便后续学
习和资料查找。对于单元重点知识网络体系和典型题目等
学习资料可以集中存放。

“双色笔”，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双色，也可以是三色。
初期可以使用双色笔，复习检索过程中，可以用符号或第
三种颜色，也可以是加粗的黑色、红色笔标志活页夹和纠
错本中的相关内容。对需要提醒自己的、仍然存在疑惑的，
或规律方法突出的可以再次加注标志，目的是方便后续复
习时，能快速检索，提高学习效率。

“纠错本”，要防止成为错题集，更要防止整理的内容
过多，造成建立和使用上时间的双重浪费。 “纠错本”是个
性化非常强的学习记录，要在统一的基础上，结合学科特
点，提倡学生创造性建立自己的“纠错本”，在定期交流、观
摩中丰富完善。为方便使用，最好使用活页本，建立检索目
录，以方便整理、检索、保存。

“三宝”是教育理念的外显
学习“三宝”是帮助学生进入自主学习殿堂的基石与手杖。

梁恕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让“三宝”物尽其用，发
挥出最大价值，您的学校是怎样做的？

姜风平：“三宝” 的价值在于辅助、 促进学生今天的
学，支撑、便利学生后续的学。 用“繁琐”换取学生今日思
考的充分、 学习的深入， 赢得学生明日学习的快捷和高
效。

“活页夹”，夹住的是今天的收成。 今天将收成入库，
是为了明天提高学习效率。 既然夹住的是收成，那么“活
页夹”就不能理解为单纯的学案集，尤其是每个单元学习
结束，自己整理的单元知识要点、框架体系，甚至典型解
题思路、解题方法，总结的规律等更要及时入库。 “活页
夹”要立足明天的用，凡是明天无用的，就一律不要入库。
否则，积攒过多、过滥也是麻烦。

“双色笔”，适用范围极广，从资料阅读中的“圈、点、
勾、画”，学案中疑点、难点的标注，规律、方法的总结，到
纠错本中错误点的标示、分析和展示版面中规律、方法、
疑点、易错点、拓展延伸点的提醒都会用到双色笔。 其中，
红笔使用过多，会造成重点、难点、易错点等不突出。 红笔
使用要方便知识的梳理和检索， 方便复习中更容易抓住
要害，要为由厚变薄做准备。

在实际应用中 ，我们将 “纠错本 ”更名为 “典型题
集”。 依据学科特点又将其分为不同板块，如：经典习题，
此类习题之典型在于规律 、方法鲜明 ，蕴含知识点的综
合运用和举一反三，重在总结规律 、方法 ，形成体系 ；错
题分析，应以正解为主，辅之错误分析，用双色笔标注出
易错点 ，整理代表性的知识点 ；思路链接 ，是从题目出
发 ，以解题思路链接相关联的知识 、方法 ，形成方法体

系；拓展延伸，是依据所学内容适当拓展延伸，扩展知识
视野。

何丽红：“三宝”在学生使用导学案的时候发挥着同样
重要的作用。 活页夹用于集中存放导学案，避免丢失，并定
期对各科导学案进行整理，作为重要的复习巩固材料。 双
色笔用于标注导学案上个人学习解决不了的问题，并将问
题带入“对学”、“群学”中。 同时，双色笔（粉笔）的运用还体
现在黑板上，学生在进行展示或者在黑板上做题时，就有
关易错点、关键点、关键词等用双色笔进行凸显标注。 纠错
本的使用可以与导学案相结合，将纠错内容填写在导学案
边栏里。

王琼：我校把纠错本学科化，设计理念是：更好地落
实“以学定教”，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提高学生思维能力、逻辑推理能力，以贯彻落实
素质教育。 为促进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掌握，设计了“看
你积累了多少”一栏，要求学生把自己在理解上含糊的问
题写在上面，通过完成这一栏目，提高学生对这一类问题
的重视程度。 并通过这一栏目的完成向老师反馈出自己
在学习中、理解上存在的问题 ，为教师 “以学定教 ”做铺
垫。

为了提高学生的理解能力、识记能力、知识的应用能
力，设计了“知识点梳理”一栏。 帮助学生理解所学知识
点，提高知识点的应用能力。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为了更好
地发挥老师的作用，尤其在学习方法上进行指导和点拨，
设计了“教师批注”一栏。 为增强各学科间的联系，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设计了“名言警句”一栏，要求学生搜集或
自己总结具有激励性的语言，从知识积累、个人修养上促
进学生成长。

为了赢得明日高效
双色笔（粉笔）的运用还体现在黑板上，学生在进行展示或者在黑板上做题时，就有关易错点、关

键点、关键词等用双色笔进行凸显标注。

梁恕俭：慎终如始，让坚持成为一种习惯，
这是为学之道。 请谈谈坚持使用“三宝”对学生
学习行为习惯的影响。

崔小英：可能有许多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熊
瞎子掰玉米”的故事，于是愤愤不平地指责学生
“学得慢忘得快”，既不懂得复习又不会累积。比
如英语学科，其特点就是知识点多，且分散，到
最后收尾阶段常常遗憾地发现， 留在学生头脑
里的远不是我们预期想要的，而我们能做的，除
了“望题兴叹”就剩下“再说一遍”了。记得以前，
老师说要找哪份测试卷，教室里翻成一团，浪费
时间不说， 更要命的是部分学生的测试卷早不
知飞哪里去了。后来开始用活页夹，让学生把每
一次知识总结、 课堂要点和巩固习题都用小夹
子夹起来。真不敢小瞧它的作用，那里面夹着的
可不仅仅是知识点、试题和讨论结果，更多的是
培养了学生的一种学习习惯。

什么习惯呢？那就是整理有序和持之以恒。
“整理”这个看似简单的行为，其实包含的是爱
整洁、讲秩序、养成物归原处的做事习惯；而“坚
持”则考验着学生的意志品质，间接地培养人的
责任意识。让学生养成随用随整理的习惯，这对
于他们以后的成长是很有益处的。换句话说，活
页夹不仅让导学案、 测试卷等按学科整理得井
井有条，还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比如，如何归类，如何排序，如何区分轻重缓急，
等等。

姜风平：是的，好习惯贵在坚持。 让学生在
学习中体会“三宝”的好处，自然乐于坚持 ，并
能形成习惯了。 总之，学习“三宝”要贯穿到整
个学习过程之中，反复使用，落到实处。 同时，
“三宝”绝不是学生的专利，教师也要建立自己
的“活页夹”、“典型题集”，教师手中的学案，也
要用双色笔突出重点、难点、规律方法点、拓展
延伸点等。 最忌讳教师让“三宝”的使用放任自
流，不指导、不批阅、不组织，反复使用。 一旦流
于形式，学生就很难坚持成为习惯。

“三宝”背后是
习惯养成
“三宝”绝不是学生的专利，教师也

要建立自己的“活页夹”、“典型题集”，教

师手中的学案，也要用双色笔突出重点、

难点、规律方法点、拓展延伸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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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拾“零”（三）
五曰“零生成”。有一天，我去听小学一年级语文第一

册第七课———《爷爷和小树》。课堂上“关于小伞问题的两
个追问”的案例始终在我的脑海中萦绕。课文中有这样一
句话：“夏天到了，小树给爷爷撑开绿色的小伞，爷爷不热
了。 ”其中，一个学生提问：“‘小伞’指什么？ ”老师按照生
生互动的原则， 启发学生回答。 一个学生答道：“‘小伞’
指树叶。 ”于是，这个问题就这样结束了。 紧接着又有一
个学生发问：“为什么小树撑开的是‘小伞’呢？ ”一个学
生回答：“因为是‘小树’，所以说是‘小伞’。 ”提问题的学
生两只眼睛中仍然闪烁着疑惑的目光。 这两个问题启发
我们深深的思考：课堂上老师究竟应该关注什么。是只关
注课前预设的答案，还是应关注课堂上的动态资源？课堂
教学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 不管“‘小伞’指树叶”，还
是“因为是 ‘小树 ’，所以说是 ‘小伞 ’”，这都是课堂上生
成的动态资源，我们姑且把它称作“此在认识”。 “此在认
识”还不等于“真理认识”。 “此在认识”作为一种资源，我
们应该紧紧抓住它，及时加以评估，并且促使“此在认识”
生成“真理认识”。譬如，上面的两个问题我们便可以作如
下的提升。 第一个问题：“‘小伞’指树叶。 ”“那么，请问，
一片树叶可以叫小伞吗？ ” 学生可能连锁生成：“很多树
叶”———“树冠”———“小树”。 第二个问题 ：“因为是 ‘小

树’，就一定叫做‘小伞’吗？ ”“再谈谈你的理解好吗？ ”
“树是小了点，但是，跟伞比较它就是‘大伞’。 ”如此，教
师的智慧就能在动态生成中提升， 学生的创新精神也在
动态生成中逐渐形成。为师当谨记，学生的精彩才是课堂
的精彩！

六曰“零体验”。 有个“盲人摸象演义”的故事，非常耐
人寻味。 有两位老师采用不同的方法分别教《大象》，效果
迥然不同。

教师甲：5 个盲人端坐在教师面前。 老师先是分别从
耳朵、牙齿、身体、象腿、尾巴等来进行讲解。 然后，编了一
段顺口溜让学生背：“大象的耳朵扁又圆， 就像一个大蒲
扇。大象的牙齿粗细尖，正像萝卜样一般。大象的身体宽又
长，可不就是一堵墙？ 大象的四腿粗而壮，就像柱子立地
上。 大象的尾巴细又长，就跟绳索一个样。 ”整节课就在
“讲”和“背”中完成了。

教师乙： 看着院子里的一头大象对 5 个盲人说：“今
天，我们学习《大象》。正巧院子里有一头大象，下面就请大
家亲自去摸一摸。”盲人在老师的引领下围拢在大象周围。
一会儿，他们开始交流起来。 盲人甲说：“大象就是一个大
蒲扇。 ”盲人乙说：“大象就是一个萝卜。 ”盲人丙说：“大象
就是一堵墙。”盲人丁说：“大象就是 4 根柱子。”盲人戊说：

“大象就是一条绳索。 ” 老师并没有简单地肯定学生的答
案，而是边鼓励、边启发说：“有点意思。刚才你们各自摸到
的可能只是大象的耳朵、牙齿、身子、象腿、尾巴，你们再摸
一下别的地方，看看谁能最快掌握大象的全貌。 ”于是，5
个盲人又用心地摸起来……

从学习方式的角度分析 ，教师甲的 “讲 ”和 “背 ”，尽
管用心良苦 ，也不乏学法指导 ，但是 ，由于采用的是缺
乏体验的接受式学习 ，教师只是让学生 “知道 ”是什么 ，
所以 ， 学生的学习效率只能是低层次的 。 让人遗憾的
是，如今凭靠“讲”和“背”吃饭的教师仍然多矣！ 教师乙
的“摸”，采用探索式学习方式。 美国华盛顿图书馆的墙
上贴有 3 句话 ：“我听见了就忘记了 ， 我看见了就记住
了，我做了就理解了。 ”这话很富有哲理 。 “我听见了就
忘记了 ”，课堂学习如果只是听 ，即使当时听得清清楚
楚、印象深刻 ，但很快就会遗忘 ；“我看见了就记住了 ”，
目睹的东西总比耳闻的东西印象要深刻得多 ， 听见的
同时还能亲眼目睹 ， 当然印象深刻 ； “我做了就理解
了 ”，就是我亲自去探索了 ，亲自体验了 ，所以就不仅仅
是记住了 ，而是理解了 。 追求学生自身的体验 ，这样学
习知识，一旦被学生掌握便难以忘怀 。

（作者系《中国教师报》全国教师培训基地特聘专家）

姜风平 何丽红 王 琼 崔小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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