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 臧方虹

实施新课程改革以来， 山东省诸城市
林家村初中秉承新课改理念， 全面致力于
课程教学改革， 在实施梯队式打造名师的
基础上，努力让学科教研全面开花，除了坚
持每周六上午的教研活动，同级部、同学科
教师集体备课外，还创设平台，举行名师示
范课、“同课异构”赛课、小课题研究等形式
各异的活动，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个性化发
展。 各学科相继创出了各具学科特色的个
性教学法，经过 5 年的实践、探索、提炼，学
校总结出“三秀一评”教学法。 此方法在全
校推广以后， 深受教师、 学生和家长的喜
爱。

“三秀一评”中的“秀”，即展演、展示。
学生可以展示某个问题的探究成果， 也可
以展示某个环节的学习过程。 “三秀”分为
课前预热三分秀、生动课堂人人秀、综合实
践活动秀。 “三秀一评”中的“评”，即评价。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会采用“星卡晋级”的
激励评价手段，让学生享受成功的喜悦，从
而提高学习兴趣。

“三秀一评”教学法本着“把精神生命
发展权还给学生”的宗旨，坚定地以“把课
堂还给学生， 让课堂焕发生命活力” 为目
标，把课堂学习的时间和空间还给学生，并
运用“多维评价晋级制”激发学生的持久学
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

课前预热三分秀

“课前预热三分秀 ”以营造快乐的班
级氛围，为学生“自我展示”创设广阔的平
台，以提高学生的阅读、理解、记忆和表达
能力为目的，坚持由易到难的原则。 刚开
始，学生可以在座位上 “秀 ”，之后要站到
讲台上 ，面对全班学生和教师 ；不熟练的
时候 ，学生可以提前一天准备 ，第二天再
“秀 ”，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 ，教师要鼓励
学生即兴展示，逐步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
和创造性思维。

每节课的前 3 分钟为 “课前预热三分
秀”的时间。教师提前将全班学生的名字写
在小纸条上，然后通过抓阄的方式，确定上
台展示的学生。展示方式多种多样，比较常
见的有唱歌、朗诵、讲故事、猜谜语、主题演
讲、成语接龙等。 学生完成自己的展示后，
还可以指名让其他学生对自己的展示进行
点评。 教师要详细记录学生每次展示的精
彩内容，在学期结束时，装订成册，发给学
生。

“课前预热三分秀” 要求学生语言流
利、吐字清楚、声音洪亮、节奏合适、仪态大
方、表情自然、感情真实、形式丰富、倾听认
真、点评到位。

简短的 3 分钟，课堂已经成功预热，学
生对“秀”的期待，对学习的欲望，对课堂的
兴趣，被完全激活。

生动课堂人人秀

课堂是学生学习的主阵地， 生动的课
堂是人人都能展示自我的课堂。 只有把课
堂真正还给学生，让每个学生动起来，他们
才能真正快乐地“秀”出自我。 “生动课堂人
人秀”改变了传统课堂中师讲生听、师问生
答、师生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在自主学习、
合作探究、交流展示三环节中，充分展现自
己的风采。

自主学习自我秀
在学习的过程中， 有些学生自主学习

的积极性不高， 或者自主学习的意识比较
薄弱，不明确需要学习的内容。为了解决这

些问题，教师要充分利用“自我秀”环节，帮
助学生巩固基础知识，培养质疑精神。

以语文学科为例， 教师总结出 “自我
秀”的“七要素”，根据不同情况稍作调整，
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文学常识： 根据教师的提示或学生课
外搜集的材料，了解作者及文章写作背景。

朗读课文：整体感知课文内容。
生字生词：用双色笔圈画、标记，并借

助工具书扫除障碍。
品读批注：标记优美的文句，并用简洁

的语言文字进行赏析、批注。
标记疑难：读课文的过程中，学生用问

号标记自己的疑难，为小组讨论做准备。
自我解疑 ： 回答教师在导学案中设

计的部分问题。
自学收获：盘点自学所得，并深入解析

所学内容。
在“七要素”的引导下，学生充分利用

自学环节，渐渐养成独立学习的习惯和精
神 ；有些学生还自己设计学习方案 ，并与
其他学生相互交流 ， 完善自己的学习方
案。

合作探究小组秀
在课堂上， 教师应该教给学生合作的

方法， 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只注重倾听
他人意见，不敢或不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主
动参与意识差等问题。在这个环节中，教师
经常采用“星卡激励”的手段，调动学生合
作学习的积极性。

“小组秀”主要针对的内容是学生在自
主学习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争议问题、易混
问题，教师提出的重点问题，小组合作学习
中发现的新问题等。

在进行“小组秀”时，小组内的每位成
员都会认领学习任务， 并拥有自我展示的
机会，真正实现 “生教生 ，生助生 ，生生互
动”的“人人秀”状态。 小组成员发言时，其
他学生会认真倾听、勇于思考、大胆质疑、

积极补充。 最终，小组内会达成共识，为下
一步班级展示打好基础。

当出现全组学生都无法解决的问题
时， 学生可以用双色笔标记， 或向教师求
助； 当学生的疑问或教师设计的重点问题
较多时，小组成员可以在小组长的带领下，
进行分工、认领、重点探究。

在 “小组秀 ”的过程中 ，教师应该不
断巡视 ，观察每个组员的神情 、状态 ，并
针对部分小组的疑难问题进行适当的点
拨与指导。

交流展示集体秀
交流展示是高效课堂模式的重要环

节，是对合作探究成效的检测与反馈。 在
这个环节 ，学生自主学习 、合作探究的成
果，都会充分地表达、展示出来。 全班学生
的分享交流会能够帮助部分学生克服胆
小 、怯懦的心理 ，也会提高学生的表达和
交流能力，让学生“秀”出自信 ，“秀 ”出水
平，“秀”出风格。

一般情况下， 每个小组会推选出 1~2
名组员进行主要展示， 组员随时补充和纠
正，其他小组则认真倾听、思考，然后进行
补充、质疑和评价。 在“大家秀”的环节，教
师还会适时设计 “挑战提问”、“辩论赛”等
小环节，帮助学生更好地深化重点、解决问
题、拓展知识，并借此点燃课堂。同时，教师
也会对自己在巡回指导和认真倾听过程中
发现的共性问题及重点问题作精讲点拨。

综合实践活动秀

综合实践活动是大多数教师容易忽视
的课程，特别在偏远的乡村学校，只能是纸
上谈兵。为了在综合实践活动中，既让学生
享受学习的快乐，又能全面提升个人素养，
学校会根据教学内容， 大量进行综合实践
模拟活动。

相对于简单的教学内容 ， 教师会鼓

励学生用自己喜欢或擅长的方式 ， 进行
即兴表演，从而加深对知识的理解。 例如
学完 《惠子相梁 》一课后 ，教师会让学生
在课堂上进行角色扮演 ，即兴模仿鹓雏 、
鸱、腐鼠等角色的动作 、语气 、神态 ，学生
也可以添加自己对角色的理解 ， 进行全
方位展示。

对于有难度的内容， 教师会根据活动
主题，事先安排相关内容，或者把任务直接
分配给小组， 通过各小组组员间的协同合
作、互帮互助，完成展示活动。

学生“秀”的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小
品、相声、歌曲、舞蹈、朗诵……无论是幽默
的语言、慷慨的声调，还是动听的旋律、优
美的舞姿，都可以充分展示学生的个性。在
娱乐的同时，学生的生活更加丰富，学习效
率也逐步提高。

多维评价晋级制

“三秀”是调动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创
造力，培养学生学习力的手段。 “一评”是对
“三秀”环节的反馈、升华。适时、到位、丰富
的评价，是高效课堂成功的关键。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曾说：“人最本质
的需要是渴望被肯定。 ”课堂上，如果学生
的学习兴趣不高，不愿合作，不愿交流，不
愿大胆地展示自己， 很可能是因为缺乏一
种有效的评价手段。为此，学校实施了贯穿
于课堂学习始终的 “多维评价晋级制”，让
学生时时享受成功的喜悦， 产生获得更大
成功的欲望，积极参与到课堂活动中来。

学校的“多维评价晋级制”主要有以下
几个步骤：

合理分组
在划分学习小组时， 教师要考虑学生

的性别、个性、爱好、特长、学习水平、家庭
背景等多方面因素， 以便让学生在学习时
发挥各自的优势， 使各个小组总体水平基
本一致。

星卡晋级
学校为学生精心制作了“星星卡”、“月

亮卡”、“太阳卡”和“小明星”卡。 学生只要
在课堂学习的任一环节中踊跃回答问题，
就可以得到奖励，获得 1 个“星星卡”。当学
生累积获得 5 个“星星卡”后，可兑换 1 个
“月亮卡”，累积 5 个“月亮卡”后，可兑换 1
个“太阳卡”。获得“太阳卡”的学生，可以让
教师或同学满足自己一个愿望。 获得 3 个
“太阳卡”的学生，就可以获得“小明星”的
称号。获得“小明星”称号的学生，不但可以
将称号保留一个学期， 还可以获得教师赠
送的礼物。同时，小组成员获得“星卡”的总
数，也将作为小组评价的重要依据。

及时评价
“多维评价晋级制”贯穿于一节课的始

终，结果还将纳入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
在“三分秀”环节，只要学生能够上台

展示自我，即可获得 1 个“星星卡”，每周一
小结，评选出一名“三分秀”明星，再奖励 1
个“星星卡”。

在“人人秀”环节，自主学习的评价主
要由教师完成， 教师会根据学生自主学习
的参与态度、完成质量等，进行综合考评，
发放 2~3 个“星星卡”；合作探究环节的评
价主要由小组长完成， 小组长根据小组成
员在小组合作过程中倾听、分享、交流、质
疑的表现，奖励“星星卡”，每次最多发放 3
个，其中至少有 1 个“星星卡”奖励给进步
最大的学生；在交流展示环节，学生只要能
够对其他小组的提问做出回答， 或是提出
补充性、争议性、赞赏性、创造性的评价，均
可获得 1 个“星星卡”。

在“活动秀”环节，评价的标准更侧重
于学生的团结协作、共同创新等方面。 只
要经过小组成员的努力，能在台上完成展
示 ，就可获得小组团体奖 ，即小组内每位
成员都可获得 1 个“星星卡”。 教师还会根
据学生的评价， 为表现突出的小组成员，
再发放 2~3 个“星星卡”。

认真记录
为了保证评价机制公平、公正、长期有

效，学校设计了“课堂评价表”、“多维评价
晋级汇总表”。 每位学生获得卡片的数量，
采取堂堂结、月月结的办法，也就是每课一
公布，每月一公布。小组成员获得的卡片总
和则作为教师评价小组的重要依据， 每月
优秀的小组成员还会获得额外的“星星卡”
奖励。 这样就能让同小组成员之间相互合
作、互帮互助；不同小组之间，则会形成良
性竞争、你追我赶、共同提高的局面。

“三秀一评”教学法让更多的学生爱上
了课堂。他们因“三秀”而更有活力，更有自
主学习、合作探究的精神；因“一评”而更加
自信，更加积极。

只要走进林家村初中的课堂， 便会发
现一个个随时做好“秀”的准备的学生，在
课堂这个真正属于自己的舞台上， 学生能
充分展现自己。而在课后，学生之间会相互
比较获得的卡片数量。 在“三秀一评”的过
程中，学生积极大胆地“秀”出自已，既享受
到了成功的喜悦，又增强了自信。

经过调查，学校发现，在实施“三秀一
评”教学法后，学生的知识面更广了，他们
会利用课余时间，主动搜集、积累各学科的
知识， 对热点问题有客观的分析和独特的
见解。同时，学生的阅读能力、写作能力、表
达能力、理解记忆能力、综合实践能力等也
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诸城市林家村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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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明创新成果评选）

【评选说明】
1. 学校具有不少于 3 年的
课堂教学改革经验。
2. 在高效课堂建设中研究
出有价值的创新成果。
3. 创新成果在教学实践中
取得良好的效果。

【推选规则】
1. 申报形式：学校自荐、编辑发现、专家推荐。
2. 资料核实 ：经评审活动办公室审核 ，申报材料合格的学
校进入候选名单， 并在 《现代课堂周刊》“高效课堂创新成
果”选题中展示。
3. 评审流程 ：评审委员会召开评审会 ，根据学校申报的材
料、创新成果的价值、创新成果的科学性等进行综合评比。

【活动流程】
第一阶段：征集候选学校 （10 月~12 月 ），同步进
行候选学校创新成果展示。
第二阶段：评审阶段。 （2013 年 1 月）
第三阶段 ：获奖学校创新成果发布 ，举行颁奖典
礼。 （2013 年 4 月）

你的课堂成果 中国教育的发展成就 寻找不一样的创新成果类型

■教改十年成果展·高效课堂创新成果（十三）

林家村初中：

“三秀一评” 出精彩

好课堂是让学生发出自己声音的课堂。 山东省诸城市林家村初中把展示放大到课堂各环节中，“自我秀”、“小组秀”、“大家秀”，时时都有学生展演的机会，培养
学生敢于、善于表达观点，提出质疑的习惯。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星卡晋级”的激励手段，让学生享受成功的喜悦，提高学习的兴趣。 本期，我们编发“三秀一评”
课堂实践，一起感受“show”出精彩的高效课堂。

学生获得“星星卡”后开心地笑了。

sho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