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课堂注重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只有具备了
自主学习能力，学生才能更好地主动学习、探究学习，获得
将知识转化为实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如何培养学生
自主学习的能力？ 应该抓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一
个中心”： 自主学习能力以自主思维能力为中心；“两个基
本点”： 自主学习习惯和高效学习方法是培养自主学习能
力的两个关键。

自主思维能力

评价一个课堂是否是好课堂， 可以关注两个方面：一
是看课堂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多少是学生提出的；二是
看问题的结论，是由学生通过独学、对学、群学得出的，还
是教师强加给学生的。甚至可以说，“学生的问题”和“学生
的结论”是评判课堂“自主学习能力指数”的“试金石”。 然
而，很多的课堂恰恰缺少“学生的问题”和“学生的结论”，
更多的时候，教师利用导学案、教辅、课件、优等生等资源，
将自己的思维强加给学生。

导学案。 导学案作为学生学习的 “方向标”、“导航
仪”，起着指引学生学习的作用。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很多
导学案让学生丧失了自主提问的机会、分析问题的空间，
制约了学生自主思维的发展。 而那些习题化严重的导学
案，甚至比教材文本更加繁杂，其目的就是让学生无休止
地做题。在使用这种导学案的课堂上，学生哪里还有时间
提出问题、探讨结论？

教辅。 尽管国家一再要求规范教辅材料，但在不少课
堂上，仍然充斥着多种教辅材料。 有的时候，学生在展示
时，只是照本宣科地念教辅上的答案，教师仍然会鼓励“你
回答得很好”。 不少课堂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自主学习变
成了把教辅材料上的答案照抄到导学案上；黑板展示变成
了把导学案上的答案照搬到黑板上；问题讲解变成了面对

黑板、面对导学案的自言自语。 教辅材料已经成为扼杀学
生自主思维的一大危害。

课件。 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课堂上多媒体工具
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 新课堂当然需要新技术的应用，但
是，如何使用新技术却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很多
教师习惯于利用多媒体演示知识的逻辑与结构，殊不知这
样会使学生丧失对知识逻辑的探索、 对结构重建的体验，
对培养学生的自主思维非常不利。

优等生。 自主思维能力只能在自主思维的过程中培
养。学生的学习基础为何会有差异？从本质上说，还是学
生自主思维能力的差异。 在小组合作学习的背景下，如
何培养潜能生的自主思维能力 ， 值得教育者认真研究。
在课堂上经常出现的情况是———潜能生不思考，优等生
给结论。

自主学习习惯

自主学习习惯不是凭空产生的， 一个人的学习方式，
总是受制于他的生存方式。 所以，课堂要向生活、向社会延
伸，这是让学生养成自主学习习惯的关键。

就课堂本身而言 ，每课必有学 ，习惯成自然 ，生必
学、学必展、展必点、点必评。 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依靠
有效的课堂机制。 例如，在课堂中，每个学生都拥有一块
属于自己的小黑板 ， 可以将自己的学习成果展示在上
面。 如果学生在课上没有进行自主学习，他的黑板上就
空空如也，自己也会不好意思。 相反，如果他认真学习，
黑板上的内容也会精彩纷呈 ，全班学生共同欣赏 、共同
讨论，形成良性循环。 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正是在这种
良性循环中慢慢养成的。

没有兴趣，就没有自主学习的习惯。 养成学习的兴趣
的关键，就在于让学生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探索。

没有自信，就没有自主学习的习惯。 课堂展示为学生
的表达搭建了舞台，潇洒的板演、流畅的讲解、精彩的表
演，都成了培养学生自信心的有效手段。

高效学习方法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需要有高效的学习方法作
为支撑，否则反而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增加他们的课
业压力。

很多时候 ，课堂上的导学案只规定了 “学什么 ”，但
是对于“怎么学”却很少涉及。 如何让学生掌握高效的学
习方法 ，如何将高效的学习方法落实在课堂上 ，应该引
起广大教师足够的重视。 高效课堂需要引进和推广高效
的学习方法，譬如高效阅读技术、高效记忆技术、高效表
达技术等。

对于学生而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好的方法。
课堂艺术就是将抽象、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要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不但要了解学生的想法，还要充分考虑
他们的年龄、认知特点。 以低年段的学生为例，有趣的童
谣，配以精美的音乐、形象的动画等，可以帮助他们高效学
习、高效记忆。 以一首《数字歌》为例：“1 像树枝细又长，2
像小鸭水上漂，3 像一只小耳朵，4 像小旗随风飘，5 像衣钩
墙上挂，6 像豆芽开心笑，7 像镰刀割小麦，8 像两个小圈
圈，9 像蝌蚪小尾巴，0 像鸡蛋做蛋糕。 ”歌词生动有趣、朗
朗上口，正符合低年段学生的特点。 他们会主动地朗诵、吟
唱，不知不觉中就将数字的特点、写法牢记于心，这比教师
的各种“强化记忆法”有效得多。

当然，高效的学习方法决不能以“灌输”的形式教给学
生，而是应该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在摸索与尝试
中学会。

（作者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政府督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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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应该如何呈现出导
学案的风格？

答：导学案不应该是千篇
一律 ，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
呈现出多种风格和特点 。 但
是经验和实践表明 ， 设计导
学案时 ， 应该抓住以下两个
关键点。

“登山型”设计。 “登山”即
学习者向自我建构的学习目
标和方向努力攀登。 这种设计
要彰显“人文个性化”，让学生
在自然状态下发挥自己最大
的潜能。

“双轨制”核心。 “双轨制”
的特点是 ：师生双导 、学科双
融、责任双关、展示双向、思维
双推。

此外，导学案不但需要具
有 “意 志 性 ”和 “灵 活 性 ”特
质 ， 还需要具有多方面的性
能和功效。 优秀的导学案，要
充 分 反 映 出 文 本 整 合 的 灵
性 、教研成果的实性 、学生操
作的个性 、思维方式的逆性 、
评价机制的感性 、 团队合作
的共性等。

56. 导学案如何体现 “学
科双融”的特点？

答：“学科双融”的典型特
征就在于不同学科的跨界上。
语文和英语、 政治和历史，甚
至文科理科之间，都可以相互
融合。 以阅读课为例，传统课
堂上的阅读操作历来都是通
过教师带读 、 领读的单一方
式 ，先扫清单词障碍 ，再回到
文本阅读之中。 千篇一律的模
式使得原本风格万千的读本
丧失了趣味与灵动。 如何改变
这种状况？

教师可以创造性地根据
文本内容和说明对象的特点，
有目的、有计划地将所学内容
迁移到与此有关联的另一学
科上。 比如，很多说明文具有
词汇量大 、 专业名词多的特
点 ，虽然脉络清晰 ，但学生学
习时往往会觉得枯燥。 这时，
教师不妨利用学科双融的优
势 ， 将说明文阅读内容多样
化 、知识拓展化 ，通过与其他
学科的共同教学，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让学生更好地掌握
说明文的学习方法。

（安徽省铜陵市铜都双语
学校总校长 汪兴益）

高效课堂100问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杜郎口中学教师在课
堂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变化着，逐步由以前注重对学习流程
和学习内容的预设，转变为如何引导学生提升综合素质。

在杜郎口中学的课堂上，教师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授人以渔
在新生入学培训时， 教师会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以七年级语文《在山的那边》为例，在刚开始
上课时，教师会带领学生学习这首诗歌，之后还会引导学
生进行归纳：这首诗歌可以分为几个段落？通过每个段落
我们可以学到哪些内容？ 学习这些内容的方法和意义是
什么？通过小组合作和教师点拨，学生会初步总结出语文
课文学习的几个步骤：读、析、悟、获。然后，教师会再出示
一篇新文章，引导学生学以致用、总结归纳。当然，这种习
惯的养成需要长期训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教师在操作
的时候要有耐心。

提前准备
在学生拥有自主学习习惯之后，教师怎样才能确保一

节课的顺利开展呢？ 这就需要教师课前和学生做好沟通，
明确课堂的学习目标和流程。 此外，教师还要提前选定课
堂主持人，与其单独交流，讨论课堂细节问题。 比如，课堂
中导入语、过渡语的设计，板书的要求，学生的展示标准，
全员参与情况，等等。 所谓“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就是这个道理。

巧妙点拨
每个学生都是充满灵性的。 在开放的课堂中，他们的

思维会被彻底激发出来并相互碰撞，使得课堂中充满了探
讨、质疑的声音。 当学生百思不得其解，甚至争论得面红耳
赤时，教师就要以一个学生的身份站出来指点迷津。 教师
应该巧妙地使用点拨技巧，既能让学生茅塞顿开，又能保

护他们探究和质疑的兴趣。 巧妙的点拨看似简单，实则需
要各方面的素质。 教师在备课时要深入研究教材，充分预
设各种问题，在课堂中还要充满教学机智。 只有这样，才能
保证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

达标测评
一堂课结束时，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何？ 这需要通过

课后的达标测评进行反馈和评价。 设计达标测评的题目
时，教师可以尝试大胆放手，让学生之间相互出题检测。
这样不但可以锻炼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还能让他们更
充分地消化课堂内容，让教师更好地掌握学生的课堂学
习进度。

教育是心与心的呼应，是爱的共鸣。 教师在教育的道
路上要用爱心滋润学生心灵的花朵，用耐心构筑学生成长
的乐园，用阳光照耀学生幸福的人生。

（作者系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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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教师主导”并非不需要教师，而是强调去除教师强加给学生的束缚。 当
课堂“去教师主导”之后，学生的自主学习力尤其重要。 教师应该激发学生的自
主学习力，让他们逐渐掌握该“学什么”以及“如何学”。

■新课堂与新课改（三）

从“灌输式”教学到“学习力”研究

“去教师主导” 就是去掉体现教师主导思想的教育管
理、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去掉强加给学生的教学意志、内
容、方式等，去掉干扰学生自主学习、自然生长的束缚。 只有
去掉教师的主导控制，学生才能更加自由地学习，才能充分
地锻炼自己的学习力。

“去教师主导”是去掉教师的主导控制权力，而不是要
去掉教师的作用。 “去教师主导”不是走向“去除教师”的极
端，而是将教师对学生的主导变为指导与辅导，由教师为主
变为教师为辅。

教育应该服务于学生，教师也应该服务于学生。 在“去
教师主导”的思想下，教师作用的发挥不是靠权力，而是靠
能力。 教师是否能够指导学生，要看教师是否拥有指导学
生的能力和方法，要看教师是否符合学生的需要。

只有将学习的主导权、主动权全都还给学生，才能真
正体现教师为学生服务的教育思想。

在课堂上， 教师的作用和地位应该发生彻底的转变。
教师应该从传统课堂中的“灌输式”教学转变为“学习力”
研究，努力做一个高明的教师。 只有这样，教师才有能力、
有条件、有资格指导学生，帮助学生实现真正的自主学习，
帮助他们拥有自学能力和学习智慧。 无论是学生的学习目
标、学习内容还是学习方法，都不应该被教师个人的主观

思想、知识范围或审美价值所限制。
在这个基础上 ， 教师的作用应该上升到更高的层

面———成为一名导师。 作为导师，教师不再是传统课堂中
用各种方法加重学生负担的“教书匠”，而是与学生沟通交
流、相互帮扶，帮助学生健康发展、全面成长的“工程师”。

学习力从学生实践中来

《学习的革命》一书认为，学习是无处不在、无处不有
的，只有不会学的人，没有学不会的人。 所以，学习力是一
个人在现代社会中寻求发展的核心能力。

在学习型社会，有了学习力才有发展力，学习力是学
生全面发展的核心创造力，学习力的打造是素质教育的基
础和核心追求。

教育的目的不是成绩，但是拥有良好学习力的学生不
惧怕考试，更不会担心成绩。 摆脱考试的束缚和成绩的压
力，学生可以更全面地发展，更自由地成长，

培养学生的学习力可以解决许多现实的教育问题。 对
学校来说，可以解决升学率与全面发展的矛盾；对教师来
说，可以解决教不会学生的苦恼；对学生来说，可以解决学
业负担过重、身心健康受损的痛苦。

如何培养学习力？ 学习力是一种学习习惯和学习方
法，也是一种学习实践和学习探索。 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形

成科学的学习理论体系，包括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学习素
养、学习智慧等。

培养学生的学习力，不是靠教师的言传身教，而是靠
学生自己的实践与探索。 因为，只有从自身实践得来的知
识和经验，才是印象最深刻的。

在课堂上，教师应该给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让他们
主导课堂流程、主持课堂教学，全方面锻炼自己。 自主学习
是民主思想的体现，也是学生学习权利的体现。

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合作探究学习，可以加强
学生在课堂上的沟通与交流。 需要注意的是，是否进行合
作探究，应该取决于学生的个人需要，而不是教师主导下
的固定学习程序。

教师应该努力让学生 “会学 ”， 即形成高超的学习
力、高超的学习智慧，达到轻松自如的学习境界。 在轻松
学习的状态下 ，学生会拥有获取知识的动力 ，会更好地
完成学习任务。

要解放学生，首先要改变师生关系，去教育控制、去教
师主导，让学习发生在学生身上，让学生能够真正地自主
学习。 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教育的科学进步，才能让学生在
自主学习的前提下，发展学习力，提升竞争力。

“去教师主导”之后，怎样使学生具备学习力，怎样使
学生真正地实现自主学习，是教育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作者系河南省尉氏县教体局信息中心主任）

构建自主学习力

□ 赵民轩

□ 于春祥

“去教师主导”后如何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