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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课没有绝对标准

在网上的调查中，一线教师对于“什么样的课是好课”众说纷纭。
“受学生欢迎的课就是好课！ ”
“在课堂上引起学生学习的兴趣就是一堂好课。 ”
“好课无标准。 倘若说有，标准不出其二：教师教得轻松；学生学

得愉快。 ”
“我觉得高效完成教学目标，学生学有所得，身心得到发展，就是

一节好课。 ”
“能唤醒学生智慧的课就是一堂好课。 ”
“课堂上能不时激起涟漪，让学生思维和个性得到张扬的课应该

是好课。 ”
“能够激发学生主动参与 、合作 、交流 、碰撞 ，有收获的课 ，是好

课。 ”
“好课，必须符合教育教学的科学规律，形式为内容服务，而不是

相反，更不是以形（式）害义（内容）。 ”
……
究竟什么样的课是一堂好课？ 这一问题看似简单，深入思考之后

就会发现它并不那么简单，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由于课
堂教学的即时性、开放性和不确定性，对于好课的评价标准并不像一
件流水线上的产品那样，可以用显而易见的量化标准来衡量。

教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 课堂教
学的这些特点使得好课没有绝对标准。 对于什么样的课算是好课，可
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但从大量的实践和研究中，仍然可以归纳总
结出一些基本的标准。

著名教育学者叶澜曾经针对“什么样的课是一堂 ‘好课 ’”，提出
“五个实”：有意义的课，即扎实的课；有效率的课，即充实的课；有生
成性的课，即丰实的课；常态下的课，即平实的课；有待完善的课，即
真实的课。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漷将“好课”标准归纳为“教得有效、学得
愉快、考得满意”12 个字。

北京教科院原副院长文喆提出，评价“好课”有 5 项标准，即学习
内容要适切，学习环境应力求宽松，学习形式应多样，学习组织过程
要科学，学习活动评价应有较强的包容性。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提出了 6 条标准：参与度 、亲和度 、
自由度、整合度、练习度、延展度。

还有人从生命的高度定义好课的标准： 关爱生命， 实现生命灵
动，张扬生命个性；有效生成，民主互动探究，鲜明的个性，多元化。 或
从强调平等的角度定义好课的标准：强调多元、崇尚差异、主张开放、
重视平等、推崇创造、关注边缘群体，实现和谐课堂，使每一个学生都
得到发展，等等。

让学生实现有效学习的课是好课

教育的服务对象是学生，评价一节课的成败得失，归根结底要看
学生的表现，而不是教师。 正如叶圣陶所说，“最要紧的是看学生，而
不是看老师讲课”。

“学生是课堂的主角。 教师唱主角的课，即使教师表演得十分精
彩，也称不上好课。 ”广西钦州市钦南小学教师陈鲜经说。

“课上得好坏， 首先要向学生调查， 看孩子是否真正得到了发
展。 ”北京教科院退休教师王晓春认为，一堂好课，是给学生上的，不
是给听课人上的。 应该“眼睛向下”，而不应该总是“眼睛向上”。

“评价课堂教学质量的根本标准，应是学习者能否在课堂教学中
进行积极有效的学习。 ”文喆认为，现代教学要求教师的首先不是提
供信息，而是组织学生学习，是让学生真正实践和体验学习的活动过
程。 在这种理念下，教师的根本责任是让每个学习者的主动性与积极
性得到充分发挥，让每个学习者都能从自身的实际与需要出发，在 45
分钟的课堂里真正学到东西，真正获得益处。 “能够让学生实现有效
学习的课，是好课；让大多数甚至让每个学生都能在相当程度上实现
有效学习的课，是最好的课；而不能让学生实现有效学习 ，或不能让
大多数学生实现有效学习的课，则是不好的课，是失掉了课堂教学价
值的课。 ”

文喆将学生的表现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
学习的参与度。 包括学习活动的参与广度、参与深度和参与的自

觉程度。 参与的广度，指班级中有多少学生在积极地投入学习活动，
在主动地思考问题 、提出或回答问题 ，有多少学生在观察 、分析 、对
比、探究。 参与的深度，主要反映在思考探究活动的质量上，看提出或
回答问题的深刻程度，看活动及计划的自主程度，以及讨论、探究活
动的质量，特别是能否有根据地提出或回答问题，以及能否提出或回
答有创意的问题。 参与的自觉程度，主要是观察分析学习者参与的目
的性，是对材料或问题本身感兴趣，还是对通过学习可得到的奖罚感
兴趣，是积极主动地参与，还是消极应付地参与，以及在碰到困难、障

碍时 ， 参与的积极性保持程度 ，等
等。 参与的广度、深度与自觉程度，
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学生学习活动
的质量，参与的人越多，参与的深度
越深，参与者的自觉性越高，课堂教
学的效果越好，反之亦然。

学习的效度。 包括三个方面的
要求， 一是看作为课堂教学提出的
问题、 提出的学习任务解决得怎么
样，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 问题解决
得越彻底，得到解决的人数越多，越
应该肯定。 二是看投入产出比。 问题
解决的策略是否合理， 花费的时间
是否恰当， 是以较少的时空取得较
多的收获，还是花费了大量时间、大
量资源，或只解决了一个小的问题，
只解决了一个大问题的小侧面？ 不
能搞 “题海战术 ”和 “血汗教学 ”，要
全面关注师生身心的全面发展。 三
是看教学是否促进了发展， 是否引
发了继续学习的愿望。 “好的教学，
不应该终止于所提问题的解决 ，而
应该引发新的更深、更广的问题，应
该引导学习者把课堂的学习与社会
生活、科技发展联系起来，一节没有
完成预定教学任务却引出学习者深

层问题的课，不仅不该受到批评，而且可能是一节好课。 ”
学习的氛围。 一种有利于学习者有效学习活动的氛围，应该是和

谐的、活跃的、民主平等的。 和谐来自共同的理想、共同的目标与价值
追求，在师生共同推动有效学习的过程中彼此尊重，相互激励，这样
的氛围肯定有利于主体积极性的发挥，也有利于师生各自的发展，有
利于提高效率。 活跃，是积极思维活动的外显标志，也是学习者自由
思考、大胆质疑、求得学习实效必需的精神状态。 民主平等，是 21 世
纪教育发展的价值选择，是现代课堂与现代师生关系的本质特征，没
有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没有民主平等的课堂学习环境，和谐与活跃
就没有道义基础与生存条件，也不可能实现。

好课不是放任自流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指出，要“寻求并找出一种教学方法 ，
使教师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

如果一堂课上学生无动于衷或参与者寥寥无几， 课堂几乎成为
教师的独白，那么就算他口若悬河、妙语如珠，这堂课也不是好课。

相反，在好的课堂上，大多数时间是学生在积极地思考、探究、讨
论，提出问题并去主动寻找答案。 教师自觉地融入学生，和学生“打成
一片”，在必要时恰当地组织、调控、评价、点拨、引导。

在新课改过程中，一些课堂教学在避免教师指导过多的同时，从
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出现教师放手过多，甚至完全放任自流的
现象。 为了把学习还给学生，很多教师不敢教了，甚至干脆退居幕后，
完全“放羊”，教师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作为教育者的专业职责，而一
些教师误以为这样的课就是“好课”。

事实上，人的学习和成长绝不是羊吃草那样简单。 羊吃草是一个
简单的生物本能，人的学习和成长却是一个复杂得多的社会化过程。

好的课堂绝不是放任自流的课堂。 作为专业的教育工作者，“教”
是教师的天职，是自己职业的责任和尊严所在。 如果不需要教，教师
的存在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教育学和学校本身也都可以取消了。 课
改不是不需要教师的教，而是对教师的“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
教师，既不能越位，自己代替学生学；也不能缺位，当教不教。

目前仍然有很多学校的课堂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 这反
映了教师对于“教”和“学”的关系认识不清，对两者关系的把握出现
偏差，把“教”和“学”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的关
系。 其实，“教”和“学”是相因相生、相反相成、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
有机统一体。 教学，就是教学生“学”。 合理的教学关系不是“此消彼
长”，而是“教学相长”。 作为在学科知识和教学上比学生有更高素养
的专业工作者， 教师理应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 “教 ” 是为学生的
“学 ”服务 ，当学生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时 ，教师的适时介入必
不可少。

新课改理念下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参与者、组织者
和引领者。 教师要察言观色，审时度势，灵活处理，该放则放，当讲则
讲。 在需要激发、需要质疑、需要点拨时，该出手时就出手。 教师既不
能“填鸭”，也不能“放羊”，既不可“越俎代庖”，也不可“当讲不讲”。

好课“折射出先进的教育理念”

“好课无须完美，更无须追求华而不实的形式。 ”陈鲜经说，“教
师在教学中力求做到心中要有学生 ，形成人人思考 、个个参与讨论
的教学境界 ，使学生能在一块石头上看到风景 ，在一粒沙子里发现
奥秘。 ”

“一堂好课应当首先折射出先进的教育理念 ，而不是缺少灵
魂的形式的翻新。 ”一位教师说。

近年来国内外教育改革和课堂教学的变
化趋势是：从主要关注教师的“教”到更多地关
注学生的 “学 ”；从关注知识的掌握到关注 “知
识和能力 ”、“过程和方法 ”、“情感态度和价值
观 ”的养成 ；从主要关注教学结果到更多地关
注教学过程；从主要关注预设目标到更多地关
注课堂生成，等等。

好的课堂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 学习
不是被动的接受，而是以原有的经验、心理结构和信
念为基础，主动建构自己独特的精神世界。 好的课
堂教学是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过程， 促进
学生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使教师与学生、学生
与学生有效互动， 并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学习
材料、时间和空间上的保障。

好的课堂是生成的 。 “教学是一条流
淌的河。 ”课堂教学既有确定的教学目
标，又充满着不确定性。 学生是一群活
生生的人 ，其思维充满不确定性 ，很

多情况是教师课前无法预设的 。 教师要灵活机智地应对教学中的
“意外”，引导学生在“突如其来”的问题解决过程中动态地生成知识
和新的问题。 如叶澜所说的那样，一堂课的教学，应是向未知方向挺
进的旅程，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意外的通道和美丽的图景。

“课堂上学生的思维与我们的预设是有差距的 ，有时甚至是出
乎意料的问题和点子。 这就要求我们抛开预设教案，从学生的动态
变化中去动态生成我们的课堂教学。 ”湖北省长阳实验小学教师漆
昌琼说。

好的课堂具有挑战性。 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中创设具有一定难
度的挑战性问题，让学生跳一跳才能摘到桃子。 教师要鼓励学生大胆
质疑，积极思考和探索，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激发学
生的学习欲望和探索新知的兴趣。

“好课像登山，登山的过程是体力得到锻炼，眼界得到开阔，心情
得到陶冶，人格得到升华的过程。 上课的过程是智力得到开发，能力
得到培养，情感得到陶冶，人格得到提升的过程。 ”著名特级教师孙双
金认为，“好课特别强调让学生经历过程，经历由不知到知的过程，经
历由不会到会的过程，经历由不能到能的过程。 让学生的思维和情感
经历‘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体验‘豁然开朗’的快乐。 学习虽然艰
辛，但乐在其中，其乐无穷。 ”

好的课堂是个性化的课堂。 首先是学生的个性化。 教师在课堂上
能够尊重差异，因材施教。 学生的差异性决定了他们需要有个性化的
学习方式，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需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不能用同一
个标准要求每一个学生。 好的课堂教学根据学生的不同学情确定不
同的教学方式， 想方设法让不同层面的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获得
最优发展，使优等生“吃得饱”，让学困生“吃得了”。

其次是教师的个性化。 王晓春认为，一堂好课，在遵守教育基本
原则和教学大纲的前提下，应该允许教师有自己的教学特点。 “整齐
划一、面面俱到地分项目评价教师的一堂课是否优秀，有鼓励平庸的
危险，因为许多创新给人最初的印象往往是‘出圈’、‘片面’、‘偏激’，
等等。 ”

好的课堂教学是师生共同学习、教学相长的过程。 教师通过丰富
多样的形式，培养学生倾听、交流、协作、分享的能力，同时在此过程
中与学生一起学习，丰富和提升着教师的教学技能。

真实的课才是好课

对于好课的标准应该持开放、多元的态度。 不同学科、不同内容、
不同类型的课，其标准理应有所不同。

今天，在洋思、东庐、杜郎口之后，各种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如雨后
春笋般冒出来，可谓乱花渐欲迷人眼。 有的甚至故意标新立异，与众
不同。 但新的不一定是好的，课堂教学有其自身规律，很多脱离实际
的为创新而创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在实践中逐渐凋亡。

这种简单的剪刀加糨糊式的“创新”之所以没有生命力 ，是因为
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模仿， 而缺乏对课堂教学本身的深入
思考和研究。

对此，叶澜曾经提醒，要警惕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僵化的形式主
义的模仿：“改革性的尝试，作为探索者来讲，它是思考以后的行动，
但对于模仿者来说，往往就会转化成形式化的东西和教条式的东西。
我们往往喜欢把好的东西形式化、教条化，结果在好的东西还没有很
好地长大的时候，它已经开始被窒息，开始僵化。 对今天在进行的改
革，应保持清醒的认识，要防止形式化、教条化。 ”

“理论是灰色的 ，生活之树常青 。 ”事实上 ，扎根于一线的教师
对于什么样的课是好课往往有切身经验和体会 ， 而不拘泥于理论
或形式 。

“一堂课留有些许‘缺憾’，几多‘瑕疵’，不是任课教师追求的结
果，而是事物的必然。 真实的课才是‘好课’。 ”漆昌琼说，“课堂对教师
的驾驭能力、应变能力都是一种挑战 ，而教师也正是在应
对挑战、不断反思与修正失误之中才有了自己的专业成长
与教学智慧的生成。 ”

“幽默风趣，步步悬念，既紧张又活泼 ，至下课铃
响，意犹未尽，课后无需求强记，虽时隔多日，亦津
津乐道，记忆犹新，此类课，好课也！ ”重庆市巫
山县南峰小学教师谭发礼如是说。

□ 本报记者 翟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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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学校的大多数时间是在课堂度过的，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阵地，课堂教学
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质量，决定着教育质量的高低。那么究竟什么样
的课才是好课？好课的标准是什么？弄清楚这一问题，重要性不言而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