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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教育学博士佐藤学在 《静悄悄的革命》一
书中，写过这样的一个词———“润泽”。 与那些缺少
人情味、干巴巴的课堂相比，高效课堂无疑是“润泽
的课堂”。 在这样的课堂里，每个孩子都能安心地、
轻松地学习，每个孩子都会在课堂中得到最基本的
尊重。

记得六年级上学期，班里有一名叫李玉贵的新
生，他的成绩很差，说话严重口吃。在学习《山雨》这
篇课文时，我加入了这个孩子所在的组。 组长把文
中某一段的朗诵任务分给了李玉贵，给他一个展示
的机会。组内一位朗读很棒的学生正在一句一句地
教他读课文。 李玉贵学得也非常认真，虽然句子读
得结结巴巴，可他仍憋足了劲儿努力去读。 几分钟
后展示开始了， 前面几位学生均读得声情并茂，轮
到李玉贵时，他却一下子愣在了那里，捧着书，低着
头，满脸通红，局促不安。 教室里很安静，所有学生
都把目光聚焦在他身上，李玉贵更加窘迫了。 就在
这时，一位学生站起来大声说：“李玉贵，我也喜欢

这一段，我可以跟着你一起读吗？ ”李玉贵像看到了
救星似的快速抬头看了他一眼， 小声地回答：“可
以。 ”这位同学又接着说：“嗯，我也有点儿紧张，请
大家给我们一点掌声好吗？ ”教室里立刻响起了热
烈的掌声。 在这位学生的带动下，在其他学生鼓励
的掌声中，他们一起读了起来。一开始，李玉贵的声
音很小，渐渐地，他的声音响亮起来！尽管有些句子
读得磕磕绊绊，可在这个过程中，李玉贵一点一点
地找回了自信，找回了属于自己的成就感。 当时所
有学生都专注地听着，他们的脸上没有嘲笑，有的
只是赞赏与尊重！ 那天的课堂中，所有的人都在小
心地呵护着一位同学的自尊， 那幅美丽的场景，我
相信会永远记在李玉贵的心中，记在所有学生的心
中。 这种安心的、抛去拘束的课堂，就是“润泽的课
堂”，在这里，每个人都会得到充分的尊重，人与人
之间充满着信赖与理解。

高效课堂是促使能力生成的课堂。 自研、合作、
交流与展示，能促进孩子们思维力、生成力、合作力、

表达力、创造力的提高。 前不久，听了李平老师的一
节示范课《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在这节课中，老师
没有刻意地去讲解知识，有的只是鼓励、倾听与适时
的赞美。孩子们实现了自己与文本的对话，与其他同
学成果的交流、知识的分享，解读出自己眼中的海子
形象。课堂中孩子们声情并茂的表述、流畅自然的衔
接、深刻独到的理解，让在场听课的 600 多名教师多
次报以热烈的掌声。课堂中的一个场景我记忆犹新，
当李平老师笑言自己有那么一点小紧张时， 一个瘦
高的男孩子立刻很自然地安慰道：“老师， 请您放轻
松。 ”从这个细节我们发现，孩子在不知不觉中成为
了课堂的主体。

“高效课堂的终极意义就是为每一名学生提供
一个自我发展的平台”， 让学生在课堂中获得充实
感、愉悦感、成就感、幸福感，让学生在课堂中激发兴
趣、找到自信、树立目标、展望美好的未来。这也是我
们努力的方向！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铜陵铜都双语学校）

传统课堂是一言堂 ，大家不得不听 ，然而
每个人的疑难问题又各不相同。为解决这个问
题，我们研发了一种新的跑课模式：整节课内，
用“多人讲，选择听”代替过去的“一人讲，众人
听”，完全消除了“讲”的弊病，真正提高了课堂
效益。 跑课模式分为五个环节

提前一天完成导学案。把要讲的内容问题
化 ，基本概念 、基本规律 、基本方法习题化 ，通
过问题习题的解决，完成教学任务。 以此为目
的的导学案，要求学生提前完成，全收全改。导
学案的完成必须是独立的，不允许讨论，因为，
学习需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过程，不能让学生
养成依赖他人的习惯。

提前半天分配小组的问题。通过科代表提
前半天分配问题，把所有问题平均分给各个小
组 ，一个组可以分到一至两个问题 ，也可把较
难的题同时分给几个组，让他们同时讲。 小组
长组织同学研究本组所分到的问题 ，大家讨论
分析得到正确的答案，并探讨可能出现的不同
解法，及该题的拓展延伸。 组内不能解决的问
题，可以到组外求助，也可以找老师解决。

课前。 课前 5 分钟，各小组根据内容的需
要 ，把讲解中可能需要的例图 、关键的文字及
必要的解题步骤，做好板书设计。

课中。 10 个小组各派一位同学，在不同的
小黑板前，同时讲着不同的问题。 其余的学生
都是听众 ，到对应的地方 ，听自己需要听的问
题。每个小组成员，都要值班展示 5 分钟，然后
变成听众。 老师在课堂上巡视，解决一些有争
议的问题， 订正一些不正确或不准确的表述，
点到即可。当学生提问时，哪怕再简单，哪怕只
有一个人提问，教师都要耐心解答。 要求每个
组自始至终都要有人值班，保证随时都可以解
答问题。 所有问题解决后，学生可以修改导学
案。 严禁“一人讲，众人听”。

课后。科代表收集修改后的导学案并统计
本节课遗留问题 ， 老师把需要加深拓展的内
容， 通过遗留问题的方式带到下一节课中 ，由
科代表再分配到相关小组继续研究。需要提醒
的是：课前的导学案要全收全改。 当学生的积
极性真正被调动起来的时候，作业的批改就可
以采用让学生对改、互改等方式。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回民中学）

让课堂润泽起来
□ 张 行

有一种创新叫跑课
□ 王凤伟

我喜欢一首小诗 ：“没有人知道春风的
颜色 ，只有当它吹过山川和田野 ；没有人知
道教育的本质 ， 只有当它激昂人的生命 ；没
有人知道孩子的智慧 ，只有当它自由思索和
实践。 ”这就是我心目中好课堂的标准。

课堂首先要营造民主 、平等 、激励 、和谐
的人文课堂环境。 这说白了就是尊重。 只有
尊重学生 ， 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生命旋律 ，
才能感受到职业的幸福所在 ， 才能做到超
越 。 学生参与课堂教学的积极性 ，参与的深
度与广度 ，直接影响着课堂教学的效果 。 没
有学生的主动参与 ， 就没有成功的课堂教
学。

在课堂上 ，我会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学生
的自我展示上 ，只要他们想说就一定给他们
时间和机会 。 只有把课堂还给学生 ，他们才
会给老师不一样的精彩 。 每堂课 ，我讲的时
间不超过 10 分钟 ， 其余时间都交给学生进
行自主学习、小组讨论、上台发言。

只有在这样的课堂上 ，学生的思维才不
会受到压抑 ， 不同的观点才得以自由绽放 ；
只有在这样的课堂上 ，学生的情感才能够得
以舒展 ，个性得以张扬 。 如在四年级的一篇
课文 《桂花雨 》中 ，当孩子们谈到作者母亲那
句 “外地的桂花再香 ，还是比不得家乡旧宅
院子里的金桂 ”时 ，一个孩子的一句 “月是故
乡明 ”如一块巨石 ，激起了千层浪 ，孩子们就
像一个个诗人 ， 续写着精彩 ，“家是故乡暖 ，
酒是故乡醇 ，人是故乡好 ，树是故乡绿 ，水是
故乡甜……”一场思想的碰撞在升温 ，接下
来作诗的作诗 ，唱歌的唱歌 ，一首 《大海啊 ，
故乡 》引起了孩子们的共鸣 。 班里的朗诵小
明星奕升的一首 《乡愁 》把我们带回了自己
的故乡……

给学生一些权利 , 让他自己去选择 ；给
学生一些机会 ,让他自己去体会 ；给学生一
些问题 ，让他自己去解决 ；给学生一个问题 ,
让他自己寻找答案 ；给学生一片空间 ，让他
自己去开拓 。 这就是我心中的好课———真
实的心灵旅行 ！

（作者单位系海南省海口市山高小学）

真实的心灵旅行
□ 李春燕

“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的……”
“不 ， 我还是不明白 ， 我在这里有疑惑
……”“我认为还可以这样……”“这是我们
组的生成和总结……” 像这种大方勇敢的
展示声、 质疑声是株洲景弘中学课堂上最
为常见但却最不平凡的智慧之声。 孩子们
在这里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更是能力。教
师在这种课堂上扮演着 “最优生 ”和 “后进
生”的双重角色，注重于引导学生获取他们
想要的知识。

这就是景弘的“一三六”课堂模式。
教师充分相信学生， 发掘每一位学生

的潜能。 学生没有了拘束， 表达观点时能
畅所欲言。 当学生遇到问题时， 教师充分
相信学生，让学生自由补充，产生思维的碰
撞。 当学生表达有误且没人纠正或者遇到
瓶颈时 ，教师充当 “最优生 ”适时点拨 、总
结。 现在班上的学生每个人都愿意大胆展
示自己， 哪怕教室里站满听课的老师。 学
生真正成为了课堂的主人 。 从他们脸上 ，
我看见了幸福而自信的微笑， 见证了他们
成长的喜悦。

新课堂中学生学习的高效与相对应的
课堂规范密切相关， 良好的课堂规范是保
证课堂活而不乱的前提 。 景弘课堂中的
“五步三查六环节 ”中的每一个步骤 、每一
个环节中都对教师和学生有着相应的要
求，只要任何一个环节或者步骤出现问题，
都会直接影响这堂课的质量。 教师在初期
的课堂上注重学生规范的培养， 中后期也
不放松规范的强化。

在课堂上， 合理的评价机制给学生带
来很大帮助。 就拿及时评价来说， 它不仅
可以立即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也对学生自
信心的培养以及良好人格的塑造起到积极
作用。 后进生再也不会因为被奚落和嘲笑
而产生心理负担。 就算是发表的言论有所
偏颇 ，也不会被轻视 ，有的只是积极补充 、
质疑和拓展的智慧之音。 “课堂小主持人”
就是景弘新课改的产物。我班上的数学、语
文 、外语 、历史 、生物等科目的主持人 ，完
全有能力在老师不在场的情况下充当小老
师给同学们上课。 他们的学习和组织能力
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株洲市景弘中学）

变讲堂为学堂
□ 张丽娟

10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什么是好课堂？ 想到了叶圣陶先生的反复告
诫———教是为了不教。 现在，课堂精彩的背后是教
师的汗水，是教师皓首穷经式的钻研与思索。 老师
太累了，试问一句，学生会买账吗？ 老师懒一点又何
妨，我想只怕会对学生更有利。 有句老话说，拙娘养
巧女，或者巧娘养拙女，乍听荒谬，其实仔细琢磨，
还真有些道理。

课堂教学的目的何在？ 一言以蔽之，提高学生
的能力。

课堂是什么？ 不是老师一个人的讲坛，更不是
老师导演下的伪繁荣。

费尽心思想要在课堂上培养出“巧闺女”，自己
又不自觉地在扮演“巧娘”的角色，我们老师在一次
次重复这样的谬误：

巧娘自己本事强，对闺女笨手笨脚的样子实在
是看不上，自己动手才合心意，久而久之闺女就被
撂荒了。

巧娘自己眼光高， 对闺女横挑鼻子竖挑眼，鼓
励少，批评多，弄得闺女的自信逐渐消失殆尽，结果
变得越来越笨。

巧娘自己表现得太出众， 处处要比别人高，让
闺女觉得高不可攀。

在这种情况下，闺女想不变笨，都不可能。
那么，拙娘怎么做才能养出巧女来呢？
拙娘懂得放手。 拙娘有自知之明，对事情从不

大包大揽，而是放手让孩子去做、去历练。 想想我们
的课堂，和拙娘相比，我们很多教师缺乏放手，什么
事都不放心。

拙娘大巧若拙。 拙娘大都不笨，为了闺女的自
信，却常常装笨、装傻，让闺女赢，往往示弱，向闺女
请教一二。 兴趣来源于成功的喜悦，学生在成长过
程中，需要成功的体验，需要成就感来支持。 为了学
生的自信，教师应该向拙娘学习，别把课堂变成一
言堂，让学生能够放开手脚去做事。

拙娘敢于表扬。 拙娘虽不是教育专家，但在生
活中毫不逊色于经验丰富的教师，她非常善于抓住
教育时机，充分表扬和肯定闺女的点滴进步，使之
从中获得成功的喜悦，感到自身的价值，从心灵深
处产生积极改变的动力。

拙娘适时点拨。 当拙娘放手让闺女做事的时
候，她并不闲着，总是在一边看似无意实则精心地
观察，时时不露声色地给予提醒和帮助。 学生由于
年龄和经验的限制，有些事情需要得到教师的指点
和帮助。 教师应该是学生身边的观察者、指导者，而
非旁观者，教师看似无意的帮助，会增强学生的自
尊心和自信心。 教师应把自己的意见以婉转和商量
的口气表达出来，使学生容易接受并且乐意接受。

教师不妨学做一个拙娘，不那么咄咄逼人，给
闺女自我设计 、自我完善的空间 ，甚至可以装得
笨一点、傻一点 ，把自己解放出来 ，也许会造就一
群巧闺女。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中学）

教师须做“拙娘”
□ 刘 鹏

微论好课堂
想成就一节好课，教师就应该做学生

和知识之间的桥梁， 做学生学习的引导
者，为他们营造环境，放手让他们讨论和
感受，把课堂还给他们，把学习的主动权
交还到他们的手上。
———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第一中学 高文香

好的课堂应该是学生成长的乐园 ，
学生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 更重要的是
学习方法 ，与人交往 、合作的能力 ，敢于
展示自己的勇气； 好的课堂应该是老师
成长的空间，老师从讲台上得到解放，有
更多的时间去反思课堂，去总结经验，不
断成长。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中学 李松林

一堂好课一定有以人为本、 灵动高
效、师生互动、教学相长、合作探究、高质
高效的特质。 作为一名英语教师，我在不
断反思中顿悟：一个知晓语言背后是思维
和情怀的教师才是优秀的教师。
———吉林省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 都春霞

我心目中的好课堂是：还给学生的课
堂、以学为主的课堂、自主合作的课堂、动
静结合的课堂、注重展示的课堂、情感交
融的课堂……课堂成了学生的“学习场”、
“生活场”、“生命场”。

———黑龙江省尚志市逸夫学校 尹晓巍

活课堂才是好课堂。 一节课的好坏，
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课堂的“活”与“死”。
什么样的课堂是活课堂？只有充分调动了
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更多的学生主动参
与到课堂活动中来，这样的课堂才是活课
堂、好课堂。

———湖北省武汉市和平中学 王春平

教师心中的好课堂曹建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