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课堂应该什么样■杜郎口快读 40 □ 徐立峰

在新课改的理念下， 课堂应该以培养
人的素质为目标。 那么，好课堂的标准应该
是什么呢？

信守一个理念

“以学生为主体”是好课堂应该遵守的
共同理念， 也应该是指导学校进行课堂教
学改革的准则。如何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应
该从教师与学生两方面来实践———学生的
自主学习意识与教师的自主教学理念。

学生的自主是在其对教师失去依赖
性的时候产生的。 如果学生对教师依赖过
多， 就很难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学习。
学生要把学习当成自己本该完成的事情。
当然，这种思想意识的形成需要特定的条
件与环境，还需要长久的外在感染熏陶和
内在自我教育 。 这就要求教师要因地制
宜、因势利导、因材施教，只有把握住课堂
中一切自主教育的契机，才能帮助学生养
成更多的自主学习习惯，从而培养出更多
的创新型公民。

教师教育的理念要紧跟时代的步伐，
原有的 “填鸭式”、“灌输式”、“满堂讲”，已
经不能适应当代社会对于人才的需求。 既
然学生是学习的主人， 教师的角色定位就
不能是保姆，也不能是导游，而应该是助手
和导师的双重身份。 教师应该给学生提供
更多的优势资源，更优越的探究场所，更恰
当的引导点拨 （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让
学生自由求知、合作研究、快乐实践、幸福
成长。 事实上， 学校课改道路上最大的障

碍， 就是教师不愿意抛开传统教学的思维
定式，不想走下讲台。

解决两个机制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自主学习， 学校要
解决与课堂相关的时间机制和空间机制。
两种机制的改变正是为了达到新课改的内
在需求。

改变时间机制。 杜郎口中学课堂教学
改革的起步阶段，不管是“10+35”还是“0+
45”， 都是为了解决教师长久占据讲台、占
据课堂、占据学生学习时间的积习沉疴。 有
些特别“顽固”的教师不愿意做出改变，学
校只能通过强硬的时间限定来实现课堂形
式的转变。 当然，杜郎口中学的时间模板并
非放之四海皆准的，其他学校在“临摹”时，
应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来正确理解、合
理安排。 虽然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到大学，
各个年纪段的学生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但是自主学习的精神内核是不容置疑的。

很多教师的“思维惯性”会让自己的教
学行为有所反复。 因此，站在学校管理的角
度来看，实施自主学习的起步阶段，一定需
要通过强硬的时间限定来达成预期目标。
其实，这与教师专业化成长所要求的“形成
个人的教学风格”并不矛盾。 对于一个追求
卓越的教师来说， 阶段性的管理限定措施
反而会更好地促发他们对教育进行更深入
的思考。 我认为，不管哪个学段，在课堂教
学改革刚开始时，学校都应该硬性规定，教
师在课堂所占用的时间不能超过课堂时间

的一半。 这个规定甚至应该成为课堂评价
的底线。

改变空间机制。 教育产出与企业生产
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教育所要面对的是一
个个鲜活的人和一颗颗敏感的心。 教师在
课堂中给学生创设一个轻松自由、 快乐民
主的氛围非常重要。 教师要让学生知道，学
习的空间不应局限在学习小组之内， 也可
以在组外；不仅可以在课内学习，也可以在
课外学习。 只要是有利于激发学生自主学
习热情的场所， 只要是有助于挖掘学生潜
能、保障探究效果的方式，教师都可以和学
生一起去尝试。

运用三个环节

预习、展示、反馈是杜郎口“三三六”自
主学习模式的生命线， 也是体现三大特点
和实施六大环节的纽带。 如何预习、如何展
示、如何反馈？ 对于不同的年级和不同的学
科来说，都应结合自身特点，形成不同的重
点与风格。

预习是自主学习的法宝。 只有良好地
完成预习， 学生才能形成自己对将要学习
知识的清醒认识。 预习过程中，学生要盘点
学习的收获， 标记学习的困惑， 因疑而深
思，因思而彻悟，因悟而通透。 万事开头难，
学生自主学习意识的形成必须靠坚忍的毅
力， 教师要不断向学生强调———性格的锻
造有利于智慧的产生， 果敢的精神才能形
成健全的品格。 在课堂上，教师要保证给学
生充足的预习思考时间，不可急于求成。 刚

一开始时，学生可以借助导学案，将教师的
指导与自己的思考相结合， 尽快提高自学
能力。 当学生的自学习惯基本养成之后，导
学案可以逐渐缩减为导学单、导学纲要，甚
至不再局限于纸张上的文字呈现， 而是通
过教师的口头表述或几个关键词来实现。

展示是满足学生求知欲、 成就感的最
佳途径，一般分为“小展示”和“大展示”两
种表现形式。 在一节课的时间内，很难做到
每名学生都有机会在班级中展示。 因此，在
展示的过程中， 可以依据课堂时间和展示
内容，采取小组或对子范围内的“小展示”
和全班范围内的“大展示”相结合的方式。
不管采用哪种展示方式， 教师都应该关注
每一名学生在展示过程中的投入状态和展
示标准。 洪亮的语音、精准的表述、丰富的
表情、恰当的肢体语言等，这些都是增强学
生自信的直接途径。

反馈是为了达到“潜能学生进步，优秀
学生提高”的目的，分为课初、课中、课后反
馈 3 种形式。 反馈的主要阵地是黑板，课初
可以通过回顾进行自我检测； 课中可以通
过抽测及时巩固； 课后则一般以单元或章
节为单位， 通过组长带领或对子互助的形
式，进行基础测试、相互帮扶、分层过关、体
系构建。

对于教育而言， 成功需要等待机会，更
需要付诸行动。 可以说，很多学校的课改失
败，不是败在了理念上，而是败在了行动上。
因此，教育者一定要深入课堂、研究学生，通
过实践，不断探索、不断改革、不断提高。

（作者系山东省茌平县杜郎口中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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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誗理性归因法 ： 教师
要对学生成绩不佳的原因
进行理性归纳， 以便对症
下药。

誗翻转课堂法：翻转课
堂借助信息技术，实现了学
习理念和时空上的“翻转”，
学生可以自主选择学习内
容，安排学习进度。

誗举三反一法 ： 潜能
生 可 以 通 过 积 累 大 量 信
息， 更好地把握知识的内
涵与外延。

誗学一退三法：在学习
新知识时，潜能生要向后追
问三次，明确“要学会这个
新知识，需要具备哪些其他
知识”。

誗课前助学法：“课前
助学”会让潜能生在第二天
的课堂上进行二次学习，取
得良好的课堂效果。

誗四步纠错法 ： 第一
步，找出错误原因；第二步，
用红笔订正错题； 第三步，
做几道同类型习题； 第四
步，梳理归纳知识点。

誗星级练习法：让潜能
生避免低级、重复的无效学
习，对症下药，提高效率。

誗自我警示法：学生设
计“自我警示卡”，将其统一
贴在课桌一角，用于自我约
束、激励与警示。

誗签订协议法 ： 班主
任、学生、家长签订三方协
议书。

誗师徒结对法：为每名
潜能生找到一名“小老师”，
让他们在“一对一”的帮扶
下，取得更大的进步。

■新课堂与新学法（四）

■ 摘要

1. 理性归因法

学生学习成绩不佳有很多种原因，比
如，有些学生本来很聪明，但是调皮、贪玩，
家长与学校也疏忽了对他们的管理； 有些
学生受到了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不良影
响；有些学生缺乏自我管理能力，学校或家
长又没有对其实施有效约束； 有些学生的
不良行为习惯长期得不到纠正； 有些学生
得不到教师的重视与关爱， 逐渐失去自信
与动力；有些学生缺乏表达与展示的机会，
开始自卑；有些学生有厌学情绪；有些学生
受到了教师不科学的批评；等等。

学生成绩不佳是多种原因造成的，教
师一定要深入分析，将这些原因理性归纳，
以便对症下药。

2. 翻转课堂法

随着信息网络与传媒技术的普及，获
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逐渐呈现出多元化倾
向。 翻转课堂是较为先进的教育理念，借助
信息技术， 实现了教师知识传授和学生知
识内化在时空上的“翻转”。 学生可以在课
外观看教师的讲课视频， 自主选择学习内
容，安排学习进度。

在传统课堂中， 更受教师关注的是成
绩优秀的学生。 优秀的学生会积极举手发
言，而很多潜能生则是被动接受，甚至跟不
上教师的进度。 翻转课堂可以改变这种情
况，学生能够暂停、回放教师的视频，直到
完全理解为止。 到了课堂上，教师的时间也
被释放出来， 他们可以将许多时间分配给
潜能生，辅导每一名有需求的学生。

3. 举三反一法

优秀生与潜能生在学习方面存在的较
大差异主要表现为：前者适合迁移，用已有
的知识、经验去认识新的知识，解决一系列
问题；后者适合积累，对知识、经验、信息等
内容进行积聚和整合。 因此，优秀生在学习
新知识时，可以采用“举一反三”的方法，注
重演绎与探究，潜能生则适宜采用“举三反
一法”，注重归纳与验证。 对于潜能生来说，
他们可以通过接收、感悟、积累大量信息和

各种生动鲜活的案例， 更好地把握知识的
内涵与外延。 对潜能生来说，只有先“举三
反一”，才能进而“举一反三”。

4. 学一退三法

潜能生的知识系统经常不够系统、不够
健全，容易出现知识断层，因而会造成学习
新知识的实际起点低于教材要求的逻辑起
点。教师在教学设计时，要牢牢把握“学什么
（学习内容）”、“怎么学 （学习方法）”、“学不
会怎么办（知识链接）”三者的逻辑关系，学
生则应该采取“学一退三”的学习方法。 “学
一退三”的含义就是在学习新知识时，要向
后追问三次，明确“要学会这个新知识，需要
具备哪些其他知识”， 教师也应该辅助学生
“学一退三”，一直退到学生能够良好衔接知
识的地方，也就是“学习原点”。

学习的实质是新知识与学习者认识结
构中的已有观念建立的联系，是新旧知识相
互作用的过程。 学生的头脑并非一片空白，
他们在学习新知识时，会从头脑中搜寻与之
有关的经验，用来理解同化、建立关联，组成
新的认知结构。如果把学习活动的起点建立
在学生的知识经验基础上，学生就会感到亲
切、自信，从而产生认知的冲动，积极投入到
学习之中，主动地建构知识。

5. 课前助学法

有的教师放学后，会给一些潜能生“开

小灶”。 但是，这是一种“让我学”的做法，并
非学生发自内心的“我要学”，往往会导致
“越差越补、越补越差”的恶性循环。 为了改
变这一现象，可以将“课后补课”变为“课前
助学”。

教师可以选择一部分潜能生 ， 邀请
他们和自己共同备课 ， 指出课堂设计的
不合理之处 ，目的是让学生产生一种 “我
在帮助老师备课 ，不是老师逼我补课 ”的
积极心态。 通过“课前助学”，教师会掌握
潜能生的学情 ， 而潜能生也能充分预习
需要学习的知识 ， 从而在第二天的课堂
上进行二次学习 、二次消化 ，取得良好的
课堂效果。

6. 四步纠错法

潜能生经常会犯同样的错误， 在一个
位置上跌倒两次甚至更多次。 因此，降低重
复错误率是转化潜能生的关键。

面对错误的问题 ， 潜能生可以采用
“四步纠错法 ”： 第一步 ， 找出错误的原
因 ，如题目抄错 、式子列错 、顺序错误 、题
意不清 、概念混淆等 ；第二步 ，保留错题 ，
用红笔在旁边规范订正 ；第三步 ，再做一
至两道同一类型的习题进行巩固 ； 第四
步 ，梳理 、归纳该题目所涉及的知识点 ，
进行系统复习。 这样一来，学生对自己的
错误 ，不但能 “知其然 ”还能 “知其所以
然 ”，在今后的学习中 ，自然也就可以少
犯或不犯类似的错误了。

7. 星级练习法

“星级练习法”的目的是让潜能生巩固
之前没有掌握的内容，换句话说，就是“只学
不会的”。 潜能生将作业、练习册、试卷上的
错题标上一个星号。 一周以后，学生只看标
记星号的题目， 如果已经能够熟练地掌握，
就划掉星号；如果仍然似是而非、含混不清，
则标记上两个星号。 一个月以后，学生只复
习、研究标有两个星号的题目。 经过反复的
消化与巩固，学生没有掌握的题目将会越来
越少。 “星级练习法” 可以让潜能生避免低
级、重复的无效学习，也能让他们找到自己
需要巩固的题目，对症下药，提高效率。

8. 自我警示法

自我警示是学生自我管理、 自我教育
的一种方法。 学生可以自己设计“自我警示
卡”，将其统一贴在课桌一角，用于自我约
束、自我激励、自我警示。 “自我警示卡”上
的内容包括奋斗目标、赶超榜样、座右铭、
需要改正的坏习惯，等等。

9. 签订协议法

对一些特殊情况的潜能生， 学校应该
重点帮扶，可以让班主任、学生、家长签订
三方协议书。

10. 师徒结对法

对潜能生的帮扶，还可以采取“师傅选徒
弟、徒弟选师傅”的双向选择师徒结对法。师
徒结对的好处在于，可以为每名潜能生都找
到一名“小老师”。 在这样的“一对一”帮扶
下，潜能生自然会取得更大的进步。

为了倡导学生之间互帮互助的学习气
氛，学校可以举行“隆重”的拜师仪式：“徒
弟”向“师傅”献拜师礼品（一本书或小工艺
品），“师傅”也向“徒弟”回赠礼品，并写下
自己的祝福语。

每隔一段时间， 学校都应该根据师徒
二人的进步幅度，评选出优秀对子，给予适
当奖励。

（作者系河南省封丘县实新学校校长）

“杜郎口小学‘无师课堂’大讨论”征稿启事
近期，杜郎口小学尝试的“无师课堂”模式，被推到人们议论的“风口

浪尖”。 有人感到震撼，认为“无师课堂”打破了传统的教育理念，是对课
堂、对教育的重新思考；有人强烈支持，认为“无师课堂”放大了学生的自
学，将课堂与学习更充分、更完整地交还给了学生；也有人持保留态度，
认为“无师课堂”太激进，忽视了教师的作用。 各种意见都有其出发点与
思考方向，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教育正是在不断讨论、不断思索、不断实
践之中不断前进的。为此，周刊将开展“杜郎口小学‘无师课堂’大讨论”，
请大家发表对“无师课堂”的感想、思考与建议，周刊将择优刊登。

转化一名潜能生与培养一名优等生同样重要。 从最后一名学生抓起，不放弃任何一名潜
能生，这应该是每名教师的职责。 怎样促进中小学潜能生的转化，引导他们向更优秀的方向
迈进？ 本期，周刊为您带来———

潜能生课堂转化十法
□ 王红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