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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见

动态课堂如何动
□ 唐其梅

课堂是否高效， 不是看教师讲得多精
彩，而是看学生是否参与。 只有学生动起来
了，才能达到高效的目的。这里的“动”，一是
指学生要有自主学习的能动性，二是指学生
要能与同伴之间进行交流互动。 那么，在课
堂上如何培养学生自学互动的能力呢？

要让学生带着问题去自学。 课堂上经常
看到教师要求学生自学课本某页至某页，却
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 导致学生云里雾里、
囫囵吞枣地把书看了一遍，教师提问时却毫
无头绪。因此，教师一定要精心设计问题，让
学生看书的同时认真思考，有了问题才有学
习的方向，也才有学习的动力。

要给足自学的时间和空间。 课堂上常常
看到这样的现象：教师在短短时间内就让学
生结束了自学和讨论。 可以说，没有时间和
空间的保障，自学就形同虚设，没有实际意
义。因此，教师一定要有耐心，重视学生的自
主学习环节。

问题设计要有梯度和层次。 学生个体差
异导致学生的学习能力有高有低， 因此，难
度太大和太小的问题都不利于培养学生的
自学能力。 教师应该设计不同类型的问题，
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积极性，
帮助他们提高学习兴趣。

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 在课堂上，如果
学生之间关系不和谐、不融洽，课堂气氛紧
张，学生怎能开口说话？因此，教师一定要随
时调节课堂气氛，让学生在宽松愉快的课堂
中学习。

重视学生的倾听和表达。 很多学生在课
堂上只是被动地听，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这就导致了他们无法与同伴交流自己的
想法。 还有一部分学生，他们好表现，喜欢
“抢风头”，而不善于倾听别人的想法。 这两
种现象都阻碍了学生之间的合作学习。为了
避免这些情况，教师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培
养学生的倾听能力和表达能力，帮助他们更
好地交流与沟通。

正确处理自学和互动的关系。 互动不是
简单的交流，而是学生思维的碰撞与智力的
较量。 自学环节是良好互动效果的保障，学
生在互动之前， 一定要先充分进行自主学
习。换句话说，自学是互动的前提和基础，互
动是自学的提炼和升华，只有正确处理好二
者的关系，学生自学和互动的能力才会不断
提高。

培养学生自学互动能力的方法有很多，
比如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合理组建学习小
组、建立有效竞争机制，等等。学习是一个动
态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教
师一定要以学生为中心，不断学习新的教育
理念，不断提高自身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在
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作者单位系海南省保亭县教育研训中心）

潜能生的精彩

■课堂现场

班级：四（2）班
教师：齐延霞
学科：语文
内容：《桂林山水》
课型：新授课

学习目标：
1. 认识生字生词。
2. 有感情地朗读并背诵课文。
3. 掌握抓住景物特点， 通过重点语

句、具体形象来描写景物的方法
4. 了解桂林山水的特点 ， 激发热

爱祖国锦绣河山的思想感情 ， 培养审
美情趣。

课堂流程：
1. 教师播放有关桂林山水的纪录

片，导入新课。
2. 学生明确导学案中的知识重点和

难点，完成基础的字词过关，然后进行分
组朗读。

3.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研读文章的 4
个自然段，了解“使用了什么手法”、“有
哪些重点语句”、“突出了桂林山水的何
种特点”等问题。

4. 学生按教师分配的课堂任务，进
行以小组为单位的课堂展示， 教师深度
质疑，学生充分讨论。

5. 进行课堂测试， 检测学生学情和

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6. 学生就教师设计的问题进行拓展

与延伸，然后进行课堂总结。

校长点评：
1. 课堂学习条理清晰， 环节安排得

当，充分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2. 课 堂 教 学 紧 紧 抓 住 教 材 的 重

点———桂林山水的特点及表现方式展
开。 无论是对预设问题的沉思，还是对生
成问题解决后所表现的快乐， 都反映出
良好的课堂氛围。 学生十分投入，掌声、
笑声、 评论声、 质疑声在课堂中频频出
现。

3. 学生的自学与探究、 教师的质疑
与拓展， 都保证了学生在课堂上不仅学
到了教材中的知识， 还了解并掌握了许
多课外内容，让课堂“厚重”起来。

4. 课堂的“厚重”还表现在课堂能够
照顾到每一名学生。 无论是优秀生还是
潜能生。 教师在海量信息时代，提供了丰
富而不零碎的知识链接， 让全体学生都
能积极参与、高效学习。

5. 需要改进的地方的是， 教师应该
结合教材内容， 进一步突出综合实践活
动。 教师要引导学生在研讨、比较、分析
中学习知识，收获成功。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辽中县辽中镇第三小学）

在“轻松”中“厚重”

■我在干吗

出镜学校：河南省登封市白坪乡中心小学

新校长：王伟
问：学校的办学

理念是什么？
答 ：以人为本 ，

面向全体 ， 人人成
才。

问：学校希望培
养出什么样的学生？

答：培养出身心
健康、习惯良好 、拥
有较强生存和生活
能力的学生。

问：最近学校有什么改革措施？
答：学校最近实行高效课堂改革，调动

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将课堂还给学生，帮
助他们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新教师：王香玲
问：课堂教学模

式是什么样的？
答：自主合作—

展示提升—穿插巩
固—达 标 检 测—学
生互评。

问:对学生有什
么新的认识？

答 ： 学生是一
个个充满智慧 、拥
有无限创造力的鲜
活生命。

问：最近有什么课堂感受？
答： 以生为本的课堂既解放了学生，也

解放了教师。

新学生：梁巧慧
问：喜欢怎样的

课堂？
答 ：喜欢轻松 、

有趣的课堂，在这样
的课堂上，我能无忧
无虑地学习和成长。

问：最近有什么
高兴的事？

答：学校举行了
“做一名文明小学
生” 的演讲比赛，作
为主持人的我锻炼了主持活动的能力。

问：想对老师说些什么？
答：感谢您的默默奉献，感谢您用青春

哺育我们成长。
（采访/金锐）

■校长巡课笔记

年纪：七年级
学科：数学
内容：平行线的性质
课型：新授课

自主学习

（教师利用生活中发生的实际情况，
设置情境与疑问，导入新课，让学生解读
学习目标，明确学习任务）

师：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平行线的
相关内容 。 现在 ， 请大家认真阅读教
材 ， 思考并完成导学案自主探究部分
的内容。

（学生独学过程中， 教师巡查点拨，
发现有些学生比较吃力）

师：两条直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同
位角都是相等的吗？

生 1：是的。
师 ：那你看这个图形 ，同位角相等

吗？
生 1：我懂了，只有在两条直线平行

的情况下，同位角相等这个结论才成立。
（学生按照教师的提示，将错误的地

方用红笔进行批注）
师： 独学时间到， 大家学得都很认

真， 有些同学将自己不会的地方进行了
批注，给这些同学每人加两分。

简评： 独学是高效课堂的第一个环
节，教师要在这一环节中帮助潜能生完
成有效的自主学习。教师在巡视时，要充
分了解潜能生的独学情况，对他们进行
指导与点拨，这样做不仅能提高他们的
自学能力，还能增强他们的学习兴趣。

互助学习

师：下面，对子间交换导学案，用红
笔批改对方错误的地方， 有疑问的地方
也要做好批注。

生 2：我们要用平行线的性质 1 推导
性质 2，也就是说，性质 2 没有证明之前
不能直接使用。

生 3：我明白了。 通过性质 1，我们可
以得出同位角相等的结论， 再利用对顶
角相等进行等量代换， 这样就可以推出
内错角相等了。

师：对学结束。 第二组的对子之间帮
扶很彻底，讲解细致，给他们加 2 分。

（小组长组织本组学生进行群学，C
类生提出疑问，A 类和 B 类学生答疑，小
组长准备本组要展示的题目）

生 4： 请利用平行线的性质说明∠2
与∠3 有怎样的数量关系？

生 3：刚才在对学环节，我已经把这
个问题弄清楚了，我来说一下，大家看看
我说得有没有问题。

生 5：你说得很好，说明这个题目你
已经完全明白了。 我建议一会儿大展示
的时候，你来代表我们组。

生 7：我对平行线的性质与判定弄不
清楚，你们能帮我解释一下吗？

生 8：关于这个问题，你想一下，平行
线性质的条件是什么，结论又是什么？

生 7：平行线性质的条件是两条直线
平行，结论是内错角和同位角相等。

生 8：还有同旁内角互补呢，那判定
的条件和结论又是什么呢？

生 7：我知道了，判定的条件和结论
与性质是相反的。

师：你们再想想，平行线性质的条件
是两直线平行，这应该是线的位置关系，
那结论又是角的什么关系呢？

（在教师的提示下，学生又展开了新
一轮的组内交流与讨论）

简评：在对学环节，潜能生提出自己
解决不了的问题，帮扶对子对他们的疑
惑进行讲解。教师应该对学习基础最薄
弱的学生进行跟踪指导，了解他们的掌
握情况。在群学环节，潜能生的展示主要

是将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呈现给组内其他
学生，通过他人的质疑和纠错，达到理解
知识的目的。教师要鼓励潜能生讲出自
己的认识和困惑，大胆发言，勇于表达，
让他们体会到展示的快乐。

课堂展示

生 1：请大家放下导学案和笔，快速
向一组展示区聚焦， 我们组为大家讲解
第一题。

生 2： 大家看，a 和 b 这两条直线被
第三条直线 c 所截，所以同位角相等。 用
几何语言表述就是：∵a∥b (已知)∴∠1=
∠3（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生 3：我来补充。 我们记忆数学性质
的时候， 应该把图形和性质的几何语言
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更容易理解。

生 4：我们组来展示下一题。 通过这
道题， 我们可以推出平行线的性质 2：如
果两条平行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 那么
内错角相等， 简单地说就是 “两直线平
行，内错角相等”。

生 5：这道题我刚才在小组内已经明
白了，下面我来给出它的几何语言：∵a∥
b(已知 )∴∠1=∠3（两直线平行，同位角
相等）∵∠3=∠4（对顶角相等）∴∠1=∠4
（等量代换）。

生 6： 我们组来解决平行线的性质
3。 ∵a∥b(已知)∴∠1=∠4（两直线平行，
内错角相等）∵∠1+∠2=180°（邻补角的
定义）∴∠2+∠4=180°（等量代换）。

师：还有其他证明方法吗？
生 7：还有一种证明方法。 ∵a∥b(已

知)∴∠1=∠3（两直线平行，同位角相等）
∵∠3+∠5=180°（邻补角的定义）∴∠1+
∠5=180°（等量代换）。

师：非常好，大家分别用性质 1 和性
质 2 两种方法得到了平行线的第三条性
质，请把这条性质大声念出来。

生：两条平行线被第三条直线所截，
同旁内角互补， 也可以叫作 “两直线平
行，同旁内角互补”。

师： 到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平行线
的 3 个性质， 那么平行线的性质和我们
前面学习的判定有何区别？

生 8：平行线的性质是通过两条直线
平行，得到角的数量关系，而平行线的判
定是先有角的数量关系， 再得到两直线
的位置关系。

师：很好。 大家来看，这几条性质的
证明经历了哪些过程？

生 9：首先是猜想，然后对猜想结果
进行证明。 如果证明成立，那么这个猜想

就可以作为定理使用。
师：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性质的

关键是什么？
生 10： 性质的关键是两条直线是平

行的，如果没有“平行”作为条件，结论就
不能成立。

师：平行这个条件经常会被忽视，所
以请大家用红笔标注出来。

师：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天的第
一个学习目标， 接下来我们要尝试着应
用这些性质。

（教师给出一组典型例题，由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集体探讨、尝试解决。 在这
个过程中， 优秀生会对潜能生进行适当
帮扶，而在展示时，教师也会刻意限制优
秀生的展示次数， 将更多的机会留给潜
能生）

（展示过程略）

简评：在展示过程中，教师一方面要
注意对潜能生进行表扬和赏识，另一方
面要有意识地为潜能生创设展示学习成
果的机会，还可以分配一些较基础的任
务给潜能生，降低对他们的展示要求。

达标测评

师：下面，请同学们完成本节课的达
标测评。

（达标测评设计包括基础题、 提高
题、拓展题 3 个不同层次，可以让每名学
生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题目）

（学生完成达标测试后， 相互批改，
对重点问题进行批注）

师：想一想，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哪些
知识，有哪些收获？

生 1： 学习了平行线的 3 条性质，并
运用它们解决实际问题。

生 2： 原来我总是分不清性质与判
定，而且在应用的时候，经常把还未证明
的猜想当作已知条件。 这节课在小对子
的帮助下， 我用红笔标注了经常出现的
问题，相信以后一定会记牢的。

生 3： 我觉得数学语言的应用很重
要。 把定理的文字转化成数学语言有利
于理解定理的条件、内容和结论，会帮助
我们更好地记忆与应用。

简评：高效课堂的核心理念是“让每
一名学生都学得好”，教师要精心呵护那
些在课堂中容易被冷落的潜能生的敏感
心灵，要会用“放大镜”放大他们的优点，
及时地给予鼓励，还要让他们有机会梳理
自己的知识体系，总结自己的课堂收获。

教学反思

本节课教学环节的设置比较合理 ，
能够突出重点与难点， 体现了以学生为
主体的教育理念。 高效课堂之所以高效，
关键在于最后一名学生也在不断提高，
教师应该关注潜能生，帮助他们发展、进
步。 在今后的教学中，我会继续加强对潜
能生学习方法的指导， 让他们注重观察
和思考，做到眼勤、耳勤、手勤和口勤。 同
时，课堂还应该发挥学生的力量，让他们
相互帮助、共同进步。

我认为，在课堂中，对潜能生的帮扶
主要有以下几点：

指导潜能生学习。独学前，教师应该
明确提出要求； 独学时， 教师要了解学
生预习情况， 帮助他们扫除障碍； 独学
后 ，教师要通过提问的形式 ，检查潜能
生的学习效果， 帮助他们养成良好的预
习习惯。

启发潜能生思考。 在课堂中，教师一
定要通过不断的引导和点拨， 促使学生
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让他们在遇到问
题时，能想、会想、多想、善想，直至能够
大胆地去猜想。 教师还应该为学生创设
适当的问题情境， 紧紧围绕课堂学习内
容，捕捉关键点、疑难点。 对于较难或较
综合的问题，教师可以按照认知层次，分
化知识点，由易到难步步深入地发问。

组织潜能生讨论。 讨论是进行思考
交流的最好形式， 而学生与学生之间的
讨论远比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更自
然、更充分。 因此，在课堂中，教师一定要
鼓励潜能生参加问题讨论， 鼓励他们提
出问题与见解， 让他们在热烈的气氛中
感受学习的乐趣。

引导潜能生总结。 潜能生由于学习
基础较为薄弱， 所以他们的知识体系往
往比较零散。 因此，在复习阶段，教师要
指导潜能生挖掘不同章节知识间的内在
联系，将所学知识“由点到线，由线到面，
由面到体”地构成一个动态知识网络，帮
助他们掌握总结归纳的学习技巧。

总之， 对潜能生的指导不能过于急
躁，要有耐心与恒心，要全方位地了解每
一名潜能生，关心、爱护他们，帮助他们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只要坚持不懈地相信和帮助
潜能生， 他们学习和运用知识的能力一
定会得到提高。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襄阳市第三十
一中学）

□ 钱 娟

□ 曹 勇

在课堂上，教师要关注每一名潜能生，对他们进行必要的学法指导，帮助他们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同时，教师也要发动
学生，让他们相互帮扶，共同进步。

学生展示自己在独学中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