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课堂上，虽然小主持
人承担着教师的一部分职责，但不

可忽略的是，他们首先是一个“学习者”。
如果没能认识到这一点， 很可能会产生学生
学习效果不佳、课堂流程混乱等问题。本期周刊
将深入探讨小主持人与教师的区别和分工，明确
小主持人的“学习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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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培训小主持人

一、培训重点
1. 个人素质培训
做好思想工作， 让学生从心理上接受

并能感受到当小主持人的优越感。
要求小主持人声音洪亮、自信大方、敢

于管理、公正评价。
2. 流程组织培训
熟知课堂流程， 了解每个环节的行为

规范和要求。
清楚自己在每个环节应该做什么、怎

样做。
尝试将各个环节串联起来， 避免课堂

环节的孤立和中断，保证学习过程流畅。
3. 课堂评价培训
熟知各个环节的评价标准与要求。
及时、客观、简洁地对各环节进行点评

与评价。
根据课堂实际情况，灵活利用评价“武

器”，引导其他学生更加投入课堂学习。
4. 知识引导培训
培养良好的专业素质， 努力成为知识

的“领先者”。
独学、对学、小展示时收集学情，及时

与教师交流，并充当“小老师”的角色，督促
与指导全班学生深入学习。

大展示时，要抓住时机，进行补充、追
问、质疑，活跃课堂。

二、培训形式
1. 由各学科教研组长组织全组成员

制定本学科培训导学案， 提交课程中心存
档。

2. 由班主任与各科任教师协商，统一
安排各科小主持人。 每学科既要有优秀生
担任小主持人， 也要有潜能生担任小主持
人，各学科小主持人不重复。

3. 由年级主任统一安排时间， 对全
年级所有学生进行分学科的小主持人培
训。 培训方式主要采用导学案引导的论
坛形式， 将同年级同学科的小主持人集
中到两个班级，由该学科教师集体主持、
指导。

学校、年级、班级统一制定各层面小主
持人评先、评优、表彰、奖励制度。

确定小主持人培训周期， 各学科小主
持人相互轮换。

班主任建立小主持人例会制度， 一段
时间后集中反思小主持人的优点与问题。

4. 由科任教师根据自己的具体要求，
随机安排时间进行培训。

建立 QQ 群，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在
生活中与小主持人交流。

提早沟通，让学生有较长的准备时间。
让小主持人提前完成导学案， 掌握学

习目标、知识结构以及课堂学习的重点、难
点、易错点。

与小主持人及时交流， 表扬做得好的
地方，指出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并提出具体
的改进意见。

教师的课前准备

课前： 教师要确定学习的内容和目标，
设计好基本流程，还要预设学情和课堂可能
出现的问题。这些内容非常考验教师的专业
素养，小主持人较难替代。 但教师不妨在备
课的过程中多与小主持人沟通，多听取他们
的意见，一方面让备课更充分、更合理，另一
方面也能加强学生的参与感和认同感，让他
们逐渐进步。 教师应该听取学生反馈，学生
则应该了解教师意图。 换句话说，教师与小
主持人都需要备课，教师站在引导者的角度

“高屋建瓴”，确定整体框架与思路，小主持
人则以学习者的身份进行完善和修补。

课堂导入： 如果小主持人经验比较丰
富，教师可以大胆放手；如果小主持人能力一
般，教师可以给他准备一些基本素材。在之后
的学习过程中， 小主持人的任务是推动课堂
流程、制定评价规范、观察学习状态，还要跟
有问题的学生简单交流。但必须明确的是，小
主持人首先是一个“学习者”的角色，他们的
主要任务依然是参与学习。 课堂不能让小主
持人成为脱离学习的“教学者”，而应该让他
们成为课堂学习的“先行者”。

小主持人模拟课堂

在一节初中语文课上， 上课预备铃响
起之后， 小主持人立即站到主黑板前宣布
开始上课， 然后进行当堂课的“课前三分
钟” 活动。 小主持人发出指令：“请全体起
立，拉起小黑板，拿起白色粉笔。 ”随后，小
主持人将前一天整理出的课文中的生字生
词和重点词语让全班学生听写。

上课铃响之后， 小主持人主持的字词
听写很快结束，他环视全班，要求大家检查
桌面物品摆放，看课本、导学案、双色笔等
物品的摆放是否合乎规范，然后发出指令：

“全班齐读学习目标。 ”在小主持人的带领
下，全班学生大声齐读学习目标。

小主持人接着发出指令：“现在开始自
学。 ”全班学生立即开始自学，教室非常安
静，学生都在紧张地自学。因为已经进行了

“前置性学习”， 小主持人胸有成竹地在教
室里巡视，关注每个人的学习状态，随时提
醒他们注意坐姿、加快速度。当学生遇到问
题的时候， 小主持人还会与他们进行简单
交流，启发他们如何解决问题。

大约 20分钟后，小主持人看到绝大多数
学生已经完成自学， 他又发出指令：“现在开
始群学。 ”群学分两人小对子、五人互助组和
十人共同体几个阶段进行。 在班级进行群学
的时候，小主持人非常忙碌，他不但要在自己
所在的小组参加群学， 还要抽出时间关注其
他学生的群学情况。 在十人共同体交流的过
程中， 小主持人将各共同体的负责人叫到一
起，让他们通过抽签决定展示内容和顺序。

在展示环节，小主持人与各组成员配合
得比较默契，引导他们思考、补充、质疑、对
抗、评价。最后，他宣布进行“课堂检测”，与全
班学生一起完成检测题。

（金锐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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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嘉宾 汪兴益（安徽省铜陵市铜都双语学校总校长）
邓春林（湖南省株洲市景弘中学年级部主任）

汪兴益 ：小主持人的人选不是固定不
变的，应该由学生轮流担任。 这样做的目
的， 一方面是让每名学生都得到表现 、展
示的机会 ；另一方面 ，也是为学生减轻压
力，让他们不因为小主持人的工作负担影
响学习。

其实，如果师生之间充分沟通，教师做
好学生的培训工作， 让他们掌握正确的工

作方法， 小主持人工作不但不影响学生的
学习效果，反而会帮助他们学得更好。 这其
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置性学习”。

教师应该提前做好小主持人的辅导
工作， 跟他们沟通第二天的学习内容 ，帮
助他们分析重点和难点问题。 这样一来 ，
学生就能够比较全面、 顺畅地完成预习 ，
在第二天的课堂中，也可以更好地履行自
己的职责。

有了预习做基础， 小主持人的工作实

际是一种“二次学习”。 他们在课堂上，必须
关注课堂细节、察看课堂动态、倾听课堂声
音，还要引导提问、解答问题。 换句话说，他
们一直在高效学习，只是学习的方式不同。

当然，教师也要观察学情、了解小主持
人的学习状态。 如果教师发现小主持人没
有进行 “前置性学习”，或者学习的效果不
佳， 可以考虑在课堂的自主学习阶段临时
代替小主持人行使职责， 之后再将权利交
还给他。

有的小主持人在工作方面全神
贯注，却忽视了自己作为“学生”的
职责。 他们往往因为关注其他学生
的学习状态和学习进度而游离于学
习之外。

隰现象 隰对策

小主持人在课堂进行“二次学习”

汪兴益：许多人认为，小主持人的任
务就是代替教师主持课堂， 其实并非如
此。推动课堂流程只是小主持人职责的一
部分， 他们还应该在课堂上完成自主学
习、讨论探究、答疑解难等任务。

因为大多数小主持人都进行了“前置
性学习”， 对课堂学习内容拥有了一些了
解和思考，所以，在课堂进行到对学和群
学时，他们应该参与到讨论之中。 在这个
环节，他们可以做几件事情———

将一些有探讨价值的问题抛给自主
学习完成较快的学生。这些问题可以是小
主持人通过“前置性学习”后认为比较重
要的；也可以是小主持人自己还没有想明
白的。 通过抛出问题，小主持人可以更好
地与其他学生交流、探讨，从而巩固知识，
化解疑难。

回答课堂中的疑问。无论是对学还是
群学， 都有可能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小
主持人应该尝试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对课
堂学习内容的宏观把握，小主持人很可能
会比一般学生更快更好地解决问题，或者
给予他们一些引领和提示。如果小主持人
解决不了问题，就应该分析哪些问题相对
重要，把这些问题记录下来，安排在展示
环节尝试解决。

关注课堂学习状态。有些学生在合作
学习环节容易“开小差”，这时就需要小主
持人及时提醒他们，将他们“拉”回课堂学
习。小主持人要判断，哪些人在闲聊，哪些
人在探讨， 探讨的内容哪些是重要的，哪
些是偏离主题的，等等。 提醒的技巧也很
重要， 因为小主持人的身份既是学生，又
不是学生，需要以“平等中的旁观者”身份
介入交流。

做好了这几点 ，小主持人就不会成
为课堂上的 “边缘人 ”，不但可以较好
地组织课堂 ， 还能更深入地掌握需要
学习的知识 。

自学中的对学和群学非常重
要，但是，许多小主持人却在这个阶
段手忙脚乱， 不断地在各小组之间
游走，表面看起来很充实，其实既没
有参与学习， 也没有真正关注其他
学生的学习状态， 更别说及时提醒
不在学习状态、 没有遵守课堂规范
的学生了。 处于这种状态的小主持
人其实已经不自觉地变成了课堂的
“边缘人”，不但难以进行有效学习，
也无法在课堂中起到引领作用。

隰现象

隰对策

避免成为“边缘人”的策略

邓春林：许多教师在刚开始尝试用小
主持人主持课堂的时候，会不自觉地让小
主持人成为自己的“复制品”。这是因为教
师还没有深入认识到二者的区别与各自
的优势，没能充分利用学生这个难得的课
堂资源。

教师和小主持人的作用都是点燃 、
激励 、引导 、追问 ，但方法和特点有较大
区别。 一般情况下， 教师会更多地用眼
神、 动作、 有针对性的语言调动课堂气
氛，更受学生重视；小主持人调控课堂则
更加标准、严格，有时会有教条或呆板的
问题。 面对这种情况，教师一方面要做好
小主持人的培训， 让他们能够更自然地

组织课堂； 另一方面， 如果课堂气氛沉
闷 、学生状态游离 、小主持人处境尴尬 ，
教师可以及时帮扶， 帮助小主持人渡过
难关。

就课堂语言而言 ，小主持人的表达
与学生更接近 ，直白 、生动 、通俗 ，容易
引起共鸣 。 此外 ，学生和学生之间的交
流更亲切 、更随意 ，他们不会像面对教
师那样紧张 ， 有利于推动课堂向活泼
和自由的方向发展 。 当然 ， 在许多时
候 ， 教师也不能做一个纯粹的 “旁观
者 ”，应该在适当的时候 ，引导学生把
零散 、口语化的表达梳理 、归纳成系统
性的知识框架 。

小主持人是一个特殊的学生， 也是
一个特殊的教师。 教师要利用学生、发展
学生，但不能完全放任，也不能让小主持
人多次预演课堂流程，增加他们的负担。
在课堂上， 教师应该时刻关注一点———
课堂一定不能由教师的“一言堂”变成了
小主持人的“一言堂”。 教师要控制好小
主持人的话语权， 避免他们的 “特权意
识”过于严重。

在课堂学习过程中， 小主持人和教
师各有分工、 各有特点， 一定要优势互
补 、默契合作 ，才能推动课堂更加流畅 、
更加高效。

许多小主持人会在课堂上模仿
教师的行为，但由于经验和专业素养
的差距， 往往会造成课堂流程不畅、
课堂效果不佳的情况。 另一方面，教
师没有认识到学生与自己的不同，缺
少针对性的分工、帮扶、激励，难以充
分发挥小主持人的作用。

隰现象

隰对策

不做教师“复制品”

■“点”拨新课堂（六）

★链接

“无为” 是老子的核心思想。
“无为”并非什么都不做，而是一种
更高级的智慧。老子曾说：“道常无
为而无不为。”也就是说，虽然看似
“无为”，实际则是“无所不为”。

我认为，这种哲学思想完全可
以用来解释山东省淄博市杜郎口
小学的“无师课堂”理念。杜郎口小
学尝试的“无师课堂”，打破了传统
的教育理念和课堂模式， 是对课
堂、对教育的重新思考。可以说，杜
郎口小学的“无师课堂”，是一种具
有高级智慧的高层次、高水平的全
新课堂模式。

“无师课堂 ”从表面上来看 ，
教师是“无为”的———课堂上不再
有教师出现， 他们也不再承担教
学、组织、管理等任务。 但从实质
上来讲，“无师课堂” 恰恰又体现
出了“无所不为”。 在“无师课堂”
中，虽然没有教师，但学生依然能
够自主学习、自主管理，能够积极
地进行合作探究与展示评价 ，还
能通过检测与反馈了解自己的课
堂学习效果。

为什么能够如此？因为学生在
教师的精心指导和培养下，已经养
成了良好的自我学习和自我管理
的能力与习惯，掌握了推动课堂流
程的重点和关键。 课堂上“无师”，
但教师一直在关注着学生———他
们培养学生习惯、 培训学生能力，
如果课堂出现了问题或偏差，教师
也不会“坐视不管”，而是会以适当
的方式，帮助学生“走回正轨”。 因
此，在“无师课堂”上，虽然没有教
师， 学生的学习依然是有条不紊、
积极主动的， 课堂也依然是有序、
活泼、充实的。

我认为，表面“无师”的“无师
课堂”，无处不体现出“有师”之道。
老子的“无为”思想，就是不做违反
自然的活动，也就是不能固执地违
反事物本性，不强使物质材料完成
他们所不适合的功能。 “无为”遵循
了事物的内在法则，根据客观的实
际条件采取适宜的行动。杜郎口小
学的“无师课堂”不正是遵循了学
生课堂学习的“事物内在法则”吗？
将学生视为学生， 将儿童视为儿
童， 让课堂真正体现以学生为本，
放大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我管理，
把课堂与学习更充分、更完整地交
还给学生———这正是 “无师课堂”
的根本理念。

杜郎口小学的 “无师课堂”模
式， 是课堂教学改革的更高境界。
课堂看似“无师”，实则教师的作用
“无所不在”。

（作者单位系山西省高平市石
末乡中心校）

“无为”教师
“无所不为”

□ 李三宝

不当旁观“主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