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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课笔记

常常参与不同学校的听课活动，感觉
不少新课堂只是暂时的包装，多是在所谓
的公开课、示范课、研究课上展示而已，而
常态课基本是上着上着就回到了老样子。

学生仍然是被教、被学习，教师仍然
是在事先准备好的固定程序下教学 ，复
习—导入—新授—巩固—拓展—小结，最
后无疑是布置课后作业。传统教学模式为
什么有如此大的力量流行数年？过去的教
学是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张嘴，现在信
息技术如此发达，电子白板、云技术、微信
息、 声光电等各种学习工具应有尽有，学
习资源、课程资源异常丰富，但这种“重教
轻学”的教学传统却依然盛行，为什么？

一位教育工作者曾这样分析：传统课
堂是一种“接力问答式”课堂，教师借问答
的形式将学习内容逐步引发、展开、呈现
出来，学生实现学习的主要方式是“听中
思考”和“听中接受”。 这种师生“接力式”
对答，只是让教室的空气中“弥散”着学习
的元素而已，而教室里，学习是否真正发

生？ 到底有多少学生在真正学习？ 在这样
的课堂，学生的回答经常是迎合性的“课
堂猜测”，这种参与是虚假的。 他认为，由
于学生的思考准备不足，师生现场对答往
往是肤浅的互动。 表面上，学习内容在课
堂上都出现过，但学生是否理解、是否接
受，这里要有一个大大的问号。于是，心存
顾虑的教师便将课后练习当作重要的补
充手段。以讲代教、以听代学、以练补学成
为当前课堂活动的一大特点。

新课改以来，不少学校先后实践过多
种学习理念，也曾一时风靡全国，如先学
后教、以学定教、少教多学、生本课堂、以
学习者为中心的课堂等， 都在努力倡导
“自主、合作、探究、体验、对话”的学习方
式。但是，从整个基础教育现状看，这些学
习理念真正有效落实的并不多。是不愿意
落实还是很难落实？我们的课堂何以数年
没有根本性变化？因材施教这条古老的教
育信条为何总是教育的理想追求？什么原
因导致教与学的方式转变如此缓慢？

要想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 我认为，
必须通过教师教学方式的转变来实现。这
就需要教师专业思想、专业技能等素养的
提升与转型。要实现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与转型，必须长期投资，要承担很大的风
险和压力。 但是在当下的社会、目前的学
校，有多少人有这种思路和担当，有多少
人愿意花这笔钱和这份耐心做这件大事？
答案显然是令人失望的。 于是，大家不自
觉地回去选择运行成本较低、风险较小的
教学方式，这也就不足为怪了。

教育管理部门评价学校要成绩指标、
要升学率，学校于是向教师要分数，教师
自然向学生要分数。当所有教师都盯着学
生的分数， 每堂课的时间又是固定的，所
以许多教师便把精力瞄向学生的课后，争
抢学生课后自主学习和休息时间。 当然，
在课堂上， 教师也是尽力加大容量和难
度， 哪还有时间关注自己的教育教学方
式？ 哪还有精力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诉
求？因此，就形成了当下大家最习以为常、

最流行的教学方式。
学校根据这种教育教学方式，会制订

一系列管理配套制度和措施。从上到下都
充斥着标准化的达标督导、 考核评价，教
育管理的着眼点不是让学生在学校培养
各种能力，而是迎合家长、社会和各级教
育管理部门的需要。

我曾经与许多教师交流过，他们大都
明白这些道理，也都曾想过改变这种课堂
教学现状，但是他们都说不敢，显得很无
奈。学校不提倡，他们不敢改变；用分数评
价工作，他们不想改变；过多的教学内容
与繁杂的教育任务，他们不能改变；缺少
专业指导和引领，他们不会改变。

自上而下的行政式课改有一定作用，
但缺乏生命力。 我认为，真正的课改应该
是唤醒教师的文化自觉，教育管理部门营
造一种改革创新的良好环境，人人都是课
改领导者， 形成一种为学生更好地成人、
教师更好地成长的良好环境。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育英学校）

课改为何如此难改
□李志欣 陈新红

有效引导学生的
4种方法

□朱 弘

课堂策

高效课堂要求教师要相信学生、
调动学生 、激发学生 、点燃学生 ，这
一重担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教师的肩
上 。 如何在课堂上发挥教师的引导
作用 ，成为一名出色的 “导演 ”，就显
得尤为重要。

以导学案设计为突破， 体现教师
的“引导”

导学案的设计过程中， 教师应体
现主导作用。在通览教材、吃透课标的
基础上，把握知识点、紧扣重难点、突
破困惑点，以问题设计为先导，以问题
解决为突破，切实做好预习、讨论、拓
展与反馈等环节的设计。

导学案设计应把握以下内容：本
节课的目标是什么？ 哪些要让学生自
主预习解决？ 哪些需要学生小组讨论
探究？哪些要由教师精讲释疑？问题设
计如何体现层递性？重难点如何突破？
预设会有哪些问题生成……抓住这些
内容，就抓住了导学案的本质，从而发
挥学生自我学习、自主探究的主动权。

如果只是简单地按照模式和流程
编写，就会成为知识的罗列、问题的堆
积，学生接受知识的“仓库”和汇聚考
点的“习题集”，这样的导学案效果可
想而知。

以课堂活动为突破， 突出教师的
“指导”

课堂活动中，教师的“导”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小组探究。教
师通过巡视小组、巡回启导，指导学生
析疑、释疑；二是交流展示。 教师通过
恰当评价、积极引导，激发学生的内动
力；三是点拨归纳。 教师通过引导，让
学生弄清产生问题的原因， 寻找解决
问题的突破口；四是精讲释疑。教师通
过指导，让学生把握共性问题，突破知
识难点，提升学习效果。

在学生思维不畅时 “导 ”,在学生
切入重难点时“导”，在学生疑惑不解
时“导”，在学生束手无策时“导”，教师
这些有效的“导”，能让学生快乐学、自
主学、真正学。 这样，课堂就真正成为
学生的课堂、精彩的舞台。

以预习落实为突破， 实现教师的
“诱导”

在高效课堂中， 预习这一边缘化
环节已经正规化， 落实在学生自主完
成导学案的全过程。

学生能否通过预习生成问题，生
成高质量的问题；能否把握知识体系，
明确教材重难点； 能否积极主动研讨
问题 、 解决问题 ， 这些需要教师的
“导”。教师应引导学生明确“没有预习
就没有学习”，指导学生掌握科学的学
习方法，“诱导”学生学会思考、善于提
问，帮助学生建立知识树和思维导图。

导学案的完成情况， 教师要定期
检查、及时抽查，督导学生认真落实。
预习过程中，教师“导”在关键处，学生
预习就能收到实效性。

以训练反馈为突破， 完成教师的
“思导”

拓展训练是学生完成课堂知识反
馈、检测、归纳、总结的过程。 学到了哪
些知识？还有哪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
教师要善于做学生的参谋，帮助学生检
测和反思。 通过拓展训练，让学生明确
学习了什么，收获了什么，困惑是什么，
从而提升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

这一环节， 教师要帮助学生对学
习过程和结果进行评价， 并促进评价
的深化。 唯有如此，学生的知识才能巩
固深化，能力才能增强，心智才能开发。

鲁迅先生说，教育是植根于爱的；
著名教育家马卡连柯也说过， 爱是一
种伟大的感情，总在创造奇迹，创造新
的人。 关注“人”的成长，突出情感体
验，这就是课堂引导的价值所在。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凤翔县凤翔中学）

好课实录

在品读中产生情感体验
教学内容：冀教版三年级语文《第一朵杏花》 执教教师：河北省邯郸市丛台区蓝天小学语文教师 祁纬纬

品读是语文课不可或缺的教学手段。本节课，教师通过设计一系列问题，引导学生对课文进行各种形式的朗读，比如同桌
之间分角色朗读等，让学生在品读中有不一样的收获。

本节课设计的品读环节是关键。在充分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采用
自由读课文、同桌分角色读、师生分角色读等形式，引导学生抓住关键词句和疑问，
边读边想，让学生揣摩人物特点，体会人物的感情。如分角色朗读，让学生自选角色，
自己分析、朗读，借助表演发挥自己的朗读才能，展示自己对课文的理解程度。

品读是儿童增强语感、领会文义的重要方式。“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句话点
出了语文教育最重要的方法。

教师要让学生认真读，在读中整体感知，在读中培养语感，在读中寻找感悟，在
读中熏陶情感。教师要教会学生如何读，让学生做品读的主人，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
意识，让学生通过学习得出结论、有所收获。

教师应充分尊重学生在品读中的独特体验和理解，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
中，注重对学生能力和兴趣的培养，努力让学生在宽松的氛围中学习，让他们的能力
真正得到最大的发展。

【教学反思】

（上接 1 版）
特别是自去年国家出台 《乡村教师

支持计划》以来，乡村教师的待遇更是得
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 由于待遇优渥，在
广东等地， 已经出现城镇教师向农村学
校流动的新迹象。

“下一步 ，山东省将通过在人才贫
瘠地方设置人才岗位的方式留住好教
师。 ” 张志勇在介绍山东的经验时说，
“岗位不跟人走 ，干就有 ，不干就没有 。
比如， 我们在乡镇设立特级教师岗位，
当你不履行约定时，不在这个地方教书
时，你就无法享受特级教师的职称与相
关待遇。 ”

而优秀人才无序流动、 挖教师等不

良风气盛行，导致地方学校名师流失，一
些专家对此还提出了更具“威力”的解决
方案。

朱永新曾多次说过，国家层面不妨借
鉴优秀体育运动员转会制的做法，建立优
秀教师的“转会”制度，为优秀教师流动设
定一定的门槛，流入地学校应该向流出地
学校支付相应额度的“转会费”。

今年两会，朱永新特别提出规范公立
学校职称结构，促进优秀教师流向基层和
薄弱学校的提案。 在他看来，应统一农村
学校和城市学校的职称比例，或适当向农
村和偏远地区学校倾斜，严格实行评聘合
一，这样可以促进教师队伍稳定，吸引人
才到乡村薄弱学校任教。

全国人大代表、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周洪宇建议，“可以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宏
观调控， 对挖教师的地区或学校在招募
教师、评优评特等方面的名额给予缩减，
同时对流失地学校予以补偿。 ”他同时表
示， 地方政府与教育部门应在人才培养
方面，给予优秀教师更多的政策倾斜，让
优秀教师能够真正实现自己的价值。

不论如何，采取必要的行政措施遏
制教师单向流动 ，给予地方教师 、乡村
教师更高的待遇，为他们的发展创设更
好的发展环境，必然会带来一定程度的
稳定。

“不过，在社会发展多元化的时代 ，
教师个人的正当权利和要求越来越受到
承认和尊重。 对他们，不能放任自流，不
能一味强调坚守。 ”一名教育行政部门工
作人员说，“鼓励合理流动， 防止无序竞
争，恐怕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 ”

（上接 1 版）
在果洛玛沁一中，有一位工作了 20

多年的校长， 评职称时恰好有位高级教
师流动到这所学校， 占用了学校的职称
指标。 这位校长也就不可能再评上职称
了。 “如果校长都评不上职称，我们更不
可能了。 ”学校教师告诉庞晓丽。

“教师职称难评 ，工作缺乏激励 ，
导致教师产生职业倦怠 。 职称上不
去 ，工资待遇提不高 ，没有盼头奔头 ，
怎么对教育教学充满信心和希望 ？ ”
庞晓丽说 。

庞晓丽建议， 职称评定向边远、贫
困地区教师倾斜。 既要有利于激发青年
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也要慰藉那些坚守
三尺讲台的老教师，能在生命的禁区生

存已经不易， 能在职称上获得满足，也
是对青年教师终身从教的鼓励。

为教师提供周转房

庞晓丽在调查中还发现 ， 撤点并
校后 ，因为经济费用等原因 ，教师没有
能力在新学校附近买房 ， 学校也没有
财力为教师建周转房 ， 导致教师不得
不租房 ， 甚至奔波很远的路到学校上
课。 “房子不一定要多大，哪怕只有 40
平方米 ， 能让老师和家人住在一起就
好。 ”庞晓丽说。

庞晓丽建议， 继续实施教师周转宿
舍工程， 加大投资力度， 有效解决教师
餐、住、卫问题，完善周转房的使用功能，
切实解决教师的生活问题。

教师“转会制”，可行吗庞晓丽委员：大幅提高边远地区教师待遇

一、复习导入，整体感悟

师：上节课，我们对《第一朵杏花》这
篇课文有了初步了解， 我们回顾一下，课
文讲了哪位科学家的故事？

生：课文讲了竺可桢爷爷的故事。
师：（板书：竺可桢）竺爷爷为什么能

够成为我国著名的气象学家呢？ 今天，我
们就一起从《第一朵杏花》中寻找答案吧！

师：（板书第一朵杏花）请同学们自由
朗读课文，思考以下问题：课文写了竺爷
爷几次看花的情景？ 分别是在什么时间？

（学生自由读课文后反馈）
生： 课文写了竺爷爷两次看花的情

景，第一次看花在一年前，第二次看花在
一年后（口齿伶俐、表述完整）。

二、品读课文，讨论交流

师：请大家细细品读课文，看看竺爷
爷第一次看杏花的情景是怎样的？

（5 分钟组内读课文交流）
师：读了课文，说说你读懂了什么？
生 1：“爷爷，您又看花啦？ ”这句话中

的“又”说明竺爷爷以前来看过花。
生 2：“是啊，杏花开了。 ”说着，竺爷

爷弯下腰来，习惯地问，“你知道杏花是哪
天开放的吗？ ”这句话中，“弯下腰来”说明
竺爷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

师：通过这些回答，老师觉得你们真了
不起，说明大家都在用心读课文，并且积极
动脑思考， 老师有一个问题不明白， 文中
“习惯地问”说明什么？

生：说明竺爷爷在观察事物变化的过
程中养成了主动探索的科学习惯。

师：你的回答太精彩了，给你点个赞！ 下
面， 请大家以小组为单位分工练习读课文，
读出人物相应的语气，要正确、流利、有感情。

（指定小组汇报分角色朗读情况，教
师给予评价）

师：面对竺爷爷的问题，孩子答不上
来了，可是他不明白为什么要知道第一朵
杏花开放的时间。 竺爷爷告诉他：“我有用
处，明年你可要留心点。 ”光阴似箭，转眼
间又是一年，大地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谁
能用课文中的原句来回答？

生：光阴似箭，转眼又是一年。 春风吹
皱了河水，吹醒了小草，吹绿了柳梢，吹鼓
了杏树的花苞。

师：听了你的朗读，老师仿佛置身于
这幅美丽的春景图中，真是太美了！ 这句
话中，有几个词用得很巧妙？ 你知道是哪
几个词吗？

生 ：我知道 ，应该是 “吹皱 、吹醒 、吹
绿、吹鼓”。

师：你可真是火眼金睛啊，对，就是这
几个词。 你知道这几个词巧妙在哪里吗？

生：这几个词写出了春天生机勃勃的
景象。

师：你不仅是火眼金睛，而且具有很
强的理解能力，说明你读书很认真，老师
为你鼓掌。 让我们一同带着美好的情感读
读这句话吧！

（学生齐读）
师：大家都读得很投入！ 同学们，让我

们展开想象的翅膀，想一想，春风轻拂，大
地还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生 1：燕子飞回来了 ，冬眠的青蛙苏
醒了， 小鸭子在清清的河水里快活地游
来游去……

生 2：人们脱下了厚厚的衣服,走起路
来更精神，大家的脸上露出了柔和的笑容。

师：美丽的春天即将来到人间，杏花
马上就要开放了，孩子今年还会错过第一
朵杏花开放的时间吗？

生：不会。
师：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生：我是从课文的第二段知道的。
师：是啊，一年后，孩子有答案了，他多

想快一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竺爷爷呀！谁把
竺爷爷呼唤出来，立刻告诉他这个好消息？

生：我来！ 我来！ （学生争先恐后）
师：（课件出示对话） 这是小男孩和

竺爷爷间的一段对话，现在小组讨论，看
看该用怎样的语气读， 然后再分角色练
习朗读。

（学生填空补充人物对话时的语气）

生：窗外一个小孩急切地叫道：“竺爷
爷！ 竺爷爷！ ”

竺爷爷（奇怪）地问：“什么事情呀？ ”
小孩子 （高兴 ）地说 ：“竺爷爷 ，杏花

开啦！ ”
竺爷爷（激动）地问：“什么时候？ ”
小孩子（自豪）地说：“刚才。 ”
竺爷爷 （半信半疑 ）地问 ： “是第一

朵吗 ？ ”
小孩子（肯定）地说：“是。 ”
（教师根据学生补充的语气词， 指导

学生表现出人物的神态， 读出相应的语
气。 同桌分角色读、师生分角色读……）

师：从同学们的朗读中，老师听出竺
爷爷和小孩子都无比激动 ， 异常兴奋 。
看，连杏花也为他们高兴呢！ （课件出示杏
花图片）阳光下的杏树，捧出了第一朵盛
开的杏花，多么美丽的杏花啊！ 这个“捧”

的原意是什么？
生：小心翼翼地端在手心。
师：请大家做“捧”的姿势，体会“捧”

的意思，为什么这里用“捧”呢？
生：小男孩等了一年，终于等到了第

一朵杏花的开放，说明杏花很珍贵。
师：是啊，这是多么珍贵的杏花啊！ 当

竺爷爷知道了这一精确的时间后，他是怎
么做的呢？

生：竺爷爷走回书房，打开笔记本，郑
重地记下了这个日子：清明节。

师：课文中用了一个词形容竺爷爷的
态度，你找到那个词了吗？

生：郑重。
师：“郑重”是什么意思？
生：郑重就是严肃认真，从这个词可

以看出竺爷爷对科学研究严谨、一丝不苟
的态度。

……

三、总结课文，拓展延伸

师：通过学习课文《第一朵杏花》，相
信大家一定有许多感受，现在把你的感受
说一说、写一写吧。

（学生互相交流想法、写下收获）
生 1：竺爷爷教我们做事要仔细观察。
生 2：竺爷爷是一个为事业鞠躬尽瘁

的人。
生 3：我也要做像竺爷爷这样的科学家。
生 4：我觉得小男孩是一个做事情非

要弄个究竟、 细致观察而且有责任心的
好孩子。

师：看来大家是收获满满啊。 最后，让
我们齐读课文题目———第一朵杏花。

课外， 同学们可以收集其他名人的故
事，相信大家在阅读中一定会有更多的收获！

祁纬纬在课堂上指导学生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