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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进行小组合作学习⑦

从教研员到“学研员”
□郑 杰

课堂策

在我设计的合作学习培训课程
中， 要介绍 35 种合作学习的策略。
在这些策略中，“切块拼接法” 是必
不可少的一种。

“切块拼接法”是最有代表性的
合作学习策略之一， 只要实施合作
学习就一定离不开这个策略。“切块
拼接法” 最初是由美国的阿伦逊及
其同事在 1978 年提出，在这个基础
上，斯莱文于 1986 年提出“切块拼
接法” 的修正型。 斯莱文是美国约
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也是合作学
习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提出了
合作学习的 3 条基本原理， 分别是
“小组目标”“个体责任”和“成功机
会均等”。 他认为，这 3 条基本原理
是合作学习的 3 大要素，缺一不可。
“切块拼接法”便是这 3 大要素的完
美体现。

在我指导的一所合作学习实验
学校，教师们正在尝试“单元整体教
学”，也就是不再只从“一课”的角度
而是从一个“单元”的角度出发，根
据单元中不同知识点的需要， 通过
一个阶段的学习， 让学生完成一个
相对完整的知识单元学习任务。 教
师们想，要是将“切块拼接法”的策
略运用到单元教学中， 就可以把一
个单元的内容“切块”分给不同的学
生“专家组”进行学习和研究，然后
由“专家们”回到原来的小组，再将
单元内容教给其他学生。这样，每个
小组成员既是“专家”又是“学生”，
从而完成知识内容的“拼接”。

我非常赞同教师们的构想。
首先 ，我赞同单元教学 ，因为

以单元为单位进行教学，能打破个
别知识点之间的壁垒，便于学生厘
清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形成更加完
整的知识体系和更加坚固的知识
结构。

其次，我赞同给学生“自主”“合
作”和“探究”的机会，学生们分成若
干“专家组”，先自主、独立学习所分
到的那一部分内容， 然后在 “专家
组”内与其他同学一起“探究”所遇
到的问题， 在完全掌握这部分内容
并完成“作业单”之后，回到自己的
小组，教会别人和被别人教会，共同
合作完成整个单元的学习， 这时的
合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 因为组
员之间显然已经建立了积极的相互
依赖关系。

其三， 我赞同使用 “切块拼接
法”。我希望我的学员们将我所教的
每一种策略都能在实践中运用，而
这种策略无疑是最适用于单元教
学。 当我看到“切块拼接法”如此完
整和完美地呈现在课堂， 我的喜悦
是无以言表的。

但是，坐在我旁边听课的教研
员却不以为然，不屑一顾的神情已
经掩饰不住了。 课后的点评碍于面
子，她先把课不痛不痒地夸奖了一
番 ，比如课堂参与度高 、气氛活跃
等 ，之后通过一个 “但是 ”转折 ，连
连摇头说“语文味没有了”。 于是，
刚才沉浸在合作学习喜悦中的教
师一下沉默了。 他们的心中起了涟
漪，语文味？

听到“语文味”这 3 个字，我愣
了一下。究竟什么是语文味？这个词
该如何界定？我认为，如果真的有一
种味道叫语文味， 也一定是由学生
自己去评鉴， 如果不让学生自己亲
近文本， 而是通过教师咀嚼后吐出
来再给学生，一定不是语文味，而是
某某“教师味”。 评课者使用一些无
法清晰界定和量化的语句进行评
课，着实让人难以摸清头脑。

我认为， 教研员应该从研究考
试甚至从研究教， 转变为研究学生
和研究学习，即转变为“学研员”。作
为语文教研员， 大可以在私人阅读
和写作中品味属于自己的独特 “语
文味”；但在课堂，无论亲自教学还
是指导他人教学， 都要好好地品味
“学生味”和“学习味”。

对不起，我似乎也犯了个毛病，
顺便造了两个未加界定也无法量化
的词：“学生味”“学习味”。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合作学习
研究专家）

这一年多来， 邵运祺迷上了一件事：
玩转翻转课堂。

邵运祺是山东省肥城市实验小学的
语文教师。 彼时，教学业绩突出的她，一直
纠结于传统课堂的沉闷和无趣———如何
让语文课堂比动画片更有吸引力？

直到有一天， 肥城市教育局决定全
面启动翻转课堂。 启动会上，市教育局副
局长张衍峰用一张图表解释了什么是翻
转课堂、 翻转课堂的主要助学资源是什
么。 这是邵运祺第一次完整了解“翻转课
堂”的概念。

这次接触，对邵运祺而言是一次思想
和灵魂的触动，这位青年教师的教学生涯
自此开始转向。

要做好翻转课堂，首先要有足够多的
微视频供学生课前学习。 这显然成了邵运
祺玩转翻转课堂的一大障碍。

去年春节，邵运祺过得很充实。 她利
用寒假时间在网上恶补“翻转课堂”的相
关文章， 并且在寒假结束前制作完成了
3-6 年级的部分微视频和任务单。

在翻转课堂改革的路上，邵运祺并不
孤单，她还有许多同行的伙伴，更重要的
是，她的背后有市教育局和学校提供的智
力支持和资源支持。

“实现翻转课堂，只靠拿来主义直接
借鉴别人的经验是不可取的。 ”邵运祺开
始与实验小学的研究团队一起创造性地
运用微视频，采用课内翻转与课外翻转相
结合的方式，使课堂环节变得更加流畅。

去年，邵运祺执教的公开课《随着水
滴去旅行》， 受到江苏省苏州市原电教馆
馆长金陵的肯定，并给出了具体的指导意
见。 这次公开课成为邵运祺课堂突破的重
要节点，她在此基础上总结出语文学科翻
转课堂的“两段十环”教学模式。 “两段”即
课前与课上两个学习时间段，“十环”是指
课前自主学习中的四环节与课堂上的六
环节。 课前包括：阅读学习流程、自主学
习、微视频助学、在线检测；课上包括：课

始检测、合作互学、探究展示、梳理困惑、
内化拓展、评价反馈。

尽管微视频的时间很短，但制作起来
却并不容易，一个三五分钟的微视频可能
需要几个小时的反复尝试才能制作完成。
而邵运祺为了保证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尽
可能根据教学的实际需要设计与制作微
视频，尽可能为学生的课前学习提供自主
学习资源包，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不少
的工作量。

“微视频的使用不断有新的突破，但
又不断出现新的问题。 ”邵运祺说。微视频
什么时间播放合适？ 是课前还是课中？ 微
视频的知识点不止一个，中间需要停顿时
怎么办？ 翻转课堂究竟是在给教师和学生
做“加法”还是“减法”？ 微视频真的能替代
教师的讲解吗……这一系列问题成为她
每天研究的课题。

如今，邵运祺的课堂实现了真正的翻
转，翻转后的语文课堂成为孩子们最喜欢
的课堂。 学生的学习前置，让课堂真正成
为一个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地方。 学生
学会了合作， 学会了精准表达自己的观
点，并且能够提出许多有价值的问题……

让邵运祺感到欣慰的是， 在实践翻转
课堂的过程中，不仅收获了学生的成长，更
实现了自己的专业提升。 从第一次听说翻
转课堂，到践行翻转课堂，再到创造性地实
施翻转课堂， 邵运祺逐渐对翻转课堂有了
清晰的认识： 翻转课堂的核心理念是要体
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学生自主、合作、
探究的能力； 翻转课堂要为学生营造一个
生命的狂欢场域， 教师要做的就是大胆放
手，留给学生充分展示的机会。

教育部中国人生科学学会教育策划
专业委员会秘书长范明刚观摩了邵运祺
的课后，评价说：“邵运祺对翻转课堂的实
践， 给传统的语文教学打开一个缺口，并
探索出一片广阔的改革田地。 我们期待这
位年轻美丽的语文教师在成长的道路上
绽放更多的精彩。 ”

让孩子走向有深度的学习
执教内容：人教版小学语文五年级《杨氏之子》 执教教师：山东省肥城市实验小学 邵运祺

◎课堂实录

课前自主学习

借助《学习任务单》和教学微视频，进
行自主学习。

《学习任务单》中的课前任务如下：
（一）认真阅读并了解《学习任务单》

的全部内容和学习流程。
（二）初读课文，借助拼音把字音读正

确，把读不准的字进行标记，并借助工具
书、上网搜索扫清文字障碍。 试着给课文
标上停顿线。

（三）仔细观看微视频《杨氏之子———
朗读指导》，并试着朗读，难读的句子多读
几遍。

（四）完成“在线检测”。 （注：题目主要
是多音字的读音、字词的书写等）

课始检测，小组展示

师：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杨
氏之子》这篇课文。 课前，同学们已经进行
了自主学习。 通过在线检测，了解到大家
对本课的字词掌握得非常好。 现在，我们
来检测一下大家朗读课文的情况。 哪个组
愿意给大家朗读课文？

（三组展示，组员一人读一句）
组长：同学们认为我们组读得怎么样？
生： 你们组注意了文言文的停顿，但

缺点是没有读出课文的题目。
组长：谢谢你的提醒。 我们加上题目

再给大家读一遍（组员齐读）。
（五组展示，小组齐读）
组长：“孔指以示儿曰” 这句容易读

错，请大家注意。 “孔”和“儿”后面都要停
顿。 请大家跟我们一起读一遍课文（全班
齐读）。

师：这两个组都读得非常流畅，奖励
他们一颗朗读之星（教师在小组评价栏中
给三组、五组加星）。

理解文意，交流展示

师：学习文言文只会读不行，还要读
懂意思。 现在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讨论

任务单的第二部分。
（小组讨论。 其中一个小组的讨论过

程如下）
组长：请你解释一下第一句。
生 1： 在梁国有一户姓杨人家的儿

子，今年 9 岁，他非常聪明。
……
组长：请你解释一下第三句。
生 2：孩子端来一盘水果，其中有杨梅。
组长：你们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生 3：应该是孩子为孔君平端来了水

果，其中有杨梅。
组长：这个“为设果”应该联系上文来

理解，解释的时候要说完整……
师：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 哪个小组

愿意给大家解读课文，并说说你们用到了
哪些读懂课文的方法？

（一组汇报）
生 1：我来解释第一句。 “杨氏子”的

“氏”在这里是姓氏，“甚”是很、非常的意
思，结合起来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在梁
国时期，有一个姓杨人家的儿子，他 9 岁，
很聪明。

……
组长：我们组发现课文是围绕第一句

话中“甚聪惠”这三个字来写的。
生 2：我们组是通过查阅资料 、看课

文注释等方法学习这篇课文的。
组长：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无人提

问）那我提一个问题：“为设果”中的“为”，
为什么读四声而不读二声？

生 3：“为”有“给”的意思，杨氏子要
把这个果盘给孔君平。

组长：对，“为”是给的意思，所以读四
声。 我们小组展示完毕，谢谢大家。

师：很好，你们小组提醒大家遇到多
音字时，要根据语意判断读音，而且还找
到了课文的中心词“甚聪惠”。 奖励你们小
组一颗会学习之星。

（四组汇报。 组员逐句解释，总结学习
方法）

组长：请问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
生：我觉得刚才那位同学的解释不太

准确。 孔雀属于鸟类，所以“禽”在这里解
释为“鸟”更合适。

组长：谢谢，我们会改正这个错误。 我
们组汇报完毕。

师：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 三人
行，必有我师焉。 看来，合作学习真的很重
要。 我们为四组加星。

分析对话，探究展示

师： 既然大家已经理解了课文的内
容， 那么你认为杨氏子的回答妙在哪里？

请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
（小组合作交流。 其中一个小组的讨

论过程如下）
组长：咱们来讨论一下杨氏子的回答

妙在哪里。 王春元，你觉得呢？
生 1：我觉得孔君平在杨氏子的姓上

做文章， 拿他的姓和杨梅放在了一起，然
后杨氏子看出了他的用意， 用同样的方
法，由孔君平的孔想到了孔雀。

组长：张仲夏，你觉得呢？
生 2：我觉得妙在杨氏子既回答了孔

君平的问题，又不失礼貌。
生 3：我觉得这个“应声答曰”体现了

杨氏子反应非常快。
组长：嗯，而且这里是用否定的句式

来回答的。 我们再来看一遍微视频。
（学生用平板观看微视频， 组内共同

总结）
师：哪个组来展示你们的学习成果？
（六组汇报展示）
组长： 孔君平问杨氏子 “此是君家

果”，他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生 1：因为梁国人都知道这个孩子很

聪明，他想考验考验这个孩子。
组长： 而杨氏子的回答非常巧妙，妙

在哪里呢？
生 2：妙在如果说“孔雀是夫子家禽”

的话未免有些生硬， 在长辈面前还会失
礼，而用“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就可以
委婉地表达既然孔雀不是您家的鸟，那么
杨梅也不是我家的果。

组长：如果来访的客人姓黄，该怎样
回答呢？

生 3：可以说“未闻黄鹂是夫子家禽”
或者“未闻黄桃是夫子家果”。

组长：大家对我们小组的汇报有什么
意见或建议？

生 4：我有一点想补充 ：杨氏子的回
答其实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另外，“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这句话是个
否定句，你们可以提一下。

组长：谢谢！
师：紧扣文章中心进行探究，同学们

的解答非常精彩！ （为六组加星）
（学生理解了课文内容之后， 教师让

学生再次朗读课文，并让学生背诵课文）

总结学法，拓展阅读

师：现在，同学们课前学习产生的困惑
解决了吗？ 你又有哪些想法与大家分享？

（小组内梳理总结）
师：请组长总结一下。
组长：通过讨论，我们帮高晓攀同学

解答了他的困惑，让他知道了这里的“家

禽”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家禽，而指的是他
家的鸟， 所以读的时候家和禽中间要停
顿。 我们组还总结了学习文言文的基本方
法：第一是参考注释，理解每个句子，再朗
读课文。 第二是查阅资料，根据资料理解
每个句子，这样就能背诵课文了。

……
师：相信大家的建议一定能帮助同学

们更好地理解课文。 本文选自 《世说新
语》，里面还有许多这样有趣的小故事。 请
每个组推选一个有趣的故事提交到在线
讨论平台，与全班同学共享。 （小组内交流
推选，全班在线讨论）

评价反馈，推送资源

师：这节课大家的表现都非常棒。 现
在，请打开电子书包，投出你神圣的一票，
选出你认为表现最好的学习小组。

（学生投票评选， 教师根据统计情况
宣布评选结果，并结合小组课上得分情况
进行总结评价）

师：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请同学
们课下及时接收老师推送的下节课学习
资源，并进行自主学习。

———— 点 评 ————

教师邵运祺的这节课是山东省肥城
市推进翻转课堂的代表作。 短短几十字的
课文， 在邵老师的巧妙设计和引导下，让
孩子真正实现了有深度的学习， 体现了
“翻转”的魅力。

课前，邵运祺向学生提供了学习任务
单和教学微视频，供学生自主学习，为课
堂上学生的深度学习打下了基础。

课上， 邵运祺所做的主要工作可以用
两个词概括：一是点拨，二是概括。 邵运祺
设计了几个核心问题，比如：你认为杨氏子
的回答妙在哪里……这些巧妙的提问，让
学生从自主学习的浅表化互动走向了合作
学习的深层次；每一次小组交流之后，邵运
祺总会引导学生概括出学习方法， 在学习
内容的同时实现了对学习方法的指导。

当然 ， 邵运祺不忘语文教学的核
心———朗读。 以读促研，让孩子通过不同
层次的朗读， 实现了文本与个体的对话、
个体与个体的互动。

综上，邵运祺利用微视频和学习任务
单两个 “脚手架”， 加之巧妙的引导和点
拨，实现了“让深度学习在课堂上真实发
生”的课堂理想。

（山东省特级教师、山东省肥城市仪
阳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校长 纪成涛）

邵运祺， 山东省
肥城市实验小学语文
教师， 她讲授的课曾
在 2015 年度教育部
开展的“一师一优课、
一课一名师” 活动中
被评为“部级优课”。

月度
人物

◎人物素描

邵运祺：爱上翻转课堂

梁国杨氏子九岁，甚聪惠。 孔
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 为
设果， 果有杨梅。 孔指以示儿曰：
“此是君家果。 ”儿应声答曰：“未闻
孔雀是夫子家禽。 ”

杨氏之子

□本报记者 褚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