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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课堂改革样本·山东省临沂市第十一中学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邱恭志邱恭志

怎样做学生学习资源的开发者

智慧课堂破解大班额难题
□本报记者 王占伟

推荐理由
真正的课改必须由改课

走向学校文化的重建，真正
通过解放师生，改变其心智
模式和生命状态。

山东省临沂市第十一
中学从“235 导学一体”教
学策略到智慧课堂的探索，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研究
价值的样本。更难能可贵
的是，智慧课堂有效破解了
大班额学习的多种难题。

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教师与学生共同探讨““数学日记数学日记””

课堂是全息的。
观察课堂有三个层面：显态、含态、潜

态。显态层面可以看到是否满堂灌、是否
小组合作等，含态层面可以看到课堂推进
机制、学生思维品质、师生生命状态等，潜
态层面可以看到教师的教育价值观、教师
的心胸与格局、学校文化的灵魂。

前不久走进山东省临沂市第十一中学
的课堂，令记者印象深刻的是其教学技术、
模式的创新，是智慧课改的探索，是对大班
额难题的有效破解。

改课“三亡”
亡退路+亡恐惧+亡抱怨

2012 年 7 月，刘书君被任命为临沂十
一中学校长。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刘书
君绘制了清晰的课改路线图，准备掀起一
场静悄悄的课堂革命。

认定的事就要坚持不懈地推动，绝不
给自己留退路。这是刘书君一贯的做事风
格。2013 年 9 月，刘书君在学校大门口竖
了一块醒目的牌子，上面标明学校课堂教
学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235 导学一
体”教学，让学生在课前借助微视频等辅助
手段自学，自主完成学习任务单，课堂上通
过“对学”“群学”“助学”“测学”等环节，完
成知识的吸收与内化。经过 2-3年探索，
彻底改变传统课堂形态，形成独具特色的
现代课堂模式。

“我在校门口竖牌子，就是把教学改革
的目标和决心公示给全校师生、全体家长
及社区群众，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刘书
君说，“不仅要堵住改革的退路，而且要战
胜对改革的恐惧，杜绝不负责任的抱怨。”
在刘书君看来，许多对课改的恐惧，都是因
为没有认真、扎实推进课改而产生的，“方
法总比困难多，只要全身心做了，问题总能
迎刃而解”。

在选取实验班进行“少教多学、学案导
学”教学模式改革的基础上，临沂十一中学
于 2014 年 10 月梳理、总结出独具特色的

“235导学一体”教学策略。“2”是指学生学
习的两个时间段：课前自主学习和课堂知
识内化两个阶段。“3”是指教师备课的三个
步骤：编制自主学习任务单、制作微课、组
织课堂导学。“5”是指学生学习的五个环
节：自主学习、同伴互助、疑难突破、训练展
示、归纳反思。

在课前自主学习阶段的自学环节，学
生借助微课自学，落实“自主学习任务单”，
并将自主学习遇到的未解决问题反馈到

“自主学习任务单”上。在课堂知识内化阶
段，主要通过小组对学与群学、教师助学与
测学逐层解决问题。

在刘书君看来，该教学策略通过对知
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的颠倒安排，对课堂时
间的使用进行重新规划，能充分体现学生
学习的主体地位，能真正落实“以学为主”
的现代教学理念，实现对“以教师为中心”
的传统教学模式的革新。

2016 年 5 月，临沂十一中学对“235 导
学一体”教学策略进行升级，命名为智慧课
堂。据副校长孟黎介绍，智慧课堂按空间
分为在校和在线两部分。在校就是指学校
在实体课堂实施“235 导学一体”教学策
略，配合平板电脑进行学习。在线是指学
生在家利用网络完成作业，通过名生论坛
等活动进行在线交流。智慧课堂按时间分
为三个阶段：课前、课中、课后。课中通过
云教学平台利用平板电脑落实问、学、练、
测的“235 导学策略”，课前及课后利用平
板电脑在线预习研讨、质疑解难、交流
互动。

智课“三创”
创技术+创模式+创机制

临沂十一中学位于中心城区，地处小
商品城，受办学场地、师资力量的制约，近
年来“大班额”问题日益凸显。目前，学校
班额均在75人以上。教学改革之前，教师
课堂管理、教学调控难度大，面向全体学生
施教力不从心，致使学生两极分化。

然而，在智慧课堂，学生人手一个平板
电脑，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困惑随时推送，教
师能方便地实现对每个学生学习的全程监
测、动态把握，改变了部分学生懒学、怠学、

不学的状态，轻松实现了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实时互动。学生无论在课上课下，还是
在校在家，都能随时、随处学习，教师、同学、
家长还能全程助学，打破了传统教与学的时
空边界，实现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有效化解了大班额学习的多种难题。

魏元杰是临沂十一中学一名数学教师，
兼任八年级五班班主任。每次上新课的前
一天，他都会利用云教学平台推送自主学习
任务单或微课到学生平板电脑。学生在平
板电脑上观看或直接作答，魏元杰在后台查
看全班学生学习情况，谁已经观看微课，谁
没有提交自主学习任务单，谁什么时间提交
的，都一目了然。“教师对提交的任务单可以
随时进行批改，学生能收到教师的批改信
息。”魏元杰说，“学生可以及时接收到预习
的‘学材’，避免了印刷试卷和拷贝微课的麻
烦，同时也可以及时获得教师的指导。教师
可以及时获得学生学习的信息，便于了解学
情，也为备课做好了准备。”

记者听了魏元杰一节课。第一个环节
是小组内反馈自主学习情况，并提交小组
解决不了的问题。记者发现，全班学生人
手一个平板电脑，小组合作学习之后反馈
的问题瞬间投影在教室前面的白板上。

“测学”环节，魏元杰把题目发送到学
生平板电脑，学生直接作答。魏元杰也手
拿平板电脑在教师端查看全班学生完成
情况。哪些学生已经提交，哪些学生没有
提交，在白板上都能清晰显示。陪同听课
的孟黎告诉记者，教师可以查看提交学生
的解答过程，对出现的典型问题，可以投
影到白板上，及时对全班学生进行讲解；
还可以随机挑选一个学生的解答，推送给
全体学生批改，“这改变了传统课堂在黑
板上做题只能几个学生得到展示的弊端，
每个学生都有均等展示的机会，这必然让
每个学生都全力以赴，积极性和主动性得
到极大提高”。

课后座谈时，魏元杰介绍说，智慧课
堂还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搭建班级线上虚
拟“自习室”，每天会有一个学生轮流做

“教师”主持“自习室”。学生在家完成预
习任务后，可以向家长申请开放网络，加
入“自习室”对预习或作业中出现的问题
初步进行讨论并解决。没能及时参与讨
论的学生，可以观看“自习室”的回放，对
自己的问题进行订正。

魏元杰认为，这个过程，教师、家长和
学生都能参与，只要有网络和手机、平板电
脑等载体就可以进行。自习过程形成的视
频自动保存到网络，随时可以回放，真正实
现了“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

“智慧课堂会不会加重教师的工作负
担？”陪同听课的临沂市兰山区教研室主任
池肖杰直言不讳。对此，魏元杰认为，智慧
课堂的信息技术手段可以让教师及时、方
便、高效地把握学情，能有效减轻教师工作
量。比如，客观题完全可以自动批改和统
计，课堂上即时完成；教师推送主观题，学
生在平板电脑提交答案后，自动出现答案
解析和解答过程，教师在平板电脑上也可
以方便地浏览和批改，不用再统计谁没有
完成。如果不是典型错误，学生自主在平
板电脑上看解析就可以解决，不用教师再
花费大量精力进行讲解。

实地调研智慧课堂后，临沂市兰山区
教育局副局长孟令香认为，小组合作、同伴
互助，可以督促和激励每个学生都参与到
学习中。学生利用互联网资源进行主动学
习和个性化学习，有效缓解了大班额学习
无法让每个学生都获得必要的学习材料和
帮助的弊端。

课改“三放”
解放思想+解放学生+解放教师

“课改的本质是教育文化的再造。”

在刘书君看来，真正的课改必须由改课
走向学校文化的重建，真正通过解放师
生，改变其心智模式和生命状态。“智慧
课堂上，学生是真正的主人。在此基础
上，还要让学生成为班级管理的主人、学
校管理的主人。”

“管理可以造福，也可以作孽。过度勤
快包办一切的班级管理就是在作孽。民
主、宽松、个性张扬的环境才能造就真人
才。”这是临沂十一中学课改名师王媛媛正
在为同行分享她的带班经验。

在王媛媛看来，智慧课堂的核心是民
主开放，学生的舞台必须让学生做主。所
以，她痛快地放权了：“发展团员，我不管，
这是团支部的事；班级纪律我不管，这是
值日班长的事；收费缴费我不管，这是生
活委员的事；卫生打扫我不管，这是卫生
委员的事；课间操动作规范我不管，这是
体育委员的事；某学生某学科弱了我不
管，这是小组长的事；科代表不负责任我
不管，这是学习委员的事。学生的学习，
当然也是他们自己的事……”

王媛媛班级自主管理的核心经验是
“三条线”：第一条线是值日班长，周一到周
五 5 个值日班长负责班级日常管理，并记
录在班级日志上。第二条线是班委，各人
的工作负责好、记录好，在班干部例会时总
结得失。学习委员主管科代表，对各学科
或督促或鞭策；卫生委员下设 4 个卫生组
长，一组一周，严要求勤检查。第三条线是
合作小组组长，每组的一号、二号是组内灵
魂人物，负责组内所有事务。

阿姨，您好，我是秦洪伟的组长。前不
久，我第一次让秦洪伟拿记录本回家签字，
您翻看后写下了一段感情真挚的寄语。此
后，秦洪伟有了明显进步……他现在的问
题主要有：一是英语听写不够好，不能够专
注，听写后不进行改正、巩固、反思，草草了
事。二是成绩起伏大且频繁，说明秦洪伟
心态浮躁……希望您能监督他，让他有更
大的进步。

谢谢组长。关于秦洪伟身上存在的缺
点，希望组长在学校加强督促和检查，制定
激励、惩罚措施，使之改变不求上进、学习
不认真的态度。以后每周可以专门沟通一
次，我们在家也加强监督……

这是七年级六班第五小组组长郁舒婷
与组员秦洪伟家长的书面交流。在智慧课
堂的教学环境下，郁舒婷释放出巨大的潜
力，不仅学习优秀，在班级管理、小组管理
中更是积极主动。帮助组员补课，给组员
家长打电话汇报情况，在小组合作记录本
中与家长进行良好互动，由此形成了“郁舒
婷现象”。由于分到她小组的同学成绩都
会提升，以致总有家长打电话要求把孩子
分到她的小组。

在鼓励、引导教师解放学生的基础上，
为了更好地解放班主任，促进骨干教师专
业成长，临沂十一中学在八年级进行了“双
线”管理实验，给每个班级配辅导员，让班
主任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探索班级管理
之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媛媛本学期读了
吴牧天的两本书《自觉可以练出来》《管好
自己就能飞》。阅读之后，王媛媛向学生
进行了推荐，并举行了班级阅读交流活
动。“我的目标是什么？我现在在做什
么？我现在做的事对我的目标有帮助
吗？”自我管理这三句话正在全班学生心
中生根。

苏教版数学六年级下册《解决问题的
策略》单元，有这样两道例题：其一，计算
1/2+1/4+1/8+1/16；其二，有 16 支足球队
参加比赛，以单场淘汰制进行，一共要进行
多少场比赛才能产生冠军？

当我让粉笔末与唾沫齐飞、教鞭与教案
共舞时，我偷瞄一眼学生，看到了无精打采，
看到了毫无兴趣，看到了他们稚嫩可爱的脸
上好像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不甘心，于是在改变学习内容方面
做了一些尝试：

首先，我给学生们送上了三件礼物：
第一件是美术作品中的“鲁宾杯”。以

黑色为背景看到的是杯子，以白色为背景
看到的是人的两张脸。学生体验到，以不
同的背景进行观察，看到的会有所不同。
此时，学生们的脸上闪过一丝欣喜。

第二件是美容美肤产品广告图片：正
面看，看到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倒过来
看，看到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孩。学生们纷
纷弯曲着身体，把头倒着看，并发出啧啧的
赞叹声。

“角度不同，看到的物体可能会不同，
此时我忽然想起一首诗，猜猜是哪一首？”
我不紧不慢地说，学生们议论纷纷，于是
我顺势送上第三件礼物，苏轼的诗《题西
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学生们表达自己的理解，我在一旁
用简笔画表达诗的大意。

我趁热打铁：“让我们带着这种体验走
进数学领域，从不同的角度解决数学问题，
好吗？”然后，带着学生学习了教材上的两
道例题。

接着，让学生意想不到的是，我给他们
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老太太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嫁给一个开雨伞店的老板；二女儿
嫁给一个开洗衣作坊的老板。这样，老太
太晴天怕大女儿家雨伞卖不出去，雨天又
担心二女儿家衣服晾不干，整天忧心忡
忡。于是，我抛出一个问题：“同学们，该怎
样劝劝这位老太太呢？”

最后，我组织了一个“沙龙”，主题是：
在生活和学习中，你遇到过烦恼吗？说出
来，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帮你消除烦
恼，好吗？

这样的课堂教学，让学生与新鲜的学习
材料拥抱，把知识和技能镶嵌在具体的情境

中。整个学习过程充满惊喜和发现，充满智
慧和挑战。特别是最后一个环节“让学生讲
讲自己的烦恼”，其他同学用换个角度思考
的方式进行帮助或劝解，我们可以设想一
下，多日或者多年之后学生要是真的遇上了
什么烦心事，再想想今天的这节课，带给他
们的收获远远不只是数学知识的学习。这
样的转变冲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打破了

“教学内容就是教材内容及配套同步练习与
试卷”的思维定式。

传统教学观念中，课本就是世界，现代
观念中，世界就是课本。而教师要做学生
学习资源的开发者，要寻找让学生“惊喜”
的学习材料。

设置强烈的陌生感，营造“惊喜”。比
如，我以数学绘本形式指导青年教师创编
苏教版数学三年级下册《年月日》一课的学
习内容。课一开始，时钟滴答滴答地响着，
突然传来一阵阵“嗷呜、嗷呜”的狼嚎声，一
个小女孩在可怜地喊救命。“小姑娘劳伦在

爷爷的钟表店里玩，突然一只小老鼠跑过，
她好奇地追上去……”绘本故事在配音教
师委婉动听的声音里徐徐展开。学生们此
时一脸愕然，惊讶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干嘛，这是上数学课吗？”
爱因斯坦说：“我们所能经历的最美好

的事情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的艺术和科学
的源泉。”课堂上的“神秘”带给学生们的“意
想不到”，学生的学习情感被激活了，并且随
着故事的推进，这种学习情感积蓄越多，学
习动机就越强。这来自于教师在学习材料
的组织上带给了学生强烈的陌生感。

吹响美的集结号，带给“惊喜”。在教
《轴对称图形》时，我给学生呈现了许许多
多令人啧啧赞叹的轴对称图形。看，那花
丛间翻飞的蝴蝶、蜜蜂，那横跨天空的彩
虹，片片飘洒的落叶，那庄严肃穆的天安门
建筑……美轮美奂的图画，把学生的惊奇
感激发出来。

挖掘周围的时空资源，创造“惊喜”。

不妨把孩子从我们习惯的教室带到户外，
许多空间和资源吸引着孩子们的注意与兴
趣，借助师生之间的问答互动，让孩子们主
动思考，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法。
比如，看到花坛周围有一圈木条拼凑制成的
座椅，可以问小朋友，大约需要几个小朋友
可以把这圈椅子坐满；可以量量这一圈的周
长是多少；或者可以求这个环状座椅的面
积，或者论证它真是圆形吗？又如，可以借
鉴台湾教师洪雪芬的“步道课程”，利用校内
外的课程环境，设计出一系列数学体验及挑
战活动，如计算、估计、测量、几何探索等。
总之，透过生活化、本地化素材，带给学生数
学感，提升学生数学素养。

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扮演的是知
识的“搬运工”，还是学习资源的“开发者”
或“创造者”？是“教教材”，还是“用教材
教”？我认为，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观念
问题与思维习惯问题。我们怎样打开课
堂？怎样把资源引进课堂？并且怎样方便
地进入学习环节？

通过筛选、取舍、整合、重组，从传统教
学基于教材的学习转向现代教学基于资源
的学习，提升教师的资源整合与开发能力，
是数学课堂教学发展的要求，更是学生学
习的内在需求。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溧阳市实验小学）

智慧课堂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