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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语录 王占伟 辑

专栏 解码高效课堂 李 平 北京市房山区第二中学校长助理 杜金山 本报特聘专家、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

高效课堂的四大聚焦点（四）

在课堂上
同时培优补差是否可能

（四）

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离不开培优与补
差。然而，如果教师上课偏重于培优，那么
教学时就会不自觉地增加内容的广度和深
度，势必增加难度，结果造成差生无法消化
的现象；如果教师注重基础，强调“双基”，
那么教学就会出现浅薄，又会造成优生吃
不饱甚至不愿吃的现象。那么，教师在课
堂同时培优补差是否可能？

□本期主持 王占伟

□张菊荣

课堂的基本逻辑是什么课堂的基本逻辑是什么

教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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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最后一个聚焦应该是问题聚焦。
杜金山：是。许多人认为，课堂

上学生站在聚焦点讲解问题，接受其
他小组同伴质疑，集体在对抗中去伪
存真、找到最佳答案的过程，就是课
堂的问题聚焦。其实，问题聚焦不只
是在课堂，而是伴随高效课堂实施的
全过程。

在导学案编写阶段，必须真正落实
知识问题化——知识问题化是导学案
编写的三大原则之一。前面说过，把知
识从一个主体传输给另一个主体，无法
实现连续性传输，传输是“量子化”的，
即知识的传输是不连续的。每一个“量
子”的中心，就是一个问题的主题，某个

“量子”表述的详细程度、问题设置的广
度和深度、问题间的密度和问题内的梯
度等，完全取决于学情。

在课堂上，学习的聚焦点也是一个
个问题，无论是独学、对学还是群学，所
有学习者都把全部精力聚焦到一个个
问题上，特别是在大（大展示）、小（小展
示）群学阶段，把所有话题和目光聚集
在一起的就是问题。离开问题意味着
课堂的散漫，背离问题意味着课堂已经
完全失败，因为此时的课堂已经不是

“活”而是“乱”了。
李平：课堂问题聚焦既是内隐的，

又是外显的，在大、小群学阶段，既可以
看到明显被置于目光焦点的人，也可以
看到大家共同讨论交流的问题。

杜金山：所以，在课堂可以比较容
易看到问题的显性聚焦，还需要理解和
把握问题的隐性聚焦。

在师生交流后，学习进入个性化反
思阶段，此时，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依
然还在进行问题聚焦。学生聚焦在自
己有些含糊的问题上，通过反思与再
现，把问题真正搞明白，最终完成学习；
教师回到办公室，问题聚焦表现为两个
方面，一是对导学案设计问题的反思、
优化或纠偏，二是记录课堂上学生的生
成性精彩问题。这两类问题的滋养，让
教师通过反思实现专业成长。

李平：四大聚焦谈完了，咱们再
简要谈谈高效课堂内部的三层级管
理体系。

杜金山：高效课堂是形散神聚的课
堂，“形散”到什么程度？去过杜郎口中
学或者圣陶学校的教师都知道，在高效
课堂的学校里，学生上课时，走廊里都
可能有学生走动，更不要说课堂了，站、

坐、卧、趴，什么奇形怪状的学习姿态都
有，这与大家熟悉的课堂差别实在很
大，这也是一些人无法接受高效课堂的
原因之一。

李平：不笑不足以为道，老子说的
就是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吧。

杜金山：到今天为止，许多高效课
堂的实践者纠结在这个问题上犹豫不
决。一是看不懂课堂是如何管理的；
二是担心自己管理不了这样的课堂。
其实，高效课堂不完全依靠教师的管
理，如果完全依靠教师的管理，高效课
堂只有极少数优秀教师才能使用，而
我们的承诺是，可以让一般的教师也
能上出不一般的课。教师优秀自然
好，不太优秀也不会影响高效课堂的
推广和应用。秘诀在哪里？高效课堂
的三层级管理体系。

李平：是，高效课堂从来没有把课
堂管理的任务压在一个人（教师）身上，
教师不要担心。高效课堂的三层级管
理，第一层级是对子间紧逼盯人式的相
互管理；第二层级是组长及小组成员间

类似于小班化的高密度、高强度相互管
理；第三层级才是教师对课堂的宏观管
理。教师的主要管理任务已经“前置”：
第一，通过主题班会、各种活动和课堂
评价，不断营造氛围，把所有学生置于
高强度、正能量的团队中；第二，协助班
主任进行三个层级的团队建设，即对
子、小组和班级团队建设。功夫在课
前、在课外、在书本外。

杜金山：总结得不错。传统课堂的
管理，基础团队是班级；高效课堂的管
理，基础团队是对子。我个人认为，基
础管理的单位越小，由这样的基础单位
组成的群体文明程度越高。特别是教
育，教育是支持个体生命成长的事业，
从这个意义上讲，最优秀的教育一定是
满足每个生命个体成长需要的教育。
显然，管理的基础单位越小，个体受到
的约束越小，其满足程度越大。

在高效课堂，一旦出现任何管理方
面的问题，第一个发现问题的是对子中
的另一方，这有点像足球场上的紧逼盯
人。我相信，在所有的团队竞赛中，没

有任何一种管理的密度和强度能超过
一对一的管理，高效课堂的基础管理就
是一对一的管理。

小展示是高效课堂的四大立体化
工具或手段之一，也是课堂管理难度最
大的时段。此时，每个小组都是没有围
墙的小班，课堂迅速被分为若干个相互
间几乎没有联系的独立学习社团，教师
还要完成学情的三查任务，课堂管理任
务几乎完全是由组长及小组成员间的
互相监督完成的。

进入大展示阶段，教师的任务是宏
观观察整体状况，如果课堂出现问题，
既可以直接管理到个人，也可以通过对
小组的评价，引起组长和对子的关注，
启动另外两个层级的管理。

李平：一旦课堂出现问题，第一个
参与管理的是对子中的另一方；第二个
参与管理的是学习小组的组长；第三个
参与管理的才是教师。所以，在课堂
上，教师的管理任务很轻，大量的任务
是在课外完成的，而深层任务变成了对
人的唤醒、激励、引领。

精准培优补差
在教学实践中，对不同知识水平的学

生按统一模式进行教学，往往会顾此失
彼。因此，教学中应该根据学生不同的认
知水平和认知能力实施分层教学，努力做
到精准培优补差。

授课分层。教学中，我们交叉采用平行
推进和分层推进授课。对于基本知识回顾、
基本技能训练和课堂归纳小结，无论哪个层
次学生都必须参与，同步进行。对于重点知
识的延伸拓展，并把所学知识迁移到习题
中，不同层次学生进行不同层次的概念理解
和不同要求的探究。教师还要有意识地安
排一些以小组为单位的知识竞赛，这样既可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让优秀生主动
帮助潜能生，或让潜能生主动求助于优秀
生，促使班级整体学习水平提高。

作业分层。教师将作业设计为A层基础
题，重在判断、计算、了解；B层简单的例题变式
练习；C层主要从思想方法和能力培养上设计
具有综合性、开放性、讨论型题目，并渗入一些
数学建模题目的自助餐。对不同层次学生提
出不同的要求，让学生感受学习的乐趣。

评价分层。对于考试评价，要做到分层
要求，试卷评析时，告诉学生哪些题目是基
础题，哪些题目属于能力题，让不同层次学
生知道哪些知识点是自己应该掌握的；要求
学生自己分析试卷中的对与错、得与失。
（山东省肥城市桃园镇中心小学 付华丽）

进步就是优
课堂是教师教育教学的主阵地，培优

补差工作自然在课堂，而且要兼顾优秀生
和学困生。

一堂好课，让学困生吃饱，还得让优秀
生吃好，人人都得到发展。无论是优秀生
还是学困生，在原来基础上有进步就是
优。多年来，我秉持“进步就是优”的思想
教书育人，成绩突出。

教师上课，一定要了解学情。学生的
生活经验、知识积累、情感价值观等都需要
了解，除此之外，还要特别关注学生之间的
差异。课堂上，无论重难点的突破，还是练
习题的完成，都要给每个学生展示机会，既
要避免优秀生的骄傲心理，又要培养学困
生的自信心。特别是学困生，教师应在思
想上、学业上给予指导，不让他们掉队。
（河北省武安市大同镇儒教学校 彭英田）

不可忽视中等生
在实际教学中，优秀生结对潜能生的效

果并不是很好。优秀生在辅导潜能生时，往
往会在理解能力及沟通方面达不到目的而
产生不耐烦心理，而潜能生也会因为学习效
果不佳而产生挫败感，丧失学习信心。

在实施培优补差中，我发现中等生起着
至关重要作用。我在平时的教学中，也使用
结对子的方法，不过是让优秀生与中等生结
对子，或让中等生与潜能生结对子。让中等
生与潜能生结对子，从教育心理学角度讲，
中等生与潜能生学习成绩比较接近，他们的
心理落差较小，沟通起来也比较容易；另外，
从学习能力上说，他们的思想层次及对学习
内容的理解更接近，中等生在辅导时也更容
易一些，交流起来更顺畅。并且，在结对子
的过程中，让中等生得到了锻炼，同时激发
了他们的学习兴趣，逐渐向优秀生过渡；潜
能生在学习过程中，也容易建立学习的信
心，有可能转化为中等生。

其实，在教学中，只要找好着眼点，根据
学生及班级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心
态及教育观，培优的同时是可以补差的。

（湖北省枣阳市环城侯井小学 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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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专业形象要从“教的专家”转
型为“学的专家”，拥有“反思性实践者”
的涵养。因为，今天学校教育的体制发
生了变化——从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教
学体制转型为以儿童学习为中心的教学
体制。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钟启泉）

教师要谨防“专业主义”，要跳出所
谓“专业”，以人生、生命为基本维度考量
自己的教育生活。教师不能完全沉溺于
世俗价值和世俗生活，不能只要“六便
士”而拒绝“月亮”。

（江苏省教科所原所长 成尚荣）

有一种教师成长的尴尬叫“训练出
的无能”：学校管理者极其狭隘地着眼于
知识、勤勉、技能，以致教师变得越来越
没有思考的能力，也没有超越其指定角
色的能力。

（美国教育专家 萨乔万尼）

积极管理的要诀其实很简单：不
断地创造中心（知识的、游戏的、关系
的），将学生的注意力吸引到中心上
来 ，直 到 自 己 成 为“ 美 好 事 物 的 中
心”。但难在哪里？难在它不是技巧，
是根植于教师的生命状态和创造力
中。麻木的、因循守旧的教师，不可能

成为积极的管理者。
（新教育实验教师专业发展项目主

持人 魏智渊）

问题孩子越说谎话，越表明他不信
任别人，而且证明他希望被关注、被信
任，他希望重新建立信任关系。人际关
系的和谐是信任关系，他希望别人帮助
他重新建立信任关系。
（昆明市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 詹大年）

教师课堂教学要领悟 4 个字：弱、
傻、虚、温。弱即示弱，情感的问题是示
弱的问题，情感的学问是示弱的学问，内

心很强大的人才敢于示弱。傻即装傻，
大智若愚是一种智慧。虚即虚心，教师
要善于向学生学习。温即有温度，教师
要让学生在课堂如沐春风。

（全国养成教育总课题组组长 林格）

教师的三个基本要求：一是爱心，即
作为长者的教师对于作为幼者的学生所
应具有的关爱之心；二是责任，即作为社
会代表者的教师对于作为社会未来成员
的学生所应具有的责任感；三是智慧，即
作为教育专家的教师对于作为受教育者
的学生所应具有的培育智慧。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康宁）

在我看来，课堂教学的基本逻辑是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为从课程原理
来看，课堂教学的使命是将国家课程标
准转化为学生的现实素养。如果最后学
生的素养并不是国家课程标准所希望
的，那么就不符合“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的基本逻辑，就没有做到“不忘初衷，方
得始终”。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在整个课程
的语境下是将国家课程要求转化为学生
素养，到了具体的课堂语境中，就是

“教-学-评”一致性，就是教师的所教、
学生的所学、对学习所做的评价，这三者
应该是吻合的。当然，现实中“教-学-
评”不一致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教的不
一定是学的，学的不一定是评的，“教-
学-评”三张皮。然后，国家课程要求无

法落实到具体的课堂，教师教得很累，学
生学得很苦，评既不能证明教，也不能促
进学，“种瓜不得瓜”“种豆不得豆”。

“教”“学”“评”是课堂教学的基本概
念，“教-学-评”一致性是课堂教学的基
本逻辑，因为学生“学会”要经过两次信
息转换，第一次从教到学，是信息的人际
转换；第二次从学到学会，即信息的自我
转换。教了，不等于学了；学了，不等学
会了。如何证明“学会”？通过评价。所
以，“教-学-评”一致性可以保证信息的
两次转换，是课堂教学的“基本逻辑”。

那么，怎样确保“教-学-评”一致性
呢？怎样确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呢？我们可以采用三条路径。

其一，“教-学-评”共享目标。“教”
“学”“评”三者不一致，“种瓜”就不能“得

瓜”，“教”“学”“评”要一致，其基础就是
三者“共享目标”，都与目标相一致，所
以，“教-学-评”一致性的全称应该是

“基于目标的‘教-学-评’一致性”。教
学目标是国家课程标准在课堂的具体要
求，既要符合国家课程标准，也要符合班
级学生实际，是课堂的灵魂，没有共享目
标，“教”“学”“评”就会四分五裂，课堂教
学也就“失魂落魄”。

其二，评价设计先于教学设计。在传
统的教学设计中，我们遵循这样的顺序：
先设计教学活动，再设计作业检测教学效
果，即先设计教学活动再设计评价活动。
这样的顺序，很难发挥评价在教学活动中
的“导航”作用，也就是我们往往在没有思
考“如何知道学生是否学会”（即如何评
价）的情况下就考虑“教学”，这样的“教”

与“学”会方向不明。所以，我们现在的设
计是“评价设计先于教学设计”，在目标确
定之后，首先考虑的是“如何证明目标达
成”（即如何评价）。打个比方，教师刚开
始实施绩效工资的时候，因为没有预设的

“评价方案”，就产生许多矛盾，后来大家
都懂得了“先设计评价”的重要性，以评价
引导工作，矛盾就减少了许多。课堂也是
这样，要先设计“如何评价”。

其三，评价与教学相整合。由于评
价设计在先，所以在具体的教学活动设
计中，就能够将其嵌入其中，实现“评价
与教学”相整合。也就是说，在“教-学-
评”一致性的课堂中，教学、学习、评价是
不分彼此的，相互促进的。不是先教后
学再评，而是交织在一起形成整体，在这
里，“评价”不再是事后诸葛亮，不再是秋
后算账，而是像 GPS 一样实时导航，保
证课堂教学朝着目标的方向前进，保证
课堂教学基本任务的落实，保证国家课
程要求在每一个课堂的落实，保证“种瓜
得瓜，种豆得豆”，而这就是课堂教学的
基本逻辑。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汾湖经济技术
开发区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