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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为课堂铸魂
□邬艳霞

特级教师谈教学特级教师谈教学··严育洪严育洪

“引智”任务让学生发现学习价值

沈阳市大东区教育局副局长王丽雪：一所好学校一定是具有个性的学校，学校
的个性首先应该表现为独特的文化氛围。辽三小学教育集团将“和”作为人文精神
的核心，创建了勃勃生机、和谐自由的校园文化。他们落实“尊重”理念，改革课堂
与课程，造就一种新的校园生态，让百花争艳，使百舸争流，充分发现每一个学生的
生长需求和生命价值。在“师生和、生生和”的人文关怀中，让课改行为适合、契合
每一位学子的长远发展。

学校以“和合文化”为指引，以生为本，以师为源，因地制宜，大胆构建了“和合
课程”体系。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按其功能特色创造性整合为“和融
课程、和享课程、和悦课程、和美课程、和育课程”五个板块，实现了“课程目标整体
性、课程结构多元性、课程实施差异性、课程评价发展性”的构想。

沈阳市大东区教师进修学校副校长刘淑芬：辽三小学教育集团校本研修的成
功在于以问题研究为切入点，培养教师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合作探究的能
力，进而在研修过程中更新教师观念，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学校通过
动态备课平台，引导教师研读课程标准，深挖教材、教法，把握每节课的教学重难
点，扎扎实实提高教学效益。

什么是负担，如果孩子投入很大的精力，但并不感觉很痛苦，也并不觉得很困
惑，反而非常有兴趣，就不能叫负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辽三小学教育集团的课
堂让学生成为主人，注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辽三小学教育集团共有61个教学班，全都是大班额，相对来讲学困生“尾巴”较
长。他们从“一个不能少”的理念出发，通过“五优先”和教师考核方式的改变，努力在课
堂教学中帮扶学习弱势群体，形成人文、平等的教学文化，让每一个学生知识与能力都
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研究范例。

推荐理由

如何用课改对抗教
育的功利？

辽宁省沈阳市辽三
小学教育集团的核心经
验是：尊重儿童的天性，
尊重儿童的兴趣，尊重
儿童的自主。

基于“教学就是在
学习与应用之间搭桥
梁”的教学观，学校在重
塑教学关系的基础上，
重塑了管理关系：从“职
业”到“事业”，激活了教
师的职业生命；变“作
业”为“作品”，改变了学
生的生命状态。

我们都希望学生能够生龙活虎地学
习，而现在的数学课，常常出现虎头蛇尾之
学习动力不足的困境。之所以如此，主要
原因在于，学生在课堂只知道开始学习了，
而不知道学习的意义。

如今，许多教师以为在课堂创设讲故
事、做游戏等有趣的情境，就一定能激发学
生学习的不竭动力。然而，许多只有内容而
缺乏内涵、只有激情而缺乏激励、只有挑逗
而缺乏挑战的情境，只能够“引”趣，而难以

“赢”趣，最多只能引来学生一时之“兴”趣。
教师创设情境的目的只是快速吸引学生注
意，或快乐地引出知识，达不到让学生发现
学习价值的高度。

而在任务驱动式教学中，任务的“有趣”
则有了更多内涵，首先要能够吸引学生注意
——让学生盯着，更关键的是，一旦学生进
入任务情境，要能够让学生叮着——有着

“一探究竟”或“一展身手”的强烈冲动和强
久冲劲，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兴趣。真
正的兴趣是个体全身心投入，包含着生长、
努力和思考的动态发展过程，这才能成为强
劲的学习动力。

“有趣”并不一定就能引发“兴趣”。因
具体事物表面有趣的特征而引发的好奇

心，与兴趣相比往往具有以下几个区别：第
一，好奇心范围广泛，没有明确的方向，小
学生对任何新奇的事物都可以产生好奇，
而兴趣则有明确的方向；第二，好奇心容易
满足，疑问一旦解除，好奇心便消失，兴趣
则相反，会更加强烈。

那么，什么可以让学生产生学习的持久
兴趣，而不只是一时之“兴”趣，成为学习的不
竭动力？我认为，让学生明白学习的意义，这
才是教学的长久之计。在任务驱动式教学
中，任务的设计应力求让学习内容对学生产
生意义，让学生明白学习的价值，并明确学习
的目标，从而使整个学习基于兴趣之上。

学习的重要意义是让自己变得越来越
好，包括让自己变得更聪明，这是每一个学
生的梦寐之求。由此可见，好胜心胜于好
奇心，因为有上进心的人永不满足于现状。

不过，任务的意义取决于对学生产生

的意义，因为学生也会进行价值判断。例
如《和的奇偶性》一课，有的教师设计了“与
老师比一比谁最先说出一组加法算式的得
数是奇数还是偶数”的竞争情境，有的教师
利用热门电视节目《最强大脑》的视频导
入，设计了“你想不想拥有超人的口算能
力”的竞争情境。这两个设计虽然都冠以
竞争之名，但这样的比赛目的只是为了引
出新知，学生没有实实在在的技能提高或
学习帮助，纯粹图一时之趣。

如果我们引入这样的现实情境：“街头
的转盘抽奖——指针转到几，就从这一格
起按逆时针方向数几，为何总是中不了大
奖？”许多学生有上当受骗的经历，都想弄
明白其中的秘密。基于这种真实情境所设
计的揭秘任务，能强劲吸引学生，让学生产
生真正的学习兴趣，当明白“奇数+奇数=
偶数，偶数+偶数=偶数”的数学奥秘后，也

就明白了“不管指针落在那里，最后总是数
到偶数区域”之转盘秘密。

在此过程中，学生在解开转盘秘密的同
时也揭开了知识的奥秘，在完成揭秘任务的
同时也完成了学习任务，在掌握知识之道的
同时也掌握了学习之道和生存之道。

“活得有意义”可以很好地实现“学得
有意义”，它让学生明白学好了知识可以让
自己变得更聪明，至少可以避免上当受骗，
从而让自己活得更好。

又如，赌博诱惑着青少年，在我国几乎
没有人会将赌博与数学课联系起来，但在
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数学课竟然成了预
防赌博的前沿阵地。据报道，澳大利亚维
多利亚州责任赌博基金会正在推广一个新
的项目，利用数学知识向10年级至12年级
学生解释赌博的风险，“概率是没有记忆
的，但许多学生仍然相信，在抛硬币时，如

果前两次都是正面，那么第三次也一定是
正面。如果他们了解了概率的相关知识，
他们就很可能会明白那种想法是错误的。
他们也会明白，如果长期赌博，最后的赢家
一定会是那些赌博机构而不是赌博者”。
上过这门课的学生都再不相信“运气”这回
事，他们正在为此门课程加入VCE数学课
程进行着努力。

任务驱动式教学，可以通过设计现实
性任务，打通书本内核与生活外延，促使学
生从单纯的“书本人”向“社会人”发展。也
就是说，任务驱动式教学力图让学生一开
始就以“社会人”的方式参与到书本学习之
中，避免成为只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这
样核心素养才会真正落地。

当然，在任务驱动式教学中，也并不是
非把任务建立在现实之上才能让学生获得
学习的意义，例如《和的奇偶性》一课，我们
把“与老师比一比谁最先说出一组加法算式
的得数是奇数还是偶数”的“引知”任务提升
成“为什么老师有时不计算就能检查结果是
否正确”，这种有助于学生学得更好的“引
智”任务，同样能够让学生发现学习的意义。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无锡市锡山教师
进修学校）

“初一自测如高考，秣马厉兵争分
秒。闲课早已被瓜分，自习拼抢来辅导。
逼挤苦练恨不足，撬嘴硬塞恐不饱。物极
必反心虽好，赶鸭上架徒操劳。”这首来自
网络的打油诗，描绘出一种畸形的教学
现象。

到底如何对抗教育的功利？让异化的
教育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辽宁省沈阳市
大东区辽三小学教育集团选择了课改之路。

“淡泊名利，保卫童年，为了每一个孩
子的幸福成长！”辽三小学教育集团发出这
样的呐喊，“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请教师们
每天追问自己两个问题：假如我是孩子，假
如是我的孩子……”

教学就是搭建学习与应用的桥梁

教育的别名叫“尊重”。
然而，尊重学生、以人为本，说起来

容易做起来困难。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哪位婆婆愿意放弃到手的特权？论资排
辈，长幼尊卑，一成不变，亘古难移；同行
是冤家，窝里相争斗；同学不服气，随处
论高低；教师放不下架子，不能尊重学
生，学生天生叛逆，自然瞧不起教师……
尊重，你离教育还有多远？教育，你给尊
重几多空间？

其实，教师把孩子视为鲜花，孩子就会
拒绝再做野草。教师能够发现并赏识学生
的每一个微小进步，学生就会见贤思齐，不
断超越自我。

在教学、教研方面，学校落实“尊重”的
核心途径是学以致用，在学习与应用之间
搭建桥梁。

没有需求就没有教研。我们坚持从教
师的业务需求出发，创设制度环境，使互动
式、参与式教研走近教师，让教师们从“经
验型”向“专家型”靠拢，在不断提出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专业发展。学校通
过论文评比、专题研讨、说课评课等活动，
为教师搭建交流平台；提倡教师开展经常
性成长记录和教学反思，引导教师走专业
化研究之路。

做任何学问，一旦上升到研究范畴，自
然会附加情感价值。教师一旦以研究课题
为乐趣，在自我引导、学习技能的同时，其

积极的情感和良好的意志品质也就得到了
培养。教师有较强的教研意识，就会变被
动为主动，变应付为求索，变问题为课题，
勤于读书，乐于动笔，期望借鉴他人的经验
和智慧解决自己遇到的教学问题。教研意
识强的教师，善于反思教学行为，喜欢与专
家对话，愿意与志同道合者分享教学心
得。这样的教师不断总结工作经验，实施
理论指导下的实践研究，实践出真知，真知
促实践，从而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为了促使教师在集体备课中真正获得
研究的能力，享受教研的乐趣，我们在各年
级组实行了“三二三”动态备课反思模式：
通过三次备课、两次上课、三次反思，进行
每个单元的课例研讨。

在课例研讨中，遵循“学以致用，用以
促学，即学即用”原则，即“学的都是立即要
用的，并且是在应用中学到的”，在我们的
教学观里，教学就是在学习与应用之间搭
建桥梁。

“三二三”提升学习价值

老太太抱着孙子爬楼与扛着一袋大米
爬楼，即使重量一样，后者也明显累得多，
何故？抱孙子是兴趣，扛大米是负担。所
以，当学生不喜欢学习时，哪怕每天上一节
课，都是负担！

为了让课堂饶有趣味，我们赋予“三二
三”教学模式更多的内涵：第一个“三”是指
教学设计三原则，即有趣、有用、有关；“二”
是指以生为本、以学为本；第二个“三”指教
学的主要手段，即自主、合作、探究。

“有趣”自不必说，没有比兴趣更好的驱
动力；“有用”也无需论证，世俗中人都是功
利的，越是有用学生越爱学；“有关”，这一点
却被许多教育人忽略了。殊不知，“有关”是
比“有趣”“有用”更能激发学生学习欲望的
因素。倘若学习内容与学生的生活有关，与
学生的旧知有关，最好再能与学生本人有
关，可以断言，没有哪个学生不喜欢学习。

五年级数学有一节内容是《用字母代
表数》，第一节课，教学效果不理想，学生
普遍纳闷，好好的“2+3=5”为什么要写成

“A+B=C”呢？学生不理解用意自然没有
学习兴趣。这时，动态集备研讨机制起

了作用，大家集思广益，献计献策……再
上这节课，教师故作玄虚地与学生逗乐：

“同学们知道自己母亲的手机号吗？”学
生纷纷表示知道。“那好，请拿出纸笔，做
一道四则运算题，题目的答案将会很神
奇……把你母亲手机号的最后一位数乘
以 2，然后加上 5，再乘以 50；把得到的数
字加上1766，再减去你出生的那一年。计
算后会得到一个三位数的结果，第一位数
字是你母亲手机号的末位数，后两位就是
你的年龄。神奇吧！

神奇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用字母
来表示数：

设手机号最后一位数为 X，出生年为
Y，可得：（2X+5）50+1766-Y；再化简可
得：100X+（2016-Y）。用2016去减你的出
生年，结果一定是你的年龄，而大家的年龄
也一定是两位数。所以，X不管是几，乘以
100，一定出现在百位数上。这就是用字母
表示数的妙用！

这种设计，满足了“有趣、有用、有关”，
学生学得愉快而高效。

“三二三”课堂拥有以下特征：主动
性、生动性、生成性。主动性是学习状态，

“主动”会激发潜能、乐在其中、带来效益、
生成能力。生动性是追求课堂的情感价
值，突出“学乐”和“乐学”，学习如饮甘露
琼浆，变“怕上学”为“怕下课”。生成性是
指课堂要敢于变各种“句号”“叹号”为“问
号”，追求“主体多元”，鼓励不同见解，让
思维激荡思维，让思想冲撞思想，让方法
启迪方法。课堂价值尽在“不可预设”的

“现场生成”上，一切预设应服务于现场，
而不是服务于预设。

我们的课改就是变“教中心”为“学中
心”，变“教师讲，学生记”为“自主合作探
究”。课改后的师生关系——学生是教师
的同僚而不是单纯的执行者，是课堂的主
宰而不是作业的奴隶。学生在教师的引导
下积极发挥自身的能动性，借助与同学合
作的力量，应用最适合自己的方式获取新
知锻炼能力，并在不断进取中感受学习的
快乐。

在此基础上，学校改变评价的筛选与
甄别功能，关注诊断性和形成性评价。从

“合格+特色”两个方面拟定常规落实和特

色打造的具体内容。督导评估标准学期初
发布，期末进行总评，注重过程性评价，保
证了课改的整体推进和实施力度。

去年4月，学校有幸成为“沈阳市校本
研修示范区建设”项目区域典型学校，教学
领导和学科骨干教师全程参与了相关理论
专题培训、校本研修实践等培训活动。其
中，数学、语文、英语、品德与社会、科学五
个学科开展研修活动，采取“骨干教师团队
先行，年级组拓展，全校性辐射”策略，整体
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高效的秘诀是“作品”

我们在“减负提质”方面的做法可概括
为：教师由“职业”到“事业”，学生变“作业”
为“作品”。

我们认为，职业与事业是有差别的：职

业是今天干了明天还要干，不干没人发工
资；而事业是今天干了明天还想干，为的是
自我实现。同理，对学生而言，“作业”是负
担，是不情愿完成的，而“作品”是成就自
我，能够带来自信心与荣誉感。

具体怎么做呢？
第一，深挖教材，赋予课堂生命。上好

一节课首先要正确理解教材和把握教材，
只有把教材吃透了，才能灵活变通教学方
式，才能用最少的时间让学生有最大的收
获，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我们要求教师做
到：每一节课都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制定
相应的教学规划，把握总体的培养方向，制
定符合学情特点的教学措施，按照学习反
馈情况控制教学节奏。比如，数学教研组
的学科教研沙龙，为教师们理解掌握教材
提供了思考平台。教师们通过思考、交流、
碰撞，挖掘点亮课堂的生成点，为课堂赋予
生命。

第二，善待错误，追求真实有效的课
堂。布鲁纳说过：“学生的错误都是有价值
的。”学习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尝试错误的过
程，学生正是在不断发生错误、纠正错误的
过程中获得丰富的知识，提高了学习能力，
增进了情感体验。“没有问题的课堂才是问
题最大的课堂。”所以，华而不实的、美丽的、
虚假的课堂要不得！课堂教学可以不完美，
但一定要追求真实有效。教师在教学时可
有意搜集或编制一些学生易犯而又意识不
到的错误方法和结论，通过讨论、引导，进而
使学生找出致误原因。为此，学校数学教研
组制定了《数学深度学习课堂评价十条》，将
学生真正参与到学习中获取知识作为重要
的评价标准。

第三，特色作业，给予学生充分的自
主权。在课堂作业的布置上，我们要求教
师“三留三不留”：留层次型作业、留自主
型作业、留实践型作业，不留超时超量作
业、不留机械型作业、不留惩罚型作业，让
作业既可以巩固所学知识，又可以发展学
生能力，更能激起学生完成作业的热情和
兴趣。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辽
三小学教育集团）

专家点评

变变““作业作业””为为““作品作品””实现了学习动力的切换实现了学习动力的切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