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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策划

课堂上的课堂上的““第三只眼第三只眼””

在本报与河北省迁安市“三校课改联盟”合作的骨干教师培训中，首次引
入“学情观察员”机制，让原本在台下听课的教师走进课堂、走进小组、

走近学生，与授课教师、学生构成学习共同体。从被动听课到主动融入课堂，从教
师到“学生”的身份转变，让培训变得更接地气、更有活力、更有意义。

在骨干教师培训活动中，我上
了一节物理展示课，内容为《连通
器》。这节课专门安排了学情观察员
进课堂，对我而言是一种全新的体
验。学情观察员对课堂的观察与解
剖，像医生对身体进行了一次全面
体检。课后，每位观察员要反馈所记
录的学情，这更像是一次对课堂的
集体“会诊”。

作为授课教师，我在课堂上目之
所及毕竟有限，而学情观察员的介入
可以帮我全方位地发现课堂上的更
多细节。从上课的问好开始到一节课
结束，每个学生在课堂上的状态究竟
怎样？指令发出后学生是迅速投入还
是茫然无措……

此外，课堂上还有一系列突发事
件：学生想把液体倒回去，不料却洒了
一课桌；实验不能进行，因为连通管内
有气泡；因为不同见解而争论不休，无
论组员怎么讲解观点都难以统一……

这些情况都被学情观察员记录
下来反馈给我。这样，作为授课教师
的我就像拥有了三头六臂，搜集一堂
课几乎所有的情况后，修正、改进、提
升自己的课堂教学。

学情观察员是一种角色，但更像
是一种教研方式。无论是授课教师、
学生，还是作为学情观察员的教师，
都能够在对学情的分析中有所收获。
因为它较全面地呈现出课堂的许多
细节，像医生用仪器检查后生成的报
告单，由此可以更准确地对症下药。

第一次接触学情观察员这一新
事物，我和学生都有些不适应。但一
节课下来，师生都仿佛习惯了，学生
下课时甚至与观察员老师依依不
舍。仔细想来，我们每个人都是受益
者。学生多了个同学，教师多了个帮
手，学生的困惑和问题可以及时得
到解决，新颖的方案和想法可以及
时得到鼓励，从而加速、优化了课堂
进程。

回到课堂，这节课有许多让我难
忘的场景：学生是灵动的，课堂上积
极思考问题，互相提问和解答，确实
解决不了才会把问题抛给周围的听
课教师；学生是执着的，遇到不懂的
问题非要弄清楚不可，不然怎么也不
肯坐下；学生既有看到问题时的锁
眉、思考问题时的顿悟、解决问题后
的轻松，还有得到实验结果时的笑
容。他们在对知识的探索中享受乐
趣，作为授课教师的我，则在评价和
欣赏中享受着教育的幸福。

当然，如果没有学情观察员，我
一定不知道实验不能进行时，学生
孙旺用弹气泡的方法解决了问题；
一定不知道许朝鹏和刘佳明的探
讨，帮助周围的同学解决了困惑；也
一定不知道，杨靖楠竟然一节课只
小声说了四句话……

观察员们还提出了许多自己的
看法，比如，如何更好地导入？怎样把
问题再细化？实验器材如何更加多样
化……这些让我颇受启发。

这堂课让我看到了学情观察员
的独特之处，也看到了自己教学上的
不足之处。我想，随着我对教学的不
断改进，我的课堂会越来越好。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迁安市扣庄
初级中学）

第一次以学情观察员的身份进
入课堂，多多少少有些“意外”。通过
这次体验，我学会了站在学生角度
与他们一起思考交流，直面解决问
题时带来的挑战，享受学习获得的
快乐。

回想以前的听课情形，我们往往
坐在教室后面，观察教师的授课方式
和学生的表现，评课时经常以发言人
数、次数、水平作为依据，评价教师的
教学设计是否能让学生学得更透彻、
更容易。

而作为一名学情观察员，我的角
色变了，不是听课评课者，而是一名
观察者，一名努力感受学生学习过程
的参与者。当我真正坐在学生身边，
观察他们如何学习时，才深切体会到
学生学习的困难在哪里，真正清楚学
生在合作交流过程中是怎样提问、怎
样解答的。

走近学生，我能感知到学生的学
习困难。走近学生，我发现个别学生
侃侃而谈，却有可能掩盖了其他学生
的困惑，仓促而积极的举手也并不全
是对问题深入思考的结果。

今天，在《连通器》这节物理课
上，针对“为什么连通器的液面高度
是相同的”这一问题，学生通过实验
从表面上认识了这一现象，但不知道
如何进行科学验证。

我参与的小组，有个女孩就存
在这一困惑。在小组合作学习时，有
的学生解释“因为液体是流动的”，
有的学生解释“水往低处流”，但都
没说到本质。我能看出那个女孩对
这两个答案并不满意，她继续追问，
这种遇到问题刨根问底的态度特别
值得表扬，也是许多课堂教学中所
欠缺的。于是，这个小组继续讨论，
对刚才的实验结果进行论证，最终
利用公式推导出答案。这时，从女孩
兴奋与激动的表情来看，她的疑惑
已经完全解决了。

如果我们不在学生身边，就发现
不了他们在学习中遇到了怎样的困
难；如果我们不在学生身边，就体会
不到他们在问题解决后所获得的快
乐。而坐在旁边的我，有欣喜更有感
慨，因为学生不断提升的思维力量冲
击着我，他们合作学习的沟通力量敲
击着我，我从心底佩服他们。

通过这次做学情观察员的体验，
我发现只要教师肯给时间、肯给空间，
等一等孩子们，让他们充分与学习内
容对话，与同伴对话，与自己对话，孩
子们的学习就会实实在在地发生。

通过这次做学情观察员的体验，
我认识到教师站在不同的角度听课，
了解到的学习状况是不同的。授课教
师对问题的处理方式不同，收到的效
果也是不一样的。教师在学生合作学
习时应扮演好“巡视员”角色，要有目
的、有计划地进行巡视，对游离于合作
学习之外的学生给予善意提醒，同时
注意尽量搜集有价值的信息，为后面
的点拨奠定基础；此外，教师还应扮演
好“首席顾问”角色，积极参与到小组
讨论中，在小组合作学习遇到棘手问
题或陷入困境时指点迷津。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迁安市扣庄
初级中学）

与以往的观课议课不同，这一次观
课教师将观察的视角伸向了学生及呈现
出的具体学情。由此，观课教师有了一
个全新的名字——学情观察员。

本报在河北迁安开展的一次“学情
观察员”体验式培训，引发了执教教师
和观课教师的别样思考。

对于他们而言，这次培训更像是一
个拐点——意味着教研方式的迭代升
级。有学情观察员说，从来没有对学情
观察得如此真切，如果没有这种方式的
切入，可能永远无法得知那些复杂而具
体的学情；也有学情观察员说，这样的
观察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可以发现平
时从未觉察和容易忽略的学情。他们
开始重新审视课堂，重新发现学情，重
新调整教学设计和教研制度。通过学
情观察，他们找到了更为具体的课堂改
进参考依据。

教与学之间天然存在着鸿沟和信
息不对称，更何况在有限的课时里，教
学目标的牵引让教师根本无法腾出更
多精力关注每一个个体的学情。毫无
疑问，这是一种课堂结构化矛盾。一名
教师面对50名学生，无论你多么努力，
想关注到每一个个体，要发现更全面的
学情，都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但是，这不能构成教师可以不去了
解学情、发现学情的理由。“不知学，何以
教”，教师要教得有的放矢，教到学生需
要处，必然需要对真实的学情了然于胸。

可是，过去的教研方式并不能解决

这一痛点。过去评课更多关注的是教
师的教，而对教师教的评价往往是有难
度的。我们会发现，越有经验的教师越
会评课，而新教师往往不敢评、不会
评。所以，有人认为过去更像是中医式
评课，评课者往往凭借的是经验，而学
情观察员制度更像是西医思维，新教师
有了具体的抓手和议课的素材，可以更
全面地观察学情，更好地诊断课堂，更
好地以学评教、以学定教，也让评课变
得有理有据，让议课议出多种可能。

学情观察员集多重角色于一身，他
们的第一责任是学情观察与记录。但
同时，学情观察员既是学生的“同学”，
又是教师的助教。在4人小组或6人小
组中，学情观察员就是第五名或第七名
学生。而作为上课教师的助教，学情观
察员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适时给
上课教师反馈要调整的信息。

课堂开始之前，学情观察员要提前
熟悉所观察小组中学生的名字，以方便
精准记录。课上，学情观察员要尽可能
全面捕捉学生学习信息，比如哪位学生
最先发言，哪些学生不愿意发言，记录
学生讨论时的观点、表情，观察小组成
员之间是否平等合作，能否相互倾听，
讨论的过程是否顺利……当然，学情观
察员一定不是只记录问题点，还要记录
亮点和感动点。

如果说学情就是力量，那么观察力
就是生产力。学情观察员要反馈上课教
师看不见的学情，尽可能用数据说话，用

细节说话，用事实说话，只描述具体的事
实和细节，尽量减少对教师的主观评判。

好的课堂不仅仅是目标主导、流程
主导，更重要的是学情主导。了解的学
情越充分，对改进教学设计越有利。于
是，有人认为学情观察员制度将成为教
研新样态。

新样态就代表教研的新文化、新标
准吗？我们来看以下三种假设——

如果说学情观察员制度让课堂观
察从关注教走向了关注学，可以更好地
还原课堂上的真实场景，那么，课堂观
察不是从关注教到关注学的单向发展，
课堂还需要多角度、立体化的观察；如
果说学情观察员制度是对过去听评课
制度的迭代升级，那么，课堂观察同样
不能止于学情观察；如果说过去的听评
课是中医思维，那么学情观察员制度则
是西医思维，而完整的课堂观察不是中
医、西医思维哪个更好，而是中西医结
合的思维。

正如日本教育专家佐藤学所提出
的教育研究的三种视角，课堂观察需
要“三只眼”：一为飞鸟之眼，即关注宏
观，但浮光掠影，难免不够具体，不够深
入；二为蜻蜓之眼，即多种视角观察，视
角多元却可能蜻蜓点水；三为蚂蚁之
眼，即微观观察，所见有限却精确细致。

学情观察员更像是通过“蚂蚁之
眼”观课，课堂观察还需要“飞鸟之眼”
和“蜻蜓之眼”，由此三种视角结合起
来，才能发现教研的多种可能。

第一次
做“学情观察员”
□龙红梅

看见更真实的学情
□刘 艳

“西医切片式教研”的妙处
□张国英

近期参加了一次培训活动，对学情
观察员这一制度的了解，让我深刻感受
到“西医切片式教研”的魅力。下面是我
就自己的学习成果绘制的思维导图（见
下图）。

学情观察员作为教师的助教，可
以打破执教教师视野关注的局限性，
360 度无死角观察教师的教与学生的
学，找到教学设计中的盲区和误区，
长期积累观察资料、有效分析，可以
更好地实现“以学定教”，实现教与学

的有效对接。尤其是可以有针对性地
帮助执教教师快速找到教学设计中
的 纰 漏 ，用 小 纸 条 或 悄 声 提 醒 的 方
式，提醒执教教师当堂及时补救，让
课堂更高效。

学情观察员作为学生的学伴，全程
参与学生的学习过程，可以帮助教师站
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消除教学设计
中的程式化思维，让教学设计更贴近学
生，让课堂更自然、更和谐。

学情观察员深入各个小组参与学

习，就好比在每个小组架起了一台摄像
机，以教师的专业视角记录学生的学习
情况，为教学研究提供真实的数据。科
学分析观察结果，可以让我们的教学更
科学、更合理、更有效。

如何在现实中运用学情观察员制
度？我所带的班级是 4 人一个小组，共
13 个小组，完全请教师做学情观察员
不太现实，我打算每个小组派一名学
生到其他小组做学情观察员，用学情
观察日记的形式记录学情；每堂课都
做学情观察也不太现实，我打算语数
外一周一次，其他学科隔周一次。每一
学科做一次学情观察后，请科任教师
和大家一起分析学情，共同提出改进
意见。

我认为，既然是切片研究，像西医
的 CT扫描一样，就有必要在诊断出病
因后，有针对性地治疗一段时间，观察
效果后再治疗。于是，我给我的班级设
立了几个阶段性目标。第一阶段，现在
至 5 月底，力争达到的效果：尽可能消
除班级学生的无效学习，提升师生的有
效教学品质。第二阶段，5 月底至 6 月
底，力争达到的效果：观察分析出班级
每个人比较适合的有效学习方式。

作为学校数学教研组组长，我打算
建立专门的档案，积累这些观察资料、
分析报告，有效利用这些资源为数学教
育教学服务……

这次培训让我对课堂观察有了全
新的思考视角，通过迁移西医切片式教
研的方法，借用数学的数据分析理论，
从而服务于现代化的教学研究。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迁安市建昌营
初级中学）

课堂观察的迭代升级
□褚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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