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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解码高效课堂 李 平 北京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特级教师 杜金山 本报特聘专家、山东省兖州一中原校长

导学案的前世今生（一）

合作学习中的热烈讨论
到底好不好

（五）

□本期主持 王占伟

你可能不知道，文本背诵有多重要
□于春祥

教学观察

课堂师生合作是提高效率的有效途径。
王柱华/绘

漫画课堂

教育使人智慧，也使人愚昧；教育
使人类文明，也使人类野蛮。为什么同
样受过教育的人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结
果？这就是价值取向不同而导致的不
同的教育结果。社会创新一旦失去教
育价值的引领，就会成为失去灵魂的制
造活动。

（云南省教育厅原厅长 罗崇敏）

从学科角度讲，要为素养而教，学科
及其教学是为学生素养服务的，而不是
为学科而教，把教学局限于狭隘的学科
本位中，过分注重本学科的知识与内容、
任务和要求，这样将不利于培养视野开

阔、才思敏捷并具有丰富文化素养和哲
学气质的人才。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肖川）

就一门学科而言，核心素养的内涵
包括核心知识、核心能力、核心品质，但
不是它们的简单相加。任何一门学科的
目标定位和教学活动，都要从素养的高
度来进行。价值引领、思维启迪、品格塑
造是学校和教师的三大核心任务。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余文森）

教育是由“教”和“育”组成的，以往
我们可能过多地关注“教”的问题，而忽

略了“育”的问题。现在我们更应该强调
“育”，我们要从过多关注“教研”模式逐
步转向关注“育研”模式的构建。

（北京市海淀区教委主任 陆云泉）

我们在多年的学生评教工作中，始
终坚持做一项关于学生喜欢什么样的老
师的问卷调查，问题是“你认为好老师应
当是……”学生的选择结果始终高度一
致且长期稳定。他们除了认同教师的敬
业精神和业务水平外，还高度认同的一
个选项就是“具有人格魅力”，且随着年
级的升高，学生的认同度越高。

（北京市第四中学校长 刘长铭）

也许随着时代的发展，掌握知识已
经不是人类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也许随
着人类的发展，我们为生存而做的许多
工作将会被智能化科技所取代。教育要
更可能多地注重人的心灵成长、精神成
长和灵魂升华，这才是真教育。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 翟小宁）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在校学生表现出
的各种问题，其根源往往在家庭。有一种
理论说，成年人的大部分心理问题都源自
安全感不足，而安全感不足的主要根源是
童年期的原生家庭教育出了偏差。

（上海平和双语学校校长 万玮）

某地举行课堂教学改革研讨会，在
课堂合作学习环节，一组学生的讨论很
热烈，另一组学生的讨论略欠积极。教
师们在议课时有了观点交锋：多数教师
认为，讨论热烈的一组学生讨论积极，学
习状态好；也有教师认为，讨论热烈的小
组，学生交流的主要是他们已知的内容，
而讨论并不热烈的小组却在探索未知，
这才是真正发生学习的小组。那么，合
作学习中的热烈讨论到底好不好？究竟
如何看待？

教师要把握讨论的“度”
课堂讨论是实现学生合作学习的重

要环节，有效的课堂讨论会给课堂教学
注入生机与活力。从现在的一些观摩课
来看，不少教师只是把课堂讨论当作活
跃课堂气氛的“兴奋剂”，学生看似表现
踊跃、课堂讨论热烈，但是追问学生通过
讨论有什么收获，答案却是“不知道”。
课堂讨论不能只追求形式上的“热闹”，
教师还要把握好讨论的“度”。

课堂讨论是学习的过程，教师在课
堂讨论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度”，在讨论
的内容、时间等方面为学生“定规则”，绝
不能放任自流，否则也就失去了讨论的
意义，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课堂讨论小组角色要经常转换。小
组成员分工的固定，必然会让学习好的
学生包办，教师应该对学生进行学习方
法指导，实行小组角色轮流分工，让每个
小组成员都能在课堂讨论中担任不同的
角色，让每一个人都参与课堂讨论，进而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

（山东省肥城市安庄镇张侯小学
汪心忠）

不要伪热闹
课堂上需要学生冷静思考，但“独学

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意思是说如果
学习缺乏学友之间的交流切磋，必然会
导致知识狭隘，见识短浅。反之，如果在
学习过程中经常与他人交流，对问题的
认识就会更加全面、深刻。热烈的讨论
可以实现1+1﹥2的良好效果。

但是，热闹不等于真讨论。在一些
课堂，有理也声高，嘈杂如菜市场，这是
伪热闹；讨论过程中，口才好的学生始终
把持着话语权，其他学生只是附议，这是
伪热闹；人人参与，但纯粹交流一些已知
的内容，一直没能出现知识的生成，这也
是伪热闹……

在我看来，冷场不代表学生不思考，
效果虽不及热闹的讨论，但学生收获比
伪热闹收获得多。因此，我们追求课堂
上的热烈讨论，反对死气沉沉的课堂，务
必睁大眼睛，对伪热闹现象及时叫停，对
伪热闹坚决说不。
（湖南省浏阳市沿溪镇沿溪完小 王辉庆）

讨论要以人为本
课堂教学应以让学生“学有所获，学

有提高”为目的，努力做到让学生“一课
一得”或“一课多得”。基于此，课堂上的
讨论教师要做到心中有数、心中有生。
为了提高课堂探究的有效性，教师要把
握好课堂讨论的“度”，应根据教学内容，
精心设计问题情境，紧紧抓住学生好奇
心理，步步设疑，激发学生探究兴趣，引
导学生展开想象，在合作讨论中启发思
维、增长知识。

课堂教学讨论、探究没有目的不行，
讨论探究活动的开展要回归本位，不要
步入课堂教学探究的误区，为讨论而讨
论；不能为单纯追求热烈而忽视了课堂
的主体——学生，学生乐学、会学、创学
才是课堂的目的。

（四川省广安市教育体育局 钟乐江）

这里说的文本，不是指教材文本的
全部内容，具体是指课堂教学重点、难点
知识的框架内容，包括要求学生背诵的
文本原文。文本，文本，课堂之本。追求
一个“实”字，这也是山东省茌平县杜郎
口中学的课改哲学。“实教”“实学”是杜
郎口中学的行为方式。如何实现“实
教”？如何达成“实学”？杜郎口人的操
作竟然如此简单：师生齐练硬功夫，文本
背诵争精彩。杜郎口中学的教师从“备
课到背文本”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上课
之前，要求所有教师把教材文本背得滚
瓜烂熟，并具体做到熟练、流畅、有激
情。为确保教师文本背诵的质量，他们
建立了三重保障机制：一是备课给时间，

把文本背诵作为集体备课的重要内容；
二是课前有把关，利用每天早、午两次反
馈会，校领导现场点名抽查；三是课堂抓
评检，在课堂督评检测中抓好教师文本
展板的落实。

关于学生文本背诵的落实，杜郎口
中学坚持利用每天早、午反馈会后学生
与教师的“见面时间”，在学校操场各级
部各自分配任务，通过教师抽检、对子互
查、组长检查等形式狠抓落实。学生文
本背诵具体做到：声音洪亮，展示流畅，
不卡壳、有感情、有激情。

那么，杜郎口中学的这种文本情节、
文本智慧，究竟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启示一：回归课堂的简单。学什么

就要背什么。不用搞得花招百出，云里
雾里。背是最好的学，背是最简单的学，
背是最高效的学。不背才会死记硬背，
常背一定背出智慧。背中有理解，背中
有自信，背中有方法，背中有创造。

启示二：文本背诵出师能。多年
来，在教师专业素养提升方面，我们犯
了“文本之外找饭吃”的毛病。离开文
本谈内涵，已经成为一种浮躁的时髦
病。文本背诵是师能提升的“牛鼻子”
工程，是教师专业发展的一条快捷通
道。试想，一个能够将学段教材文本熟
记于心、对答如流的教师，他的专业素
养还会差吗？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杜郎口中学的

教师背文本，不是为教师课堂讲文本服
务，而是落实师生“同学”“同展”“同练”
的过程体验，有了“学”的投入，才能经历

“学”的感触；有了“学”的下力，才能收获
“学”的同感。于是，如何学，教师就有了
示范和借鉴。

启示三：熟能生巧，熟出创新。杜郎
口中学对文本认识的逻辑线索是敬畏文
本—回归文本—吃透文本—创新文本。
以上四个层次的“联结”就是背诵文本。
熟能生巧蕴含着一个朴素的道理：熟出
创造。“熟”的标准一个字——“背”；“背”
的意义一个字——“用”；“用”的价值一
个字——“创”。

（作者系本报特聘专家、特级教师）

杜金山：前面我们谈论的是高效课
堂的“道”和“法”，看似务虚，其实很重
要，因为这才是高效课堂的根。没有对
这些内容的真正领悟和掌握，只会简单
地模仿，就应了齐白石先生说的那句话

“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许多学校在引
进高效课堂建设过程中，浅尝辄止、半途
而废，表面的原因似乎很多，其实根本原
因就是急功近利，只想通过模仿技术和
器物承载，却不肯下功夫深究和掌握高
效课堂的灵魂与真谛。

李平：所以，无论是山东省茌平县杜
郎口中学校长崔其升，还是河南省汝阳
县圣陶学校校长王天民，都一再呼吁不
要只学我的技术，如果你们非要学，请一
定 要 研 究 我 和 我 们 的 教 师 是 如 何 做
人的。

“学我者生”是指领悟其真谛，才会
有自己的创作和发展；“似我者死”是指
对外相的模仿。为何“似我者死”呢？恐
怕最相似莫过于复制，谁会认为复制齐
白石先生的画能够与原作有共同的艺术
价值呢？齐白石的画不能复制，杜郎口
中学的课改也不能停留在复制阶段。

杜金山：成就一份真正的事业，道、
法、术、器、势一样都不能少。从这期开
始，我们谈论的重点将是高效课堂的术
和器，这也是高效课堂能够落地的保证。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高效课堂之
道是不会变化的，而高效课堂之术却是
多姿多彩的。所以，对高效课堂的术一
定要秉持“道之坚定，术之包容”的原
则，只要术能载道，就不要简单否定，绝
不要因为各人所用术之不同而相互否
定甚至攻击。第二，从现在开始的解
码，我们必须选择一个固定的模式，借
该模式进行表达，如果与其他学校的表
达有所不同，请一定先看看是否是由于
选用的模式不同造成的，我所选用的模
式是“五步三查模式”。

当前，高效课堂之术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两个：一是技术过于花哨、繁杂，容
易让刚刚入门的教师眼花缭乱，不知取
舍，亦不好操作。二是技术表达过于细
致导致僵化，让有些教师不敢越雷池一
步，把课堂变成了机器。

李平：所以你说，高效课堂的技术，
不认真的学不会，太认真的学不好。因
为，只要表达就有局限，道，有些可道，有
些不可道。

而解决的方法就是深究和领悟高效

课堂的道与法，当我们真的明白这个根
本后，再学习、理解、研究、落实甚至是去
创造高效课堂的技术，就变得简单多
了。正像智能手机一样，内置程序工作
越复杂，用户操作越简单。

高效课堂的承载工具（器）主要有导
学案、课堂流程、围坐的学习组织（班级、
小组和对子）、用于课堂评价的评价表和
数据链。其他的如双（三）色笔、纠错本、
活页夹、黑板都属于课堂的标配。

如果课堂有互联网、交互式白板、投
影仪甚至平板电脑就更好了，这些现代
化设备的捧场，让高效课堂“如虎添
翼”。不要以为高效课堂来自农村，所需
的基本条件简单，就以为高效课堂排斥
现代化设备，其实不然。

杜金山：是的，前面我们说过，只要
不能触及人的彻底改变而仅仅停留在
物和术的改变的课改，都不能算真正的
课改，但课改这场新的教育文化再造工
程，也必然是从物质文化起步的。所

以，传统的黑板也好，现代的“互联网+”
也 罢 ，都 可 以 成 为 高 效 课 堂 的 物 质
基础。

李平：高效课堂的四大核心技术包
括：导学案的编写、使用、管理技术；流程
的设计、应用和优化技术；学习组织的建
立、建设和应用技术；评价及评价的应用
及数据传输和分析技术。

杜金山：现在专门论述导学案编写
的书籍已经出版了许多，我们希望用最
简单的文字，把导学案的编写、使用、管
理表达清楚，不让一线教师再纠结于导
学案难编、难用、难管理。导学案的产生
在山东省兖州一中经历了三个阶段：预
习提纲—讲习稿—导学案。导学案的精
髓，就是三个字：导、学、案。

导，指的是引导、指导、辅导、诱导，
让一份导学案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南针、
方向盘、路线图和导航仪。四大聚焦中
的目标聚焦、问题聚焦和逻辑聚焦都隐
含在这个“导”字中。

学，指的是为学生的学习方便、精准
和快捷而编，一方面是学生为学习的主
体，另一方面充分体现了高效的要求。
原本教案变为学生的学案，这就要求教
师对教材进行翻译和二次创作，把大的
缩小，小的放大，远的拉近些，太近的推
远些。总之，要适合本班学情，适合这个
年龄段学生的认知水平，把满足当下的
学情需求视为最高原则。

案，指的是精心设计的方案，绝不是
编写者随意的“拼盘”。四大聚焦的第一
聚焦“学情聚焦”，是导学案编写的前提
和基础；四大逻辑（人的认知逻辑、学生
的学习行为发展逻辑、课堂的推进逻辑
和教材的知识体系逻辑）是设计该方案
必需的依据。

李平：在我心中，导学案没有固定的
格式。优质导学案需要同时具备两个特
点：激发学生探究的欲望，并始终能使学
生保持信心与热情，这就是一份好导
学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