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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教学目标

解决课改问题的主体
究竟是谁？

（四）

□本期主持 孙和保

习作教学“四动”法
□李秀芳

教学观察

让“不会”安心说出来的课堂，小组合作才有可能。
王柱华/绘

漫画课堂

课堂新论·李升勇

对教师来说，究竟什么最重要？当
然是和学生一起成长。沉下心来，专心
于自己的教室、课程、学问，围绕课程、教
室、学生去阅读、思考和行动。只有专
心、宁静，才能有效地提高时间的使用效
率，进而实现与学生共同成长。

（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朱永新）

中小学教师一定要有读书的习惯，
把读书当成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只是
为了备课或某些职业的、功利的目的
而读书，而是自由超脱的阅读，在读书
并接触人类智慧的过程中发现生活、
体 验 世 界 ，让 自 己 眼 界 开 阔 、思 维 活

跃，进而摆脱职业倦怠。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温儒敏）

有所为与有所不为，是学校管理者应
该秉持的一项行为准则和行动哲学。学
校事务不同，对其进行作为的要求也不
同。学校管理者在实践中既不应该消极
作为，也不应该过度作为。无论是前者还
是后者，对学校发展产生的影响都可能是
消极不利的，都是应该警惕的。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苏君阳）

在多元的时代，孩子们可以通过许多
途径实现多元的成长，父母不需要刻意培

养，只需要勇敢放开、平等相待，让他们顺
势成长。父母要保持向孩子学习的心态，
以孩子的成长促进自己的成长，与孩子一
起书写精彩的人生。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
长 曹文）

当选择成为校园主题词的时候，思考
便成为常态，每一名学生都无法回避对自
己、对社会的追问，自我潜能、个人价值和
社会责任像孪生兄弟一样一并问世，他们
也从中找到自己的尊严，抵制外来诱惑的
免疫力也大为增强。

（北京十一学校校长 李希贵）

现在，我们在教育上的一个共识是要
有选择性，包括高考在内，而行政班最大
的问题是：所有学生同步、单一地进行着
一模一样的学习，是完全固定的模式，没
有选择性。

（北大附中校长 王铮）
一个班级几十个孩子，每个都是家里

的宝贝。孩子们每天在一起学习、生活，
难免有点儿磕磕碰碰。但有些家长不管
这些，容不得孩子受一丁点儿委屈，动不
动就要“讲礼”“讨个说法”。从教育的角
度讲，“维权”没错，但如此不分青红皂白
地“护短”，并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

（北京市汇文中学校长 陈维嘉）

走进课改学校，教师说得最多
的一句话是：我们有许多问题、困
惑，请专家帮我们解决。他们会提
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用新模式上课，
时间不够用怎么办？学生在小组讨
论时开小差怎么办？大班额如何有
效分组……对于这些课改实践中遇
到的方法、技术层面的问题，许多教
师将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专家。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在课改实践
中，解决问题的主体究竟是谁？应
该如何看待专家的作用？

解决问题的主体是教师
课改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大多数

产生在课堂，解决也要在课堂，而课
堂是教师开展教育教学的主阵地。
所以，教师是解决课改问题的主体。

课改中的问题千人千面、不一
而足，但这些问题的产生无非是教
师观念转变不到位，课改模式僵化；
课堂停留在“教教材”的“知识本
位”；学生主体在实践中错位，教师
主导在课堂上失位；教师关注教材
进度，忽略学生学情；重视课堂形式
的活跃，忽略课堂生成的引领。

教师是课改的积极实践者、探
索者，也是课改问题的直接面对
者。不同的学情、校情、区情必然导
致课改问题的不一，问题的多样性
决定解决的方法、策略也不同。教
师解决课改问题的核心是构建关
系。构建“道”与“术”的关系，即课
改观念与技术，教育观念决定教育
技术，教育观念的转变需要专家的
引领，更需要教师主动学习。构建

“师”与“生”的关系，即教师真正成
为学生学习的陪伴者、引领者。构
建“生”与“生”的关系，即搭建学生
之间的伙伴关系，建立分享、交流机
制。构建“术”与“器”的关系，即真
正实现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的
转变。构建“教”与“学”的关系，即
教师真正实现“教”是为学生的“学”
服务。构建“有”与“无”的关系，即
课改要有模式，更需在课堂中超越
模式，化有形为无形。

（重庆市巫山县秀峰初级中学
万泽军）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师生

在课改中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学

生和教师。课堂上，只有实现师生
双向、高效的互动，才能把源于学生
的问题在教师的引导下逐一解决，
并取得很好的教学效果。

课改问题的生成源于学生的学
习过程，当学生遇到问题时自然会
寻求解决办法。解决问题的渠道很
多，比如学生互帮互助、查阅资料、
向教师请教等。学生在学习层面遇
到的问题，全部解决是不是就没有
问题了呢？有一些问题是隐性的，
学生在学习中并没有发现，这就需
要教师发挥作用了。而问题设计是
教学中重要且十分关键的环节。如
何引导学生深入探究是教师教学艺
术的具体体现。问题的设计既能让
学生接受，更要通过问题引导学生
探究学习重点、难点，并最终取得突
破。在课改实践中，问题的生成是
学生和教师一起面对的。

问题生成后，解决问题的主体
首先是学生。学生在思考、讨论、展
示后，教师再进行评价。在这个过
程中，学生有一些问题会得到解决，
也有一些得不到解决。此时，教师
应该继续发挥引导作用，引导学生
深入探究，采用启发、提示、点拨等
方式帮助学生解决问题。教师切
记，学生能够自己解决的问题，切不
可简单包办代替。在课改实践中，
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学生和教师。

（山东肥城市丘明中学 范宣忠）

写作是表情达意的重要载体，是交
流沟通的基本途径，也是体验生活、丰富
内心、自我展示的重要方式。虽然现在
从小学三年级就开设习作课，但写作成
了许多学生成长路上的“拦路虎”。怎样
才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让学生学会
搜集整理素材，运用恰当的表达方式写
出理想的作品呢？

先动心

教师要从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动
心”上下功夫，让学生学会观察、学会欣
赏、学会体验，进而充盈他们的情感。教
师要带领学生走出教室去观察。如下雪
了，教师一定要带孩子去校园、操场，观赏
雪落在花木上千姿百态的形态，感受雪花
落在头发上的潮湿、落在脸颊的清凉，不
妨打雪仗、堆雪人。要让学生带着任务去
观察。如学校举行“班级足球联赛活动”，
教师应主动带领学生有目的地去观察同
学踢球时的表情、动作；场外观众的语言、
神态、动作等。只有认真观察，学生才能

学会细节描写。要让学生在生活实践中
观察。如清明节放假，让学生观察“祭祖
扫墓”的过程与情景；“五一”假期，让学生
参加“赏花”“远足”，等等。每逢节假日，
有针对性地安排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丰
富学生对生活的情感体验。

次动脑

小学生的习作大多是根据习作的
要求任务完成，或是设定题目，或是半
命题，或是有要求范围……这就需要学
生将大脑中积累的素材挖掘出来，选择
有用的、典型的素材进行整理。这一环
节需要教师发散性的引导，既不能框定
写作思路，使全班学生一个模式；也不
能自由放手，让不会写的学生拿着素材
不知如何下手。例如北师大版语文教
材 五 年 级 下 册 第 一 单 元 习 作 主 题 为

“龙”，对于这一想象的事物以及它的象
征意义，学生很难把握。为此，教师可
以引导学生搜集有关“龙”的风筝、工艺
品以及龙井茶、龙须面等特色物品，使

学生能看得见、摸得着。以“龙风筝”为
例，引导学生说说“龙风筝”是什么样
的？有什么颜色？与其他风筝有什么
不同？你是如何放“龙风筝”的……通
过教师的顺势引导，学生打开了思路，
文章的脉络在头脑中逐渐明晰，为动手
写打好基础。

再动手

从想好思路到动笔遣词造句是一个
大的跳跃。有的孩子看似有了充分的准
备，但一动笔却卡了壳；有的孩子开头写
得顺畅，写着写着却“挤起了牙膏”。这
就需要教师给予具体的表达方式指导。
尤其对于低段学生，应详细地讲解如何
用词、如何开头和结尾，等等。如北师大
版语文三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习作主题
为“色彩”，要求是“用红、黄、蓝三种颜色
调一调，画一幅秋天的景色图，并围绕秋
天的色彩写一段话”。学生很容易写成
这样：“秋天来了，我看到了红红的苹果、
黄澄澄的梨、金黄的橘子、火红的枫叶。

秋风起，一片片树叶从树上落下来。”
此时，需要教师做详细指导：如文章

开头，可以整体描写秋天的景色，谈谈自
己对秋天的感受。然后分段描写所看到
的某一种颜色的事物，如红通通的苹果
挂在枝头。再结合生活经验，是全部红
了还是有其他的颜色。红通通的苹果向
你招手？是否用上拟人等修辞手法……
通过这样的引导，学生学会通顺、有条
理、有中心地去表达，从而写出内容充
实、感情真挚、充满趣味的文章。

后动口

小学生修改文章最好的办法就是
“大声地读”，这样打破了部分学生写好
作文后不愿意给同学、家长看的现象。
其实，学生不愿意展示、分享，是对自己
的习作不满意、不自信。因此，教师要从
小培养学生大声地读自己习作的习惯。
在读的过程中找出使用不当的词语，表
达不通顺的句子以及用错的标点符号。

为了让学生敢于在班上大胆地读出
来，可以先自己读，自行修改；再同桌互
读，互相修改；然后在小组内读，组员帮
助修改；最后在全班展示。只有让学生
参与到习作评改中，才能在自我反思、互
相交流中提高习作能力。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
东仁堡小学）

教学目标在哪里？如何完成教学
目标？这是教学的基本问题，也是多年
来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之一，但是，改
了这么多年始终没有走出灌输式教学
的误区，其根本性问题是教学目标的迷
茫或缺失。

让学生会学，一直是学校课堂教学
的重要目标，但现实中这个目标并没有
得到很好的落实，许多常态课堂的教学
目 标 依 然 停 留 在 把 学 生“ 教 会 ”的 层
面。为了追求 40 分钟内所谓的课堂教
学效率，课前教师做充分的预设，把教
学当做知识的单项灌输；课上一味地推
送知识，并反复讲解知识目标，试图通
过师生问答让学生理解、掌握。这样既
不尊重学生的差异，也不考虑学生的感
受，教与学的过程只有教师的教、少有
学生的学，教师成为“教题、教字、教知
识”的先生。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方法的
知识是最重要的知识”……这些理念人
人都懂，而现实中这些理念却局限于论
文或理论表述方面，教学实践中并没有
得到很好的落实。尽管有的教师重视了
方法的传授，但传授了学习方法之后却
很少给学生练习的机会。从小学到高
中，大家一直在“教”方法，每节课都在演
示教学法，却不敢放手让学生真正自学，
把“授之以渔”变成“示之以渔”。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不
仅 要 见 证 、吸 纳 ，还 要 持 久 反 复 地 练
习、印证，才能形成习惯和能力。好比
游泳教练教游泳，如果反复讲解游泳
需要掌握的要领，或者只是自己在水
里做示范却不让学员下水，学员则永
远学不会游泳。所以，如果将教学目
标定位为“会学”，教师就要真正放手，
把学习过程还给学生，让学生在自学
过程中将学习方法内化成为能力，而
不是只“说”不练。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校教学目
标是以“课时目标”为主。改革开放以
后，社会需求不断变化，能力、方法、习
惯、态度等非知识目标越来越受重视，课
时目标教学的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一节

课只能解决知识点问题，很难解决能力、
方法、习惯、思维等问题。于是，有人提
出了“单元目标”的概念。

“单元目标”主要从教师如何教的角
度入手，把文体相同、相近的文章集中在
一个教学单元，可以方便文体阅读和写
作方法的教学，可以集中表达某一项教
育意义、道德、情感、态度等。这样的目
标设计依然以推送、灌输知识为主，这种
目标主导下的教材编写，拼凑痕迹更加
明显。知识、能力、方法、思维、情感、态
度、价值观等多元学习目标，不容易形成
一个相对完整的目标体系。

新课程改革提出了“三维目标”，在
内容上更加全面，层次更加明晰。但是，

仍然是一种理论性目标。
无论是“教会”“学会”还是“会学”，

都无法在根本上触及教学的本质目标。
“会学”也并非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高目
标和理想的教学境界。

教学的最高目标应该是“想学”。信
息社会知识的更新瞬息万变，知识的传
播途径和传播速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受此影响，教育教学的方式和目标也
在发生巨大变化。网络数字时代最重要
的不再是对知识的占有，而是对知识的
选择与应用。如果一个学生想学习，不
用教师教，他就可以找到需要的任何知
识；没有教师传授学习方法，他可以找到
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与途径。如果一个

学生不想学习，教师即使准备再多、再好
的方法对于他也不会起作用。所以，今
天的教学目标不再是会学的问题，而是
学生想不想学的问题，也就是如何解决
学生学习内驱力的问题。

享受学习是教学的理想目标。人
生百年，从小学到大学是人生最美好的
时光，求学过程是否幸福快乐是一个非
常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为了一个不切
实际的就业目标，把整个青少年时期变
成人生苦旅，并非是一个良好的选择。
如何把学习过程变成一个快乐的人生
旅程，既是一种教育理想，也是一个现
实目标。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乐陵市实验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