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崔斌斌 电话：010-82296572 投稿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X I A N D A I K E T A N G
2017年7月12日 建设新课堂 4版

教学不能沦为一种控制
□杨向伟

《线段、射线与直线》自主学习学案
学校_____ 班级______ 姓名_____

一、小学阶段，你学习了线段、射线和直线的什么内容？什么题目给你

印象深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阅读教材，尝试构建本课的知识体系，体验自主学习的方法。

（阅读指导：看书要仔细，读懂每一小节表达的含义，思考教材中的每

一个问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巩固概念

1.数学来源于生活，从这组生活图片中，你能抽象出哪种线？

2.经过平整木板上的两点，能弹出一条笔直的墨线，而且只能弹出一条

这样的墨线。请说明理由。

3.你还能举出现实生活中可以近似看成线段、射线和直线的例子吗？

4.“经过两点有且只有一条直线”有哪些应用实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四、共同设计并解决问题

1.你认为根据本节课的例题 1可设计什么题目，以达到巩固基础知识

的目的。请试试。

2.你认为根据本节课的例题 2可设计什么题目，以达到应用基础知识

的目的。请试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课堂反馈，学生讲评

完成老师提供的问题，你能否自己讲评？请尝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六、归纳小结

1.这节课你有什么收获和体验，能与大家分享吗？

2.以往老师发现，许多同学不会小结，所以我今天用填空的形式引导大

家学会课堂小结（省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七、探究作业

1.完成第126页和129页的练习题。

2.探究题：过同一平面上三个点中的任意两个点，可以画几条直线？过

同一平面上四个点中的任意两个点，可以画几条直线？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问道课堂

设计学案要注意什么设计学案要注意什么

学案是学生在
课堂上获得

基础知识、培养学习方
法的重要载体，是师生
在课堂上共同成长的
美好蓝图。学案应该
如何设计？需要注意
哪些方面……本期内
容为你解答。

学案不是师生课堂上使用的习题集，
也不是捆绑课堂和固化师生课堂活动的

“紧箍咒”，学案应该是师生在课堂上共同
成长的支撑。从某些层面来说，当下有些学
校的学案成了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累赘，
成了影响课堂教学改革进程的因素，这必
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从“教案”到“学案”的转变，就是教学
重心由教师如何“教”到学生如何“学”的转
变。显然，学案相对于教案是一种进步。

但现实中，人们对学案的认识有许多
误区，比如——

教辅材料就是学案？一些教师不研究
学情，而是依赖教辅资料，使得自身的专业
成长陷入恶性循环，课堂教学效果自然令
人担忧。

学生的笔记就是学案？我曾听到有教
师直言：我反对印发的学案，如果这节课有
学案，那么学生的课堂笔记就是这节课的
学案。而事实上，学生在课上根本来不及抄
那么多题目，写那么多笔记。相反，学案可
以为学生的学习服务，起码不用花太多时
间抄这抄那。

……
那么，究竟什么是学案？在我看来，学

案，应该是教师引领学生学习这一过程的
方案。

如何设计学案？教师必须把自己的教
学目标转化为学生的学习目标，根据学生
的已有经验、自学能力等学情制定出适合
的学案。

总而言之，学案不仅要成为沟通教与
学之间的桥梁，而且要承担引导和培养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任，这也可以说是当
前人们在课堂上落实核心素养的重要方式
和路径。

当下，一些教师的学案从体例到内容、
从呈现方式到课堂操作，似乎有千篇一律
的倾向。一些所谓的学案让课堂走向机械
与死板，无形中消磨了课堂的灵动与激情。
因此，我们必须把握学案设计的基本原则、
要求和注意点。

我认为，学案设计应遵循以下基本原
则：一是厘清教与学之间的关系，遵循教为
主导、学为主体的原则，努力为学生提供更
多自学、自问、自练的方法和机会，使学生
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增强对学习的兴趣；
二是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实现掌握知识与
发展能力的统一；三是学案设计应符合学
生身心发展特点和实际需要，充分考虑不
同层次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从而具有
较大的弹性和适应性，实现个性发展与全
面发展的统一。

学案设计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第一，

应该具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并与教师的教
学目标相对应，突出学习重点与难点，使学
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都有明确的学习方
向；第二，便于学生学会构建知识体系，使
学生能够体验到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可
以通过创设特定的学习情境，使学生深刻
体验到自主学习的重要性，并认识到所学
知识在解决具体问题时的作用；第三，提供
适当的学习方法和策略，激发学生的自学
意识，提升学生的自学能力，同时要防止对
学生的思维造成不当约束；第四，提供检测
学习效果的材料，及时进行反馈与评价，进
一步明确整个学习目标；第五，不能把学案
设计成传统的教案或讲义。为此，教师不仅
要清楚课程标准和教材知识结构体系，还
要学习必要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针对当前学案设计最为突出的问题，
我认为以下几点值得重点关注。

学案设计要体现学科特质

不是所有学科都一定要有学案，如体
育学科。但如果设计学案，就一定要能够体
现本学科特质，如语文学科的培养阅读习
惯和数学学科的训练理性思维显然是不一
样的。

我曾看过一节七年级美术课《静止的
生命——外国静物画》，第一次看到美术课
用学案，我以为教师有些为“学案”而导学
的牵强。但一堂课下来，我却意外发现这堂
课学案的必要性。首先，学案基于七年级学
生的学情，为学习本节课内容进行导航，使
课堂效率大大增强。其次，学案对画面的构
图、造型、色彩等要素着力引导，使学生不
仅对美术具有了感性认识，更对画面有了
较为理性的把握……这些都通过学案达到
了教学的基本要求，自然且流畅。这节课
上，学案还规范了学生的学习方式，同时又
有一些“留白”，给学生更充足的自主探索
空间。

学案设计的核心依据是学情

以学定教——教师作出的任何教学决
策都应该以学为依据，应该基于学情而不
能随意，这是学案设计最为核心的部分。

当下，不少学案是部分甚至全部从网
上或教辅资料上“复制+粘贴”而来，很少
有教师考虑这些学案是否适合本地本校本
班学生的学情，很少考虑选择的题目是否
适合本校课堂教学改革的要求，很少考虑
学案上提出的方法是否适合本班学生“学
会学习”的要求……这些情况反映出一个
问题，学案设计一定要依据学情，否则就可

能会因“水土不服”而耽误学生的学习，其
深层危害亦显而易见。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下许多教师会
自豪地说起自己的课改经历或课改经验。
因为他们以为，让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做习
题就是基于学情了，让学生做学案上的问
题就是问题导学了，让学生先看教材就是

自主学习了……他们以为这样的课堂就是
改革的课堂了，甚至以为这就是课改成功
的课堂了，其实并不是这样。

学案设计因教学内容而不同

语文教学中，散文与议论文文体不同，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的学案也就不可能相
同。数学教学中，数学概念与数学规律（定
理或公式）的学案设计也不一样，概念教学
可以在学案上提示学生根据教材自主学
习，因为概念常常是一种固定内容，往往不
需要探究“为什么”，学生通过自主先学初
步理解、记忆即可。而定理、公式等数学规
律教学，就不能运用前面的方法，而是要提
前在学案上设计能发现问题的情境，让学
生在自主学习中发现规律，真正体验学习
的过程，感受自主发现、解决问题的成就感
和乐趣。否则，就可能变成以破坏学生好奇
心为代价的教学。

比如勾股定理的教学，学案上如果以
“阅读教材，能讲出勾股定理”的要求出现，
就会让学生失去自主探究的欲望。相反，可
以在学案上根据赵爽弦图、毕达哥拉斯在
朋友家客厅里的发现为案例设计问题情
境，引导学生发现勾股定理。

所以，从自主先学的角度看，我认为要
有两类学案，一类是基于概念或记忆的知
识，就是可先看教材的学案；还有一类，就
是为了保护学生好奇心而不能提前看教材
的学案。

学案设计因课型而不同

新授课与复习课的学案不一样，实验
课与试卷讲评课的学案不一样……

比如，《二次函数》新授课的学案，可以
以发现二次函数图像性质为主进行设计；
而《二次函数》一轮复习的学案设计，可以
在开放题的背景下，引导学生在发现问题
的过程中完善知识体系、题型体系、思维方
法体系。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崔允漷认为，“教
案”的事实形态大概有三类：一是关于教
师“怎么教”的方案，这是名副其实的“教”
案。二是关于“教或学什么”的方案，可以
称之为“学”案。不过，它与现在人们常说
的学案或导学案还是有点区别的。这里的

“学”案是指教师只关注内容（即学什么），
不太关注目标或呈现方式，也不太关注评
价。三是关于学生“何以学会”的方案，即
从主题内容与学情的分析中，明确期望学
生学会什么。然后再来设计应该教或学什
么，怎么教或怎么学，如何完善课堂的形
成性评价，以便作出新的教学决策。最后
设计课堂评估或作业评估任务，从而检测
学生的目标达成情况。

我想，这对我们如何设计学案也应该
有所启发。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南通市教育科学
研究院）

□符永平

课堂教学中，许多教师从问题的生成、
预设开始，就主导课堂的进程和节奏。他
们始终掌控着学生的学习，生怕课堂“失
控”，确保课堂教学整齐划一，不走样、不
变形。

为了驾驭得力、顺手，多数教师课前尽
可能把学生的各种问题都考虑到，做到胸
有成竹，“放学生千里之外，一招手便会回
来”。而超出教师设计范围以外的“意外”
内容和问题不敢大胆拓展，更不愿放手让
学生进行自由的思维发散，总是“小心翼
翼”地控制着课堂教学。

学生是课堂的主人，驾驭课堂的本质
是控制学生，而控制学生最有效的策略是
控制学生的思维。

教师驾驭课堂，实际上是通过自己为
学生设计的活动牵着他们的鼻子走，教师
指向哪里学生就往哪里走，学生在课堂上
没有质疑，没有争论，更没有创新。我们很

难期待这样的课堂能激活和释放学生的学
习潜力，高质量的课堂教学自然也就成了

“空中楼阁”。
教师驾驭课堂，表面上完美无瑕、行云

流水，实际上却束缚和限制了学生的思维，
学生在课堂上没有独特的学习视角，无法
彰显个性，这样“顺畅”的教学就是一种封
闭式教学，教学效果无异于“捡了芝麻丢了
西瓜”。

其实，“失控”的课堂或许才更精彩、更
有价值。课堂“失控”了，才能让学生乐于

表达所见、所感、所想，才能让学生有独特
的学习体验和感受，促进学生的自主发
展。课堂的“失控”和“可控”是一种辩证关
系，教师敢于放手，不再控制课堂，才能充
分放飞学生的思维，这样的课堂才算是真
正“可控”的。

教师在课堂中不必刻意追求教学的
完整性，应该允许课堂上缺憾、意外的存
在。教师要从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出
发，立足文本，拓展相关知识点，适时设
置值得探讨的话题让学生辩论，让不同

的观点在课堂上交锋，把探究的问题引
向深入，让课堂教学成为人人参与的“头
脑风暴”。

比如，我在数学课上会鼓励学生探
讨“0 为什么不是正数”“为什么计算法
则不先算加减后算乘除”“地图上的方
向为何不是上南下北、左东右西”等新
奇、古怪的问题，我有时也会与学生争
得“脸红脖子粗”，但让他们对许多问题
产生了兴趣，也让他们拥有了满满的获
得感。

教师只有鼓励学生敢于表达个人的独
到见解、挑战教师的权威，培养他们的思辨
意识与批判性思维能力，做到对学生思维
能力训练的“失控”，才能彻底解放课堂、解
放学生。

虽然教师“失控”的课堂有时显得“杂
乱无章”，但这恰恰使学生的发散性、求异
性、创新性思维能力得到极大的拓展。我
们的课堂正需要让“学生思维”先于“教师
思维”，教师跟在学生后面走，让一切问题
从学生中来，到学生中去，使学生真正成为
课堂的主宰者。

教学不是一种控制，而是一种解放、尊
重、信任……厘清课堂教学“可控”与“失
控”的内在逻辑，解开禁锢课堂的“枷锁”，
才能激发课堂教学的无限活力，构建出一
个丰富多彩的课堂。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西
王庄镇郭里集中心小学）

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