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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正的“生本”

□王崧舟

原则再大，也大不过课堂。

在生本教育倡导下，许多课堂呈现出一

些新特点，但也不同程度存在值得探讨的

问题。

以《普罗米修斯》一课为例，教师在执教

时，重点往往定位在理解普罗米修斯的勇敢、

正义、献身、大爱上。根据“生本”原则，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落实以学定教、先学后教、

顺学而教。因此，教师会围绕重点设计导学

单，引导学生按照导学单自主学习，然后顺着

导学单组织学生逐一汇报学习成果。教师根

据学生的汇报相机点拨、因势利导，最终实现

对普罗米修斯这一神话人物性格的理解。

如果说课是按照“生本”原则设计的，过

程也严格按照“生本”程序实施，那么“生本”

应该做得很到位了吧？

事实如何？课后，有学生向教师提问：宙

斯是众神领袖，为什么不允许人间有火呢？

为什么自己不去人间收回火种呢？为什么大

力神救了普罗米修斯，而他却不管不顾呢？

我们必须清楚，这些是学生的真问题、

真困惑。要知道，如果生本课堂不能充分暴

露学生的真实学情，不能根据真实学情生成

教学策略，就不能称之为生本课堂。

教师在重新执教《普罗米修斯》时，把重

点定位在直面学生对宙斯的种种质疑和困惑

上，教学过程依然落实以学定教、先学后教、

顺学而教，用的还是导学单，不同的是，教师

设计和实施的重点放在了学生的真问题上。

这回，真实学情得以充分暴露……

由于问题是学生提出来的，因此还要由

学生自己解决，学生汇报的观点大致为：火

是神的专利，只有神才有资格使用火，人比

神要低一等，因此宙斯是不会允许人间有火

的；宙斯其实完全可以从人间收回火种，但

为了体现自己作为众神领袖的权威，也为了

对其他神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所以必须命

令普罗米修斯取回火种。

对于“大力神救了普罗米修斯，宙斯却

不管不顾”这一问题，学生众说纷纭：有的

说，大力神赫拉克勒斯是宙斯的儿子，所以

就网开一面了；有的说，大力神救普罗米修

斯时，宙斯并不知情，等知道结果时已经来

不及了；有的说，大力神为了救普罗米修斯，

专门找了一个替身，宙斯以为普罗米修斯还

一直被绑在高加索山上呢；有的说，大力神

救普罗米修斯的时候，普罗米修斯已经在高

加索山上被绑了整整三万年，宙斯早把这事

儿给忘了。

根据“生本”原则，在学生充分展示学习

成果后，教师必须顺学而教、对症下药。为

此，教师给予这样的点拨：根据古希腊神话

故事，宙斯知道这件事后没有不管不顾，而

是大发雷霆。为了平息宙斯的怒气，赫拉克

勒斯把马人喀戎带来做了普罗米修斯的替

身。不过，宙斯还是要普罗米修斯的手腕上

永远戴着一只铁环，上面连着一块高加索的

石片。这样，宙斯就可以夸耀他的仇人仍然

被缚在高加索山上了。

这一次的“生本”应该做得很到位了吧？

事实呢？课堂上的普罗米修斯仿佛又一

次被缚了，不是被宙斯缚在高加索山上，而是

被教师的“生本”原则缚在了教学目标的边

缘，取而代之的是关于宙斯的种种为什么。

究其原因，是学生的质疑偏离了教学重

点？还是学生围绕质疑的种种解疑遮蔽了

普罗米修斯？执教者解释，自己是自觉按照

“生本”原则在做，但学情如是，结果不尽如

人意。

据我所知，类似案例绝非个例。是原则

至上还是实事求是，这是当前以及今后深化

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重大问题。“生本”一旦

被原则，教师就可能罔顾事实本身，该讲的

不敢讲，该指的不敢指，该调控的不敢调控，

该评判的不敢评判，其结果恰恰是对“生本”

最大的伤害。

真正的“生本”，是实事求是，而非原则

先行。教师尊重并正视人的鲜活性和课堂

的复杂性，才是“生本”的根本原则。未来的

课堂建设，还需要实事求是地在“生本”上下

功夫。

（作者单位系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18新论 问道课堂·开学第一课

上好迎春上好迎春““第一课第一课””

在两会召开之际，各地中小学也先后开学。作为迎春的“第
一课”，学校如何设计？学科教师怎样谋划？周刊特别聚焦新学期
的“第一课”。

万事开头难，特别是面对新学期的“第一

课”，如何将学生迅速拉回学习的美好时光，

开启一个“光明”的新学期？作为学校，应该

给予引领；作为教师，值得深入思考。

让每一所学校、每一位学科教师都能上

好本校、本学科新学期课堂教学的“第一课”，

让师生在课堂中共同开启美好的春天，我认

为需要从学校和教师两个层面来思考和

设计。

学校层面精心设计
大舞台开阔学生眼界

事实上，“开学第一课”由于其特定的时

间安排，能够给学生带来更为深刻强烈的印

象与情感冲击力。因此，许多学校非常重视

设计学校层面的“开学第一课”。

比如，一些学校探索将社会教育资源引

入学校，成为内容、形式都比较开放的“开学

第一课”。上海市的中小学开学较早，2月底

刚刚开学的一天清晨，上海民办华二初级中

学和浦东新区竹园小学的学生就在教师带领

下走进上海科技馆，参观“一带一路”五年影

像展，并聆听讲解员的细致讲解。馆方表示，

以参观展览为开学第一课，旨在面向中小学

生开展“一带一路”认知教育，让他们深入了

解“一带一路”倡议，切实增强他们的民族自

豪感和历史使命感。

在上海科技馆，“一带一路”五年影像展

以图片为主、视频为辅，还引入了虚拟现实、

魔墙互动平台系统等高科技展示手段，为公

众搭建了一个形象了解“一带一路”文化教育

的平台。参观过程中，上海科技馆讲解员向

学生详细介绍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

建设、人文风貌、自然风景、社会百态，包括 9

个主题板块：“大道之行”——“一带一路”概

况，“丝路桥头堡”——上海与“一带一路”，

“美美与共”——“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约会

吧丝路”——丝路上的中国人与中国企业，

“诗与远方”——“一带一路”人文与自然美

景，“丝路童心”——“一带一路”上的孩子，

“ 我 的 丝 路 ”—— 开 车 走 丝 路 ，“ 空 中 之

眼”——空中看丝路。

通过这一方式，学生强烈感受到丰富的

场馆资源是良好的学习空间，借助这些新的

学习场域和空间，更好地了解了社会、体验了

生活。而上海科技馆为吸引学生参观学习、

体验，培养学生从小爱科学的兴趣，还精心设

计了“科学 LIVE秀、科学列车、STEM 科技馆

奇妙日、3D打印创客课堂、科迷工作坊”等专

题内容，自然博物馆中的自然探索移动课堂、

小小博物家、绿螺欢乐多等都是学生喜爱的

活动。学校也提醒学生：闲暇时，可以多到博

物馆、科技馆转一转，这是非常不错的学习

机会。

2 月 23 日，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

小学的学生一大早便坐在教室，收看由校园

电视台直播的《开学第一课》。课堂的主讲人

是4位学生家长，他们生于不同年代、来自各

行各业，以各自的经历和行业的变迁发展讲

述了改革开放的故事，聊过去、看现在、望未

来。家长戎爸爸是一位“70后”，1992年至今

都在汽车行业工作，他向学生展示了上世纪

我国生产的“红旗牌”汽车和“上海牌”汽车老

照片，这两辆外形“奇怪”甚至已经停产的汽

车，令学生感到好奇。由此展开，戎爸爸又讲

到电动汽车、无人驾驶汽车等新产品、新技

术，将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娓娓道来。之后，

另有3位家长分别介绍了新闻、医疗、国企三

个行业的改革变迁……学校巧借家长资源，

让学生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变化。

我还参加过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学院实验

中学举办的“开学第一课”：在历练中成长

——奥运冠军徐莉佳对话实验学子。整个开

学第一课分为 3 个环节：观摩 VCR、对话访

谈、互动提问赠书。简短的 5分钟 VCR观摩

环节，让全场师生概括了解了徐莉佳的奥运

冠军成长之路；在对话环节，徐莉佳回顾了自

己的运动生涯，讲述了自己顽强拼搏获得奥

运会金牌的过程，她鼓励学生在困难面前要

迎难而上，要勇敢追求梦想；在提问赠书环

节，徐莉佳向学生普及了帆船运动的知识，为

学生送上自己签名的作品《跟奥运冠军学帆

船》。学生近距离接触奥运冠军，从奥运冠军

的生活故事中加深了解了帆船运动的知识，

感受了奥林匹克运动的魅力……

这些都是学校层面的大设计，以开阔的

空间和舞台，为学生开阔眼界、提升认识打开

一扇美好的“窗”。

学科层面高屋建瓴
大格局激发人生追求

从改进和优化日常的教学实践出发，我

喜欢做一些探索。从不同学科的教学实际出

发，上好每学期的“开学第一课”，自然成了我

的关注对象。

我们一线教师怎样上好新学期第一节

课？新学期第一节课的视角和定位在哪里？

每学年、每学期、每学段第一节课应当教给学

生什么？教师一定要整体设计，从学生知识

建构、能力发展的高度，让学生学得明白——

清楚知道这一学年、这一学期、这一学段要往

哪里走。只有教得明白、学得明白，才能真正

有效提高“教”的质量。

我曾经在听课时记下了一位初中语文教

师的“开学第一课”：

课堂上，语文教师首先讲述一个故事：有

位老人在河边钓鱼，一个小孩走过去看他钓

鱼，老人技巧纯熟，所以没多久就钓上了满篓

的鱼。老人见小孩很可爱，要把满篓的鱼送

给他，小孩摇摇头，老人惊异地问：“你为何不

要？”小孩回答：“我想要你手中的钓竿。”老人

问：“你要钓竿做什么？”小孩说：“这篓鱼没多

久就吃完了，要是我有钓竿，就可以自己钓，

一辈子也吃不完。”

教师从这个故事启迪学生得出结论：一

是相信自己，勇敢面对；二是养成习惯，重在

坚持；三是注重方法，培养能力。进而，教师

提出了“学好母语八大建议”：练好语文基本

功、优秀诗文常记诵、常看书刊做书虫、勤思

多写善积累、基础知识早下手、语文笔记贵坚

持、课本知识贯始终、热爱生活多留心。

教师还与学生分享了名人的读书心得，

并指导学生掌握读书时的摘抄、随笔要求：每

人一本摘抄随笔本，每周做摘抄；摘抄每周至

少 600 字；随笔每周至少 600 字；课堂笔记本

课上随时记录。教师还向学生提出了本学期

的读书要求：人手一本经典文学著作，班内交

流阅读感想。

最后，教师为学生展示了语文学习的美

好梦想：语文是一个梦，一个温馨而浪漫的

梦，一个需要用一生的良善和纯真去守望

的梦。

在这节课的教学中，语文教师更多基于

某一高度的认识，揭示本班本学期语文学习

的一个计划，指导学生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

习惯。

还有一位高中数学教师，在高一“开学第

一课”中是这样设计教学的：

数学教师首先告诉学生，在各门学科中，

数学是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判断能

力、反应能力和聪明程度的学科，良好的数学

修养将为人一生的发展奠定基础。

接着，教师从“数学的趣味性和重要性”

“初高中数学的差异”“建立良好的数学学习

习惯”“今后数学学习的具体要求”四大维度，

引领学生整体认识数学及学好高中数学。

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从“知识的差异”

“思维习惯的差异”“学习习惯的差异”“教学

的差异”四个方面认识初高中数学学习的特

点与差异。

例如，就“思维习惯的差异”而言，初中学

生由于学习数学知识的范围小，知识层次低，

思维有局限，初中只学了平面几何，并不能对

三维空间进行严格的逻辑思维和判断，代数

中数的范围只限定在实数中，也不能深刻解

决方程根的类型等；高中数学知识具有多元

化和广泛性的特点，将会帮助学生全面、深

刻、严密地分析和解决问题，提高学生的思维

递进性。

就“学习习惯的差异”而言，初中数学教

学内容少，教师针对一些重难点反复讲解，各

个击破；教师讲解细，类型齐全，学生只需记

住概念、公式和例题类型，从而模仿解题，因

而初中特点是“学习——模仿”；而高中数学

的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要求高，教学进度快，

题目难度加深，重难点也不可能像初中一样

反复讲解，高一教学主要是引导学生学习，培

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因而高中特点是“学习

——模仿——自主探究”。

针对“高中数学学习的具体要求”，教师

提出：准备笔记本、错题本各一个；对所学知

识每天要进行系统总结；大胆思考，及时提

问；重视错题，错不重犯。

最后，教师由数学学习拓展到整个人生

的认识：学会接受现实；竭尽全力而不是尽力

而为；做最好的自己，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

这节基于数学、聚焦数学，又从数学学习

拓展到人生学习的数学课，为学生留下了深

刻印象。

细想之，“开学第一课”实际上承载了学

校教育及每位学科教师在教学实践中顶层设

计、整体布局、运筹帷幄、高屋建瓴的使命。

作为教师，组织开展学科教学必须把动力放

在定位格局上。

因此，每位学科教师都应借助“开学第一

课”学会学科布局，从学生作为“完整的人”的

培养高度出发，进一步强化课程意识，在课程

建设的思路下，优化课堂教学设计、优化学程

安排，更好地促进学生主动学习、主动建构，

从而获得更好的发展。

（作者单位系上海市虹口区课程管理与

指导中心）

□汤立宏

征 稿
（投稿请注明栏目名）

【课事】 好课堂里出故事，好故事里

有教育。关注课堂发生的那些有价值、有

意思的故事。“事”关学生、“事”关课堂、

“事”关课改，突出课堂里的故事味，故事里

的课堂味。每篇1600字以内。

【观课笔记】 寻找一节课的亮点，思

考如何借鉴；发现一节课的问题，思考怎

样避免。透过课堂表面，挖掘更深层次的

教育意义；通过课堂观察，倾听核心素养

落地的声音。欢迎您记录自己的观课笔

记，分享自己的听课心得。1500字左右。

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咨询电话：010-82296569

终于，历经 6 个小时，老师们录制完了

优质课比赛视频。上公开课，并不新鲜，但

录制视频却是头一次。在好奇之中，大家是

抱着三分认真、七分看热闹的心态开始这次

录制的。

课的内容比较简单，而且还是我们以前

学过的。上课没几分钟，我发现大家的心思

似乎都不在这堂课上。老师提问时敷衍地

举个手，之所以敢大胆举手，是因为知道老

师压根就不会提问自己。当要小组讨论时，

大家也不知道在讨论什么。再加上马上就

要考试了，同学们都忙着复习。于是，这一

节课真是漏洞百出。可能我们老师是第一

次录制这种视频课，课件频繁出错，同学们

也不太配合。到后来，这节课草草收场。老

师课后自己对这节课的效果不满意，班主任

也沉着脸，强调要我们好好配合。说完，便

拿出一摞试卷。

本来我还觉得这次体验很新鲜，但当我

看到有的同学作为“托”被叫出去后，就再也

不想配合了。这与演戏没什么两样。难道

所谓的优质课都是这样演绎出来的？那也

叫优质课？真正的好老师，应该是凭着自己

的能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而不是事先就跟

学生们打好招呼，让他们主动配合。

这样的优质课录下来一看，效果有了，

学生都很积极，都听懂了，可有什么用吗？

证明一个老师的演技好？还是学生的演技

好？上课可不是演戏。演戏那是真的去演，

目的是拍出好作品。而上课的目的是教学，

拍出这么好看的作品又能怎样呢？也许，老

师也有老师的难处，但这种没有意义的课，

我是真的不想再上了。

如果所有的优质课都是这么拍出来

的，那么我就要再想想了。以前我曾看到

校园里有一些宣传栏，上面说这个老师获

了什么优质课大奖，现在想想，这中间的事

谁又说得清呢……

（作者系湖北省鄂南高中学生）

学生看课

优质课还是表演课
□陈宇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