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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雪瑜

在学科教育领域，不同学科的学

习都在为学生整体的发展贡献着自

己的力量。而数学教育对发展学生

核心素养的独特贡献，主要体现在科

学精神、学会学习和实践创新上。

课堂上，如何落实数学学科素养？

以终为始，发掘隐藏在知识形态

下的数学核心素养。教师对数学的

深度理解，是上好数学课的前提条

件。当教师能够挖掘数学知识蕴含

的价值观资源，并以恰当的方式教给

学生，才能有效实现数学课程的育人

目标。

去年，我到北京市海淀区育英学校

分校参与同课异构活动，内容为《用公

式法分解因式》第一课时，我从学生学

习的显性知识递进和深层思维成果两

个方面进行设计：课堂预设两大主线，

以所学知识为明线，以引导学习方法、

培养学习思维为暗线，构建课堂思路。

“知识学习”主线设计：教材因编

排需要，常常隐去知识的来龙去脉。

学生学习数学知识，如果不注重知识

的发生过程，会失去感悟的机会。为

此，我先从厘清本课知识间的逻辑顺

序及结构开始，研究建构引导学生学

习的思维框架。然后站在与学生学习

过程的相逆角度，自上而下，理顺思

路，期望还原知识生成的原本路径，为

学生设计逻辑连贯的学习过程——

从贴近生活的实例低起点引入，意

在引出用字母a，b表示数时的平方差公

式，为主题研学提前搭建思维框架。

新知探索从学生的思维起点开

始，在学生的每一步思维走向中，重

点针对“学习的心脏”课堂问题进行

设计，如探索“识别可用平方差公式

分解的多项式，并归纳其结构特征”

过程中，精心选择了各种类别多项

式，有三项式、二项式，符号相同的、

符号相异的，带平方的、不带平方

的，有直接可以看出的、有转化后方

显特征的。学生在自主学习，观察

比较中获得感悟，进而“归纳生成”

识别方法。

探索的最高峰是在新知与旧知

融合阶段，依然采用学生熟悉的实践

问题引发思考，将本节所学成功纳入

原有思维体系，初步感知提公因式法

和公式法混合使用的思维策略。

学以致用是知识探索的最高目

标，故课下研学模块设计涉及两方面引

导。其一，本节课公式探究中，学生积

累的探究活动经验，成为以后自主学习

的宝贵财富，所以建议他们用本节积累

的数学探究方法和思维策略，独立自主

预习第二课时《用完全平方公式分解因

式》相关教材内容；其二，为学生开启所

学内容通向现实世界的一扇门，使他们

了解到因式分解与现实密码技术的密

切关联，并提供“可因式分解的量子计

算机研制成功”对密码安全产生极大影

响的相关信息，鼓励他们自行查阅资

料，以此为契机展翅翱翔。

“培养学习思维”主线设计：本节

课的公式教学内容，是学生获得学习

方法、发展思维的良好载体。因此，

把学生理解公式结构的不变性及公

式中字母 a和 b的可变性作为本节课

的思维向导；以感悟多变的“复杂的

多项式”向不变的“平方差公式结构”

转化的数学思想作为引领重点。

在本节课学习的最高峰，呈现本

课整体思维框架，掌握蕴于数学公式

学习中的通法，并引领学生体味数学

中的大道——以简驭繁。

将以上思考作为制定学习目标、

学习流程、主题探索中的路径及核心

问题的暗线。

理解数学，理解知识背后的价值

观资源，这些与学生的长期利益密切

相关。相信，在理解到数学如此美好

的瞬间，知识表层下面那些隐藏在思

维深处，那些探究过程中令人心动的

精彩才会被挖掘。

设计学习过程，帮助学生跨越学

习障碍。《学习的本质》中，对学习有

如下见解：“学习者不是单纯的参与

者，而是他所学东西的创造者。”基于

此，我们所设计的教学过程呈现于学

生面前时，应该是已被演化为一个完

整的学习过程，是数学知识的一次再

创造过程。那么，如何才能设计出更

科学的学习过程？

2014年，我参加初中数学优秀课

展示与交流活动时，观摩了一节“乘

法公式”课，学生在两个小和尚打扫

庭院的情境问题中进入本课学习。

点评时，评委抛出的第一个问题

是：你认为“乘法公式”是从哪里来

的？此问一出，似一石激起千层浪，

评委的点评依此展开：“乘法公式不

是从两个小和尚打扫庭院里来的，而

是整式乘法学习后简化运算的需

要”，我意识到，追求数学本来面目的

大门已徐徐拉开。

教师对数学的理解，是设计学生

学习过程是否科学高效的前提。另

外，数学学习过程中有相对于其他学

科更难对付的障碍。例如讲全等，这

个全等符号“≌”的写法，初学时学生

往往会写错；再如学生在化简根式

时也常会出现一些错误，这些都与曾

经的知识积累有一定关联。

因此，在新知学习中有些旧习惯

成为一种必须跨越的障碍，因为它有

时会成为学生的“绊脚石”。课上，教

师可以寻找写错的例子与正确的作

对比，在原认知和新认知的“对质”中

让学生去辨别。

与时俱进，让数学与信息技术融

合绽放更多精彩。随着社会的飞速

发展，信息技术必将进入并影响我们

的课堂。应该说，计算机的模拟实验

与实物的实验相比，其所依据的原理

本无实质的不同。但精确性、直观性

却大为改观。从模拟的范围、种类、

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实物模拟。几

何画板动态演示框架的变化过程，借

助其强大的测量功能，图形的直观与

数量关系完美的融合，使实验推理在

计算机的辅助下获得最佳效果。

最近，我参加了一次北京的信息

技术与课堂融合会议，感到信息技术

的日益强大，比如在动态问题中研究

一般规律，利用动态效果定性定量结

合去研究，就很容易发现深藏的结

论。再如大数据的使用，学生的自我

成长变得更加精准。

然而，信息技术的使用也需要智

慧，如果让先进的技术完全代替学

生亲身体验的所有机会，也不是一

件好事。理解技术，一定要处理好

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之间的关系。

在变化的世界中一定有不随时间而

改变的原则，其寻找的过程是一种

智慧。希望数学教学中信息技术的

使用变得更加理性，进一步发挥出

其独特的优势。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涿州市实验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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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核心素养，除了理念的论述，更需要学科在

课堂教学中的具体转化。无论是“学科表达”还是

“教师理解”，最终都应聚焦在课堂。本期，我们聚焦

高中数学、历史、政治三门学科，通过案例解析，找到

核心素养在学科教学中落地的方法。

问道课堂·高中学科素养如何落地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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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茂刚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要求落

实唯物史观、时空观念、史料实证、历

史解释、家国情怀五大素养。看似简

单，却需要教师认真研究历史课程教

材、细心观察社会发展需求、理性思

考学生成长规律。只有在知识理解、

教法学法、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优

化，将“普通知识传递”转化为“思维

训练盛宴”，激发学生的灵感，从课堂

上找到“落点”，才能让核心素养充满

生命力和成长力。

课堂上落实历史核心素养的途

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立足职场需要，挖掘学生潜能，

以未来观当前，用历史促现实。普通

高中学生学习动力缺乏的一个重要

原因是没有明确的职业发展观念，目

光相对短浅。因此，激发学生的求知

意识，分析未来发展趋势，提升个人

综合素质就显得格外重要。历史课

程中，教师在认真研究教材内容的基

础上，可以充分考虑到社会发展需

求，借助职业规划理解历史事件。例

如，教师在讲解孔子的儒家思想时，

可以重点展示孔子的人生经历。

以孔子人生经历时间表和周游

列国的图示为线索，简单体现出时空

观念，这种设计下可以作出比较科学

的历史解释。

首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根据孔

子家庭背景作出孔子职业观的预测，

这样能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同时也能

培养学生的职业观；其次，根据孔子

不同时期的人生选择，分析影响孔子

抉择的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孔子

仁、礼、中庸之学、教育哲学等相关思

想；再次，根据“孔子周游列国地图”，

一方面说明春秋后期各区域经济政

治联系加强，体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

筑的影响，另一方面说明实现理想的

艰难性及其追求理想的执着性；最

后，孔子出生鲁国，多次离开鲁国，却

又在鲁国危难时替鲁国解围，最后也

魂归鲁国，以此体现家国情怀观念。

这样的教学设计立足于学生认知基

础之上，以“择业观”为切入点，引导

学生认识树立理想、追求理想和实现

理想的不易，充分认识个人能力与社

会环境在个人价值实现方面的影响。

结合学术成果，去“熟悉化”观

念，多元角度论证，全面看待史实。

普通高中历史课堂学习常常以教科

书为主，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常常带

着“熟悉化”观念，习惯于贴标签。

时空观念之下，要求我们站在特定

历史角度分析历史史实。例如，教

材中对李鸿章的描述为“签订了一

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出卖国家利

益，是个十足的卖国贼”。查询史料

会发现：慈禧太后称李鸿章为“再造

玄黄”之人，《清史稿·李鸿章传》评

价李鸿章为“中兴之臣”。通过展现

不同史料，结合学术研究成果，我们

能够全面了解历史史实，更能够培

养学生的批判思维意识，摆脱历史

标签看待历史史实。

根据先验世界，融合日常生活，

综合交叉学科，以活动促理解。普

通高中历史教学“去陌生化”要立足

于学生已有的先验世界，其方法在

于充分根据学生日常生活经历，综

合各学科知识，从学生最熟悉的场

景和人事出发，建立与历史知识之

间的联系。例如，讲解中外历史人

物评说之唐太宗时，我根据学生已

有经验，对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归纳

问题如下：

秦始皇小时候遭到嫪毐、吕不韦

的压迫和排挤，这与后来秦始皇施行

暴政、劳民伤财的残酷政策有关系

吗？公元 626 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

之变，弑兄杀弟，迫父退位。为什么

李世民在权力与亲情面前，会选择前

者而舍弃后者？唐太宗为什么要求

长生之术呢？他身边的谋士魏征对

他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李世民

的妻子长孙皇后为少数民族，这为他

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和政策是否有影

响？李世民的后代为什么没有继承

唐代的辉煌，而有的皇帝却能继续这

种辉煌……

当学生归纳出这些问题，历史课

就不单单是知识的传递，而是一场思

维的盛宴，既体现学生对现实生活的

思考，又看到学生对生活的追问。

历史核心素养重在历史解释，落

实核心素养并不是刻意为了核心素

养而进行教学设计，而是在历史教学

中“春风化雨，润物无声”，通过多角

度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史实，多渠道

梳理日常问题和成长轨迹，多层次研

究社会生活和个人潜力，以此把握史

实的连续性、史料的多元性、资源的

生活性和实践的主体性，从而培养学

生在成长过程中应具备的基本品格

和必备技能，更好地适应社会和时代

发展需求。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汉中市南郑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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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佳妮

政治认同、理性精神、法治意识、

公共参与等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涵

育，必须通过还原真实生活情境的体

验活动和实践活动来实现。因此，我

不断探索“选择生活化活动，形成有

效的课堂参与，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

养”的教学策略。通过与学生生活实

际相联系的生活化教学活动，让学生

在活动中高效达成三维教学目标，有

效涵育学科核心素养。

亲身体验，增强文化自信，增强

政治认同。由于中学生参与政治生

活的机会比较少，对政治知识的了解

大多来源于课本或新闻报道，缺乏实

际的体验。因此，高中政治课培养学

生的政治认同需要创设生活化情境，

让学生亲身探究体验，在情境中了解

政治生活。

比如，在教学《文化生活》“加强

思想道德建设”一课时，教材选用“方

志敏，雷锋，杨善洲”三个杰出人物，

其思想道德的共同之处是为人民服

务。如何向榜样学习？我设计了以

下活动内容：一是寻找道德榜样；二

是探寻榜样的美德故事；三是制作榜

样美德故事的幻灯片。在这个活动

中，有的学生以雷锋为榜样，有的学

生以“感动中国人物”为榜样，有的学

生以同学为榜样……学生们把自己

搜集的资料制作成幻灯片，学生代表

展示资料，边播放边解说给其他同学

看。一系列的活动，既让学生了解了

中华传统美德和历久弥新的品质，认

识了人们心目中的思想道德模范是

怎样的，又让学生领悟了怎样加强思

想道德建设，增强文化自信和政治认

同感。

寓情于理，学会独立思考，培养理

性精神。如果脱离情境，知识仅仅是一

个符号。因此，在高中政治课教学中落

实核心素养，必须寓情于理，层层追问。

比如，在教学“博大精深的中华

文化”一课时，我设置了“吃货搜美

食”的情境导入新课，让学生搜索

“潮汕美食”。在学生们争先恐后地

展示中，最后引入“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表现在哪里”，问题层层递进，图

片不断强化视觉感知，交流互动持

续深入。在讲解“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的表现”时，我让学生结合中华文

化的实际说一说，使学生自我领悟、

自我总结，最终领悟中华文化的力

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

力和凝聚力之中。

明辨是非，提高法律素养，培养

法治意识。当前，部分学生缺乏基

本的法律知识和法律素养，缺乏对

法律制度和社会规则的敬畏。因

此，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需要教师

有目的地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帮

助学生解决问题。在这个过程中，

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合理的方法感

知法律，将法律知识和法律情感内

化，从而提高法律素养。

比如，在教学《政治生活》“政治

权利与义务”一课时，我以一曲《常回

家 看 看》引 入 ，多 媒 体 展 示 资 料 ：

“2013年 7月，新修改的《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正式施行，新法第 18 条第 2

款规定：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问

候老年人，将子女常回家看看作为一

个硬性规定列入法规。”接着，启发学

生思考：“作为子女，你有什么权利和

义务？”学生总结归纳：“未成年时，有

被抚养和受教育的权利，成年后对父

母有赡养的义务。”我继续引出：“公

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义务有哪些？

权利与义务有什么关系？”

如此一来，既让学生获得了可见

可感的实际体验，又有效培养了学生

的法治意识等法律素养。这样，有利

于让每个学生树立法治意识，成为社

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参与者、遵守者和

捍卫者。

勇于担当，唤起责任意识，引领公

共参与。为了更好地引领学生参与社

会活动，做一个有担当的公民，我在课

堂教学中结合汕头市“创文活动”，鼓励

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引导学生热爱家

乡、热爱本民族文化，为家乡建设服务。

比如，在教学《生活与哲学》“围绕

主题，抓住主线”一课时，我在充分分

析学情的基础上，以汕头市的发展为

背景，设计“汕头创文”的探究活动，让

学生在分享家乡美的过程中发现问

题，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思考汕头因

何而美、如何更美。学生在熟悉的生

活背景中，感悟了汕头文化的博大精

深和科学发展的美好未来，在潜移默

化过程中增强了为家乡贡献青春年华

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学生在“入境、明

理、动情”的过程中，学会在共建中尽

责，在担当中成长。

综上所述，核心素养的概念贯穿

于政治课教学始终，并引领、指导着

教学，从表面所彰显出的学科育人价

值，到深层次影响学生的终身发展，

一步步把“教学”升华到“教育”。同

时，各学科独有的育人功能的发挥，

也影响着核心素养体系的构建。正

是在教与学的互动中，核心素养转化

为学生的能力，升华学生的情感，从

而促进学生的有效发展。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汕头市金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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