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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等 2 分钟，马上就讲
完。”这是英语教师，学生叫他

“小拖”。下课铃响 5 分钟后，
老师还在讲，这是数学教师，
学生戏称他是“中拖”。班主
任最厉害，经常是下课铃响后
开始语文总结、班级秩序、学
校规定，学生号称为“全拖”。

拖堂是个老话题，困扰着
所有师生。教师以为拖堂是
认真负责，学生却不买账。拖
堂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拖
堂 ？ 怎 样 看 待 教 师 拖 堂 问
题？拖堂是爱吗？

拖堂需要“弹性”解决
□李兴旺

随意拖堂是教学事故
□梁 好

教师随意拖堂现象并不少见，

然而，无论学校管理者还是学生家

长，都认为拖堂的教师认真负责，

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正是学校

管理者与家长愿意看到的。

教师随意拖堂无人问津，如果

出现提前下课或者离开教室，一旦

被管理者发现，则会受到严厉批

评，甚至被定性为教学事故。事实

上，随意拖堂也是教学事故，也应

当及时纠正。

首先，随意拖堂是课堂失控

的表现。课堂教学具有较强的

目标性，每一堂课都有明确的

教学目标，都有明晰的教学任

务。备课是教师基于教材、基

于学情对课堂教学进行的整体

设计。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

对教学的重难点作出预判，并

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策略，确

保课堂教学流程顺利进行。而

课堂教学就是落实教学设计、

将想法变成现实、将纸质教案

变成生动课例的过程，这个过

程虽然充满随机性，但是教师

应当具有较强的调节能力，避

免下课铃声已响，教学任务未

完成，从而产生拖堂现象。

教师拖堂，一方面反映了教

师课前备课不充分，没有充分预

设课堂教学中随时出现的多样性

可能，并在课前提出相应的应对

方式，预想正确的引导策略，另一

方面反映了教师课堂驾驭能力不

足，不能有效调控课堂教学节

奏。从这个角度讲，教师拖堂属

于教学事故，是教师专业性缺失

的表现。

其次，随意拖堂打乱了正常的

教育教学秩序。一节课 40 分钟，

课间休息 10 分钟，就是为了劳逸

结合，让学生在一段紧张学习后，

大脑得到休息、身体得到放松与调

整，精神饱满地投入到下节课的学

习。教师拖堂占用了学生的休息

时间，学生尚未得到休整便迎来了

上课铃声，这会影响下节课的学习

效果。

再次，随意拖堂会对学生产

生负面的教育导向。课堂铃声是

学校规定的信号，具有一定的规

范性与严肃性，下课铃声响起，课

堂教学结束，这是学校对教师的

约定、教师对学生的约定，教师随

意拖堂，违反了规范性约定，实质

上是对学生的一种失约。教师不

能践行教学约定，又如何要求学

生？教育的公信力何在？教师不

仅要教书更要育人，教师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都会对学生造成

直接影响，在学生心灵上留下烙

印。当学生从教师拖堂行为中感

到规则可以肆意践踏、约定可以

随意破坏时，其后果比多教几分

钟要严重得多。

课堂教学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拖堂并不是敬业，而是专业缺失，

其负面影响比提前离开教室更为

严重。因而，每一位教师都应严格

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确保课堂守

时守约，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地

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作者单位安徽省宿州市埇桥

区教育局）

“拖堂”有差异
□聂其忠

对于拖堂这种现象似乎人人喊打，有

的学校甚至把拖堂视为教学事故，以此规

范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

然而，比拖堂更重要的是找到拖堂的

根源。笔者认为，教学内容安排过多和课

堂生成的不确定性是拖堂的根源。

为最大限度地利用好 45分钟，教师总

是争分夺秒，希望把更多的知识教给学生，

导致教学内容安排过多，学生消化不了，需

要更多时间讲解、练习。还有一种事实，即

课程计划规定的课时满足不了现实教学需

求。比如八年级物理，国家课程计划是每

周 2课时，但在许多区域根本完不成物理

教学任务，这样造成的拖堂，可以通过引导

教师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学校合理安排课

时解决。

一堂好课，总是伴随着课堂生成。教

师备课不可能预设所有的可能性，因此总

是有一些生成性问题产生，这在时间上就

会出现偏差，这种偏差又往往会造成拖

堂。尤其当一个生成性问题发生在临近下

课的时候，教师如果刻意选择不拖堂，就会

错过一堂动态的好课，课堂生成也因此而

被遏制。所以，我认为因生成性问题造成

拖堂可以理解，但是拖堂时间必须严格控

制，以不超过一分钟为宜。

有些教师上课随意，没有精心规划、用

心准备一堂课，想到哪就讲到哪，或者前半

节课东拉西扯，后半节课赶进度。有些教

师拖堂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无视学生主体、

无视拖堂效率低下，甚至是负面效率这一

因素，不反思自己的课堂，把拖堂当成负责

任的表现。对此，我们要扭转教师的思想

观念，加强责任意识，提高业务水平。

而对于教师偶尔且时间很短的拖堂行

为，我们要予以宽容和理解，有时不妨加以

利用。比如，当一个班级纪律不好、学生学

习积极性不高、又怕教师拖堂时，教师如果

能变拖堂为手段，矫正学生的不良行为习

惯，拖堂又有何不可？再比如，如果下课铃

响时确实还有重要内容没讲完，学生的整

体学习激情又很高，教师征得学生同意后，

拖堂也许是一种特别的美，说明教师的课

堂很精彩，学生愿意听。

如果每一节课都是下课铃声响起就终

止，就多了一些生硬，少了一些教育的温

度。教育是有差异的，学生、教师、课堂都

是有差异的。因此，看待拖堂也要考虑差

异化原则，不能一刀切，不能人人喊打。

（作者单位系贵州省贵阳市野鸭中学）

拖堂妨碍教师专业成长
课堂教学是教师专业水平的试

金石。下课铃响起，课还没有讲完，

再好的教学设计也是最差的教学设

计。换言之，只要拖堂了，你的教学

设计就有问题。教师的专业成长正

是在对课堂教学的不断反思、改进

中实现的，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看

不到拖堂反映出的问题，持无所谓

的态度，甚至视拖堂为正当行为，无

异于自绝专业成长之路。

（湖北省南漳县徐庶学校 赵世庭）

拖堂是隐形体罚
体罚指的是通过对学生身体进

行责罚。特别是造成一定疼痛达到

教育目的的行为；拖堂指的是占用

学生课间休息时间上课的行为。从

字面意思来看，两者似乎没有一致

的地方，但是如果仔细分析，两者又

有相似性。学校之所以设置课间休

息时间，是希望学生能利用这段时

间上洗手间，让眼睛、身体和大脑休

息片刻，调整学习状态，精神焕发地

迎接下一堂课。如果课间休息时间

因为教师拖堂而受影响，极有可能

会出现如下情况：学生憋着尿听下

一节课；眼睛极度疲劳；身体一直处

于紧张状态；大脑不断疲劳运动；情

绪低落等。也许在短时间内，这些

现象不像体罚给学生带来的疼痛直

接，但长此以往，对学生身心的伤害

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拖堂也是一种

体罚。但是这种体罚又是隐形的，

在很长时间内，拖堂是被许多教师、

家长甚至社会默许的，一度被认为

是教师有责任心的表现，所以说拖

堂是一种隐形的体罚。

（广东省东莞市教师进修学校 汪涛）

拖堂是好心办坏事
拖堂果真能起到应有的效果

吗？其实，拖堂是好心办坏事。曾

有一位班主任，每天大课间结束后

都要对学生进行训话，总结活动情

况。其他班的学生已经上课了，该

班学生才慢慢悠悠地上楼。大课

间后的一节课学生经常性整体迟

到，久而久之，学生的时间意识淡

了，纪律意识淡了，竞争意识淡了，

上课迟到无所谓了，班级的整体成

绩下滑了。

铃声是命令，是师生不得违抗

的命令；铃声是纪律，是师生共同遵

守的纪律。拖堂教师的时间意识不

强，挤占学生的休息时间，违背了教

育规律，淡化了时间观念、纪律意

识，致使教育效果大打折扣。

（甘肃省高台县第二中学 杨廷环）

观点

禹天建/绘

拖堂缘何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刘海生

拖堂确实是一个老话题，从

学校层面看，是领导对拖堂的危害

性认识不足，甚至存在错误认识。

笔者在微信上对 39位校长进行了

调查，对拖堂持“认同”态度的有10
位，约占被调查校长数的25.6%，持

“反对”态度的 24 位，约占 61.5%，

持“无所谓”态度的 5 位，约占

12.8%。有的学校领导不仅没有认

识到拖堂是“顽疾”，反而认为这是

教师责任心强的表现。教师上课

迟到、接打手机、无故缺课，校长认

为是教学事故，采取“零容忍”，对

教师拖堂校长则认为“不是个事”，

没必要“小题大做”。这种认识偏

差，导致了学校对教师拖堂行为的

不闻不问，甚至默许、提倡。“吴王

好剑客，百姓多疮瘢。楚王好细

腰，宫中多饿死”。既然领导默许，

教师怎会“收手”？怎能不拖堂？

由于领导默许，教师拖堂形成

了“剧场效应”。“剧场效应”是指大

家在剧场看戏，每个人都有座位，

都能看到演出。忽然，有一个观众

站起来看戏，周围人劝他坐下，他

充耳不闻。求助剧场管理员，管理

员却不在岗位。于是，大家为了看

到演出也都被迫站起来。表面上，

这要怪那个先站起来的观众，是他

首先破坏了秩序。实际上，真正的

责任人是剧场管理员，毕竟他是秩

序维护者。“剧场效应”对拖堂起到

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于在教学中

泛滥成灾。

从教师层面看，拖堂的根本原

因是教师备课不充分，缺乏扎实的

教学基本功。教师不清楚学生的

“最近发展区”在哪里，教学设计就

会脱离学情，影响正常的教学进

程。另外，教学缺乏精心设计，课

堂就会陷入混乱，或是导入时间过

长，或是教学目标不明确，或是时

间分配不合理等，整堂课教师“跟

着感觉走”，下课了重点还没讲，拖

堂自然不可避免。还有的教师教

学语言啰唆，对偶发事件应变不

力、处理不当，这也会影响教学正

常进行而导致拖堂。

如何解决拖堂的“小强”“死而

复生”问题？

学校管理者要从学生健康成

长、学校发展的高度认识拖堂的危

害：影响正常教学秩序；影响同事

关系和师生关系；影响学生身心健

康；影响课堂教学质量。为此，学

校要出台监管制度，像抓上课迟

到、接打手机、无故缺课那样严肃

处理拖堂行为。

管理者要从教学病理学角度

对待拖堂行为。教学病理学认为，

“教学疾病”是教师思想系统和行

为系统的疾病，危及师生身心健

康，破坏教学规范和教学系统的正

常机制，它不会给学生造成直接的

肉体损伤，但会给学生造成间接的

身心发展的延缓与阻碍。凡是危

害学生健康成长的教学行为都是

“教学疾病”，都应针对其“病理”采

取有效的“药物”和诊治手段。

管理者要更新教师教育的观

念。表面上看，拖堂只是占用了学

生几分钟的休息时间，实际上反映

了教师教育观念的错位。有的教

师相信“上抢 5分钟，下拖 5分钟，

多上 10 分钟，考试如神通”，视拖

堂为提高学生成绩的“神器”。为

此，学校要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教育

教学理论，转变教育观念，为学生

健康成长创造良好条件。

上海市八中的下课铃声改革

经验值得借鉴。该校下课铃声由

原来一分钟的音乐铃声，变成“预

警（15 秒）—缓冲（20 秒）—下课

（25 秒）”的三段提示。校长卢起

升说，拖堂是一大“顽症”，教师听

得耳朵都起茧了，但治疗效果往往

不佳。三段式铃声折射出管理者

的教育智慧，兼顾师生双方的感

受，体现了对教师的尊重，带来了

教师准点下课的大变化，拖堂现象

在该校已经“绝迹”。

学校管理层做好机制建设的

同时，教师也要不断内省自己的教

育教学行为，努力提升专业水平，

备课时不仅要钻进教材，更要研究

学生。教师学习目标不但要明确、

具体还要可操作，避免随意性、模

糊性。

教师要练就过硬的教学基本

功。教学语言要规范、精练、准确、

通俗易懂，语速适合学情需要，提

高板书速度，把握好教学节奏等。

教师要培养自己的规则意

识。即使学生要求拖堂，即使还没

有讲完，教师也要按时下课，给学

生留一个“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

回分解”的悬念也许更好。

教师要训练自己的应变能力

和课堂调控能力。教案犹如编写

好的剧本，课堂则是未经排练的演

出。演出能否成功，取决于“演

员”——学生是否投入。而关键是

“导演”——教师是否有应变能力，

是否能灵活调控教学过程。

按时下课是教学规则，师生都

应遵守。如同球赛，终场哨声一

响，球赛即告结束。教师应坚决执

行教学规则，即使没有讲完，也要

果断终止。这既是尊重自己，也是

尊重学生。所以，教师要有规则意

识，并且要作遵守规则的表率。

（作者单位系周口师范学院）

拖堂不是爱拖堂不是爱

拖堂是教学常规明确禁止的教学行

为。在各种课堂教学竞赛活动中，拖堂都

是“一票否决”的重要指标。但教师每天要

上好几节课，从来没有拖过堂的恐怕极

少。这是由课堂教学的基本特点决定的。

我们可以把教学和演戏进行一个比

较。演一出戏，从全剧内容到每一个细节，

都是精心设定并经过反复排练的，即使这

样，同一班人马演同一场戏，也很难做到两

次演出在时长上分秒不差。教学和演戏正

好相反，演戏是“照本宣科”，教学却是“生

成”，不可能分秒不差。哪怕教师精心设计

了每一堂课的各个环节，在具体实施过程

中依然有可能出现意外，一切都不确定，而

且越是学生主动学习的课堂，生成的内容

就越丰富，时间越不好控制。因此，对一线

教师来讲，要保证每一堂课都在下课铃声

响起时喊“下课”，恐怕很难做到。

当然，论证拖堂很难避免，并不是要得

出“拖堂有理”的结论。教师上课不能拖

堂，这既是教学规范，也是基本常识。课间

10分钟，要求学生提前 2分钟进课堂，课间

活动时间只有 8分钟，如果再拖上几分钟

堂，学生上厕所都有可能没时间。况且，下

课铃一响，学生的注意力就已经不在课堂

了，即使拖堂也不会有什么教学效果。

拖堂毫无疑问是一种错误的教学行

为，但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又很难杜绝。这

就需要学校管理者和教师共同努力克服这

一教学行为中的顽疾。

教师应该把不拖堂作为一个基本规则，弹

性设计一节课的最后几分钟，尽可能避免拖

堂。学校则要从制度上保证把课间还给学生，

在拖堂概念的界定上，也适当增加一些弹性，如

果下课铃响的时候教师或学生的话说到了一

半，那还是说完为好。而这个弹性限度，以不超

过半分钟为宜。从对教师的“定向管理”上讲，

如果教师偶尔出现拖堂不是什么问题，但如果

经常拖堂，那就需要对他进行重点帮助。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会宁县党岘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