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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课异构

按照教育部和北京市“停课不停

学”的要求，海淀区开发了基于网络

学习的“专题引导式自主学习资源”，

各学科教研员开展了基于网络的课

堂调研，了解学科课程资源应用的情

况和基于网络的教与学现状。作为

中学历史教研员，我在观课时重点思

考三个问题。我认为，反思对教师在

未来更好地设计和实施线上线下混

合式学习，无疑非常有益。

网络直播讲授历史课，学生爱听

吗？一次，与武老师相约围观一节网

络 ZOOM 直播的讲授课。开课前，

学生进入班级后，开始“进班小测”。

小测的6分钟里，多名学生就题目解

答和测试评阅等给老师提出建议。

武老师很快通过网络统计出学生答

题情况，并进行了简要评讲。

接下来的学习内容是“盛唐气

象”，武老师按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

顺序以网络直播的形式讲授“经济繁

荣”，结构上没有什么新意。但学生

参与效果很好，主要有几个原因：

一是教师引用生动的历史材料

和图片，按教科书主干内容结构设计

问题，引导学生在阅读思考中了解唐

朝经济繁荣的表现与原因，充分铺垫

相关知识和阅读材料，更好地为学生

答疑解惑。二是充分利用信息技术

反馈即时性的优势，观照全体学生思

维行进过程中的困难和障碍，把课堂

生成的问题融入预设的问题结构中，

在破解学生学习困难和障碍中，帮助

学生理解历史现象和历史概念，提升

阅读材料概括信息的技能。

而我在微信访谈时，不少教师反

馈网络授课“出勤率”“作业完成率”

“效率”等大打折扣，这其实是线下教

学问题的放大。无论是面授还是网

络直播讲授，如果能激发学生学习的

自主性，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

遵循学生历史学科思维发展的进阶，

学生都能积极参与课堂学习。武老

师的课堂让我更加坚信：培育好习

惯，就是促进发展；课堂氛围宽松，学

生成长空间大；讲授时观照生成，学

生发展快。

课程资源如何有效使用？按进

修学校的统一安排，我如期进入Z老

师的课堂，教师开场就说：“今天我们

应用区里提供的自主学习资源来完

成这节课的学习。”这激起我这位资

源开发者“了解客户需求和感受”的

浓厚兴趣。

海淀区提供的初中历史“空中

课堂”资源，每个课时包括三个视

频——知识结构梳理、知识要点解

析 、材 料 阅 读 与 问 题 思 考 三 个 片

段，还包括学案和作业，目的是增

强教师和学生使用的选择性，引导

学生在知识理解的基础上建构知

识结构、训练关键能力。Z 老师在

线上直播时，使用了“知识要点解

析”这段视频，为了提高学生课堂

参与度，教师有意识地点“暂停”，

要求学生回答视频中主讲教师提

出的问题，完成相关学习活动，这

其实是很好的举措。但是，Z 老师

没有给学生充分阅读思考的时间，

对最初几位发言的学生也没有进

行耐心引导，而是在不断催促，只

是紧盯学生口中说出的所谓“正确

答案”。最后只能让学生在书上画

一下，把视频中的关键词抄在书的

旁边。

教师频繁点“暂停”，提出要求太

快，其实打断了学生观看视频的整体

性。如果在观看视频的基础上，设计

针对本班学生的学习研讨活动，可能

效果会更好。例如，教师可以等学生

看完视频中主讲教师解析完 3 则材

料后，再引导学生归纳一下古文材料

阅读时应注意的问题：对照译文，作

对比分析，总结隋灭陈的战略战术，

分析陈统治者腐朽的表现等，接着引

导学生评价隋灭陈的战争，学生参与

课堂学习的深度可能会不一样。

因此，教师在网络条件下组织学

习活动，开发出适合的学习资源，提

升资源使用的便捷性，扩展资源与学

生发展的“接口”，增强学生学习的自

主性和思维参与度，是问题的一个方

面。更重要的是，要明确资源“为什

么对学生重要”“怎么对接学生的需

求”等，组织针对本班学生的研讨活

动，资源就能更好发挥支架和路径铺

设的作用。

基于网络的学科实践活动课如

何设计与实施？夏老师计划通过

网络完成历史八年级下册的活动

课，邀请我参与设计与评估。依据

课程标准要求，从衣、食、住、行、用

等方面调查改革开放以来的变化，

“了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把话题分为“社会生

活类”“家庭生活类”等 10 个话题，

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和学习

目标要求，任选一个具体话题，并

自愿组成 3-5 名学生参与的调查小

组。各小组实施时，要设计调查问

题，制订调查计划；采访调查对象，

并做好记录，录制视频，整理文字

档案；查找材料，核实访谈内容；分

工 完 成 调 查 报 告 的 撰 写 ；通 过 网

络，组与组之间结对互评；总结本

小组的调查活动。同时，明确要求

提交 4 份文件作为学习活动的成

果：本组的调查计划、访谈记录、调

研报告、自评与互评的指标，并提

供模板供同学参考。

短短两周时间，各组学生都完成

了实践活动。调查问题链的设计、稚

嫩而真实的记录、互评及修改建议的

真诚，让我们大开眼界。特别是学生

在撰写调研报告前，为了核实调查对

象口述信息的真实性，通过网络查阅

相关材料后都进行了辨析。以下摘

录一段王同学小组的论述：

从全球家电市场看，中国家用电

器企业的排名不断靠前……我们组

对于搜集到的资料和访谈记录进行

了整理辨析，有如下发现：“改革开放

的影响是循序渐进、长久深远的”“居

民生活的改善存在城乡差异和地域

差异”“不同年代的人对改革开放的

体会存在差别”。

他们在论述第一个发现时写道：

虽然改革开放于 1978 年开始

了，但在访谈中，访谈对象对于家用

电器普及的印象大多是在20世纪80

年代后期。我们访谈发现，普通家庭

在80年代后期才有意识且有条件购

买各种电器，在此之后，电器的换代

频率也在逐渐升高。根据国家统计

局的统计数据发现，同样是80年代，

家用电器产量才开始大幅度提升。

改革开放对于人民生活所产生的变

化以及影响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出现

的，而是循序渐进，逐渐涌入到家家

户户的日常生活中。

不用过多地解说，历史学科强调

的“历史发展意识”“材料鉴别意识”

以及“持之有据”的论述规范等，都体

现在了学生学习活动过程和成果中

的方方面面。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教师

进修学校）

历史在线教学的三个追问
□ 刘汝明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课改的持续

推进，对历史教学的要求不仅局限于传

统知识的传授，更加大了对学生核心素

养的培养。基于统编教材的启用背景，

我们该如何将核心素养中的“历史解

释”部分稳步落地呢？

“历史解释”素养作为五项素养中

的核心能力，自提出以来便备受关注。

所谓“历史解释”是指：以史料为依据，

以历史理解为基础，对历史事物进行理

性分析和客观评判的态度、能力与方

法；能够客观论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

和历史现象，有理有据地表达自己的看

法。下面就“历史解释”在课堂中的有

效“落地”提出三项对策及思考：

第一，利用史料，形成“有依据有逻

辑”的解释能力。历史学科最大的特点

是“论从史出”。教师通过大量史料研读

和分析，能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历史事

件的背景和文化、提升自身内涵。教师

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通过查询相应历史

资料，为学生的课堂学习提供充足的知

识扩展。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客观、真

实的史料才能帮助学生了解真实、准确

的史实。为此，教师授课过程中必须选

用“有依、有据、有逻辑的”史料。

某种程度上看，史料实证和历史解

释可以归结为史料运用能力。史料实证

能力是指学生获取真实可信历史资料的

能力，并据此再现历史真相，培养学生的

思维，帮助学生形成“言必有据”的人格

及“有依有据有逻辑的”解释能力。

第二，厘清历史概念。准确掌握历

史概念是深刻理解历史现象的基础。

统编教材启用至今，通过实践我们会发

现：教材的难度较过往有很大提升。以

中国近代史八年级上册第一课《鸦片战

争》为例，5 页教学内容共涉及以下 8 个

苦涩难懂的历史概念：“自然经济”“出

超”“入超”“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

“片面最惠国待遇”“新旧民主主义革

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教

师，若不能在基础概念上多下功夫，不

能让学生真正懂得其中的含义，未来将

会限制学生对历史概念的理解与解

释。为此，面对历史概念繁杂的课程

时，教师应加大教学力度，降低讲解难

度，帮助学生做到真正的概念厘清，为

日后的“历史解释”打下基础。

第三，作“历史背景下的理解”。我

们以统编八年级上册《戊戌变法》中谭

嗣同这一历史人物为例，剖析如何在课

堂中培养学生的“历史解释”能力。

从纯粹的知识角度讲解谭嗣同个

人史事，可以简单概括为：拒绝逃亡、从

容就义。但是，从核心素养的角度来思

考，历史教学更重要的是：让学生了解

这一历史知识以后，学生会自发形成怎

样的历史认识？

多年来，每次讲到谭嗣同时，我们

都会听到学生这样回答：“当时谭嗣同

应该逃跑，毕竟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烧”。学生会有这样的结论，不是没有

道理，毕竟“生命诚可贵”，这是人性本

能的反映。但是从核心素养的角度思

考，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历史观看待

人和事？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及历史

人物的人生阅历，我们应该进行怎样的

理解和评判？通过对历史人物的言行

分析，能给予我们什么启迪？以上种种

思考融合在一起，即为“历史解释”。

传统教学中，教师通常会在知识本

身上过度发力，常常纠结于历史知识的

容量和难度，忽略了历史学科的本质和

历史教育的真正价值。其实，我们可以

引领学生从谭嗣同的身世角度来理解他

当时的认知。谭嗣同出身官宦之家，父

亲是湖北巡抚，所以他本人非常了解并

痛恨官僚制度的腐败。他拒绝科考，拒

绝走仕途，在潜心钻研学问的同时广交

社会进步人士。在谭嗣同的理念中，中

国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必须要变革。所

以，谭嗣同是迎着死亡去警醒国人，去改

变中国的命运。所以，他的选择叫作舍

生取义，叫作大义凛然。当国家、民族的

命运与个人的命运之间需要抉择的时

刻，他的这一选择是一种英雄的选择，是

一种英雄的气概。我们要让学生明白，

历史是英雄和人民共同谱写的。

作为教师，我们应该让学生依据可靠

的史料，设身处地认识具体的史实，更好

地感悟和理解历史上的各种事物，实事求

是地建构属于他们自己的历史叙述。

（作者单位系天津市华明中学）

在历史教在历史教学中学中
如何落实核如何落实核心素养心素养

□ 宋亚楠
一次有挑战的一次有挑战的““同课异构同课异构””

观课笔记

□ 郭致顺

课堂策

一次，3位教师同课异构蒲松龄

的《狼》，讲给学校选派的 11 名学

生。因为是周末，学校只能安排家离

学校近的学生来听课。

当地教师李平上第一课，他用最

传统的讲授方法，逐字逐句翻译了课

文，之后利用投影，归纳总结词类活

用、一词多义、通假字、古今异义、特

殊句式，甚是细致。

来自文县的张浩明老师上第二

节课。他并没有预想到，还是这些学

生听《狼》，有些措手不及，预设的许

多内容用不上了。但他很聪明，在说

了一大段开场白后，终于想出一招：

让学生提问，而且是分小组整理学生

所提出的问题。比如：“狼不敢前，眈

眈相向”说明什么问题？文章第一自

然段起什么作用？最后一段用什么

表达方式？有什么作用？狼有什么

特点？这些问题都是有价值的。

而让学生自主提问的做法成了

整个课堂的亮点。学生在课堂上能

提出自己的问题，是积极思考的表

现，是深度思维的表达，这是真正的

学习。如果上课十分钟，学生还没有

提出一个问题，这节课基本算失败

的。学生能提出问题，就是课堂生

成。课堂有生成是学生积极思维的

结果，这样的课堂才是高效的。

张浩明老师在解答学生所提问

题的过程中，展示出他作为老教师

扎实的基本功。比如“第一自然段

有什么作用？”这不是教师预设的内

容，很有可能把教师晾在台上，但张

浩明老师引导学生很好地回答了这

个问题——交代了时间、地点、故事

中冲突的双方，这是故事的开端。

再比如“狼有什么特点？”张浩明老

师分析后，用八个字概括：贪婪凶

恶、狡诈阴险。同时还提到了屠户

的形象特点。

第三节课该我讲了。面对同样

的 11 名学生，我能讲什么呢？字词

不用讲了，课文翻译不用讲了，人物

形象也不用分析了……如何让自己

上出不同？

认真思考后，我首先进行了纠

错。前两节课，学生把“隧”读成了

“suí”，把“顷”读成了“qīng”，还有

几个字，发音不准，要先纠正过来，还

有朗读中的错误。

其次，抓朗读。在文言文教学中，

朗读是最重要的环节，教师要通过朗

读培养学生的语感。虽然前面两位教

师也注重朗读，但没有进行正确指

导。在第一节课上，教师通过投影给

全文划分了朗读节奏，但有几处是错

误的，该停顿处没有停顿，不该停顿处

却画了停顿。可以看出，教师并没有

深入地分析和理解。当老师也不清楚

的时候，学生就更是一团浆糊了。而

这恰恰是学习文言文的一个重点，也

是一个考点。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

主谓之间的停顿是最主要的，句首虚

词后的停顿也比较常见。其他的结构

关系，如修饰关系、动宾关系、后补关

系，中间一般是不停顿的。也许初一

的学生并不懂这些语法关系，但只要

划分正确，或者引导学生正确朗读，自

然会慢慢形成正确的语感。

除了停顿，教师还应注意重音、

语速和语调。比如“屠大窘”，“屠”后

面应当停顿，“大窘”应当重读。“屠乃

奔倚其下，弛担持刀”应当读快一点，

因为屠户在这个时候是很紧张的，当

他发现柴草堆的时候，他快速地跑过

去，放下担子拿起刀。又如“屠暴起”

的“暴”是突然的意思，所以这个句子

也要快读。“方欲行”这里有一个思索

的过程，所以停顿时间要长一些。“狼

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

何哉？止增笑耳”，这一句要注意语

调的变化，先读出反问句的上扬语

调，再用曲调读出“止增笑耳”。

第三，梳理情节。第一节课上，

李平老师逐一解决了字词问题和翻

译问题。第二节课上，张浩明老师

解决了学生提出的 5 个问题，但是

对于这篇文章的情节发展并没有进

行 梳 理 ，而 这 恰 是 本 文 的 学 习 重

点。于是，这就成了第三节课的重

点。怎样梳理呢？我采用任务驱动

的方法——给出9张图片，让学生依

据故事发展排序。图片画的就是

《狼》的故事，学生非常有兴趣做这件

事，经过反复斟酌、热烈讨论，终于确

定了正确的排序——也就基本厘清

了故事的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

为了让学生对这个故事有深刻

的理解，教师还需要在引导学生梳理

情节的过程中，适当地提问，将学生

的思维引向深入——

师：第一自然段中矛盾的双方是

谁呢？

生：一屠和两狼。

师：在你看来，一屠和两狼，谁的

实力更强一些呢？

生1：自然是两狼了。对于普通

人来说，一狼也是很难对付的，除非

武松、李逵这类的江湖豪杰。

师：那屠户面对这只狼，他害怕

了吗？

生2：害怕了，文中写道“屠惧”。

师：那屠户的害怕表现在哪些方

面呢？

生3：投以骨。复投之。

师：这就是屠户怯懦的表现，当

然也是正常人的反应。普通人碰到

恶人的时候，一般是紧张的、害怕

的。大多数人会想，忍一时风平浪

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但是，你越怯

懦，坏人就越猖狂。两只狼正是这样

的，吃了骨头还想吃人，相互配合穷

追不舍。屠户终于明白，害怕是没有

用的。那怎么办呢？

生4：主动防御。屠户发现了柴草

堆，于是跑过去靠在下面，放下担子拿

起刀，这样就可以防止腹背受敌。

师：这就是故事的发展，屠户由

开始的惧怕退缩转为主动防守了。

这时敌对两方处于相持阶段。不过，

狼虽不敢上前，但也不甘心放弃，最

终想出了合作进攻的方法——一只

狼守着，另一只狼从后面去打洞。屠

户在想什么呢？

生5：也在想办法、找机会。如

果狼始终这样守着，他也走不了。

师：他找到机会了么？

生6：屠夫抓住狼假装睡觉的时

机，突然跳起，把狼杀了。

师：这下好了，可以放心回家了。

生6：不行，还有一只狼。

师：对了，屠户“转视积薪后”的

动作就是他思考的结果，这是屠户机

警的表现……他终于把两只狼都杀

了，这部分就是故事的高潮，同时也

是结局。这么精彩的故事，对你有什

么启示呢？

生7：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

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

生8：在生活中遇到像狼一样的

坏人，光害怕是没有用的，躲也没有

用，要想办法战胜坏人。

生9：坏人终究是要失败的……

师：真是一个好故事，给了我们

这么多的启示。这样精彩的故事，应

该让更多的孩子看到。我们把这个

故事也编成小人书，分享给小朋友好

不好？（给学生下发打印好的 9 张图

片，让学生为每张图配上文字，包括

前言和后记）这就是我布置的作业。

第四，拓展，引导学生广泛阅读，

并全面认识狼。在这个故事中，我们

看到了屠户的机智勇敢，同时也看到

了狼的贪婪与狡猾。在中国传统文

化中，狼大多是反面角色，有成语为

证：狼狈为奸、狼奔豕突、如狼似虎、

狼吞虎咽、狼心狗肺、狼子野心、鬼哭

狼嚎、引狼入室。学生还补充了狼烟

四起、前怕狼后怕虎、豺狼当道等成

语。但是在当代文学作品中，狼的形

象已经被改变，如《狼图腾》《重返狼

群》等，狼很聪明，很团结，而且草原

不能没有狼……

（作者单位系甘肃省兰州市第二

十二中学）

只有当我们把知识
用思维耕种到大脑
里的时候，知识才
会充满生机。

刘志永/绘

漫画课堂

面对同样的 11 名学生，我能讲什么呢？字词不用讲了，课文翻译不用讲了，人物形象也不用分析了……如何
让自己上出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