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钟原 电话：010-82296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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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刊现代课堂现代课堂
建 设 新 课 堂

4版
2021年2月3日

20212021：：
走向基于学习科学的走向基于学习科学的
微创教学改革微创教学改革

新课改走过 20 年，呈现了如下特

点：从大破大立的运动式改革走向渐

进式、常态化改革，从四梁八柱的整体

化搭建进入到精装修的落地改革，从

单一维度改革迈入课程、课堂、文化、

技术等互联融通的综合改革，从左冲

右突式的经验式改革走向不断纠偏的

专业化改革。

因此我大胆预判，2021 年基于学

习科学的微创教学改革，将引起基础

教育领域教学改革的高度关注。

如何理解微创教学改革

微创教学改革是从医学领域微

创手术迁移过来的一个概念。微创

教 学 改 革 中 的“ 微 ”指 的 是 细 微

（小）、稍微（少）、精微的意思；“创”

指的是创新、创意、创变的意思。所

谓微创教学改革，特指小切口、无阵

痛、低成本、高效果、可持续、有温度

的教学改革。

我大致梳理了微创教学改革的理

念系统。微创教学改革有四大前提：

读懂课程、读懂学生、读懂学习、读懂

自己。微创教学改革坚持三大原则

——以小见大：从大处着眼，细处着

手，见微知著；迈小步子：坚持一厘米

之变逐步累积；扎实推进：脚踏实地，

一事不优，不做二事。微创教学改革

秉持三种精神：一厘米之变精神，建

模、迭代的长期主义精神，人人参与的

众创精神。微创教学改革的原理：加

一加，减一减，换一换，排一排，组一

组，思一思等。

微创教学改革的切入点：系统视

角——课程、课堂、组织、文化；关系视

角——教、学、习、记、忆、育；维度视角

——模式、技术、工具、内容；影响因素

视角——时空、资源、教师素养。通俗

概括为：改变教，研究学，重视习，强化

忆，引技术，用工具，守规则，养习惯，

讲策略，懂评价。

怎样创设支持微创
教学改革的环境系统

微创教学改革环境系统的关键是

变教室为学室。一些学校的做法值得

借鉴：教室墙壁上有序张贴有学习方

法、学习策略、学习工具使用表，创设

学习工具场；放置大量学科实验器材、

动植物标本、地球仪等教具与学具，创

设便于学生课内外随时观察、动手的

探究场；放置学科阅读的图书、资料，

即与学科深度融合的专业阅读书架，

可以随时上网查阅资料的电脑等，创

设为项目学习、个性化学习服务的全

学科阅读的阅读场；增添学生喜爱的

动物角、植物角，创设感知体验生命的

生命场；布置利于表演、展示的小舞

台、展示角，创设对话互动的表达场；

设立费曼学习区、微课学习区、独立学

习区、合作交流区、师生共学区，创设

私人定制的个性化学习场。

单从学室布置——学习工具场打

造来说，我推荐如下工具：学科整本书

思维导图、单元思维导图、概念图、鱼

骨头图、六顶思考帽、5R笔记法、科学

研究循环图，还有倾听、表达等学习规

则、课堂声音刻度尺等。这些内容有

长期不变的，也有定期更换的；有学习

工具的详细使用说明，也有运用学习

工具、思维工具的成果展示；有个人分

享的作品，也有体现群体大脑智慧的

团队成果。

如何选择微创教学
改革的关键路标

我认为，微创教学改革的关键路

标有以下五点：一是从关注民主、平

等、尊重、心理安全的团队文化，走向

关注高期望文化、责任文化、成长文

化、问题中心文化等课堂本质属性的

文化。二是从建立以倾听、表达等为

主的通用学习规则走向建立体现学

科性质的学习规则。三是从建立以

学习导图、思维导图等为主的思维

外显化的学习工具走向支持学科思

维外显化的学科思维工具。四是从

关注学习方式改革走向关注学习内

容、学科本质，实现更长远目标的改

革；从单一学程设计走向自我系统、

元 认 知 系 统 的 学 习 系 统 整 体 设 计

——目标设计、情境任务设计、规则

设计、工具设计。五是让学生从“参

加合作”走向真正的“参与合作”；从

“参与合作”走向思维高度参与的沉

浸式学习；从关注学生感兴趣的高行

为活动合作走向关注学生成长的高

认知行为的合作；从关注帮扶性合作

走向通过对话改变各自思维、观点以

及产生新观点的有思维成果和创新

作品的合作。

微创教学改革有哪些
切实可行的着力点

1. 从单一学程设计优化为学习科

学视角下的三维学习设计。首先要明

确学习设计不仅限于学程设计。上海

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夏雪梅所著的《素

养何以在课堂中生长》一书中谈到，学

习设计包括将知识放还到情境中体现

知识意义化的设计；学习中促进社会

性参与结构的规则设计；提供内容、思

维外显化载体的工具设计。

学 习 情 境 设 计 要 体 现 三 个“放

还”：将知识放还到容易引发认知冲突

的思维中，即挑战性问题的设计；将知

识放还到需要类似思维的真实生活情

境中，即游戏情境的设计；将知识放还

到儿童全身心去“做”的情境中，即“驱

动性问题”的设计；最终实现情境中思

考、去情境化的思考，再回到新情境思

考，实现重要概念能力、品质与学习心

态的迁移。

学习规则设计包含通用性规则设

计，即跨学科的普遍性课堂互动方式

和课堂预期，比如“学会倾听、学会表

达”，就是在各个学科中都适用的；一

类是学科性规则，是运用学科的专业

话语与思维方式所塑造的规则，比如

“用数形结合的方法来思考这一类型

的问题”就是数学学科的规则。

学习工具设计也包含两大类：一

类是通用性的思维外显化工具，比如，

如何提出问题，如何建立联系，如何有

序展现思维的工具，虽然可能学习的

任务或情境发生了变化，但是掌握了

这种思维支架，学生就可以实现跨学

科思维的转换；另一类是在特定学科

学习中的思维外显化工具，借助这些

工具，学生可以习得学科思维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工具并不是指所

有的微视频、学习单、学具，而是特指

那些能够提供思维支架的工具。如果

微视频中只是提供学习内容的讲解，

学习单中一味提供题海战术，那么这

就不是我们所指的学习工具。

2. 学科协同、渗透、刻意训练、强

化弥补学生短板的高效学习策略。比

如，理解和系统建构知识意义、组建概

念网的策略；构建高效记忆，尤其是调

动大脑中长期记忆的知识到工作记忆

中，去思考、加工、同化、顺应新知识、

概念或逻辑推理解决问题的策略；运

用高阶思维对知识进行深加工或迁移

运用的深度学习策略；利用元认知进

行自主学习、自我反思、自我监控的策

略；借用科学评估工具评估自己的学

习成效，达到自我促进和自我激励的

主动学习策略等。

3. 关注元认知系统对学习发生机

制影响及课上学生高认知沉浸式学习的

达成。关于学习启动，许多教师认为是

直接启动认知系统，这是一个误区。美

国教育学者马扎诺提出，人的学习过程

涉及三个系统，即自我系统、元认知系

统和认知系统。人的自我系统决定介

入与否；元认知系统决定目标策略；认

知系统处理相关信息、知识技能。因

此，学习发生首先要打开学生的自我系

统，形成学习的内动力，还要打开学生

的元认知系统，形成“学会学习”的能

力，如提出问题的习惯、建立联系的习

惯、个性化表达的习惯等；最后才是通

过认知系统中存储的具体认知技能去

经历认知过程并完成学习任务。马扎

诺所著的《高度参与的课堂——提高学

生专注力的沉浸式教学》一书观点值得

我们借鉴：让学生沉浸式高度参与课堂，

就必须唤醒学生情绪，即我感觉如何？

提高学生兴趣，即我感兴趣吗？帮助学

生感知事物重要性，即这重要吗？引导

学生提升自我效能感，即我能做到吗？

4. 从回答走向回应，构建师生协

同解决问题的回应链。课堂虽然是由

不同问题串联起来的，但解决问题的回

应结构是相似的，并且各学科是通用

的。美国教育学者沃尔什所著的《优质

提问教学法》一书提出了课堂提问从回

答走向回应的新主张，并且提出了一个

完整回应链步骤。我结合当前课改阶

段，重构了回应链步骤：（1）呈现一个优

质主干问题。教师可以让学生重复教

师的问题或复述题意，去判断学生是否

听清楚并明白题意。（2）选择或推荐回

应结构让所有学生参与进来。（3）留出

3-5 秒钟的第一个思考等待时间。学

生独立思考或协作思考，要多维质疑：

漏掉什么没有？全面吗？深刻吗？新

颖吗？有见地吗？学生思考期间教师

不提示或解释，以免干扰学生思考，对

思考提前结束的个人或小组，教师可轻

声提出如下问题：答案完整吗？还有更

好的答案吗？还有别的方法吗？（4）学

生(小组)有理有据大声回答问题，被问

学生没有说完，其他学生不要补充或提

示。学生回答时，其他学生要全身心投

入地听，有关联地听，要留意其他同学

是用什么方法得出答案的？他的答案

与你的答案有什么关联与不同。学生

若出现卡壳时，教师应针对情况釆取有

效提示。（5）留出第二个 3-5秒钟的等

待时间。回答问题的学生要思考答案

的质量，如是否添加内容，给出明确的

例子，提供依据、纠正答案，或者产生疑

惑并提出来。其他学生可以反问自己

以下几个问题：我的答案与他的一样

吗？如果不一样，谁的回答更正确，为

什么？如果是这样，我应该怎样补充第

一个同学的说法，并通过延伸和举例来

证明我的答案，即准备回答和解释。教

师要用这段时间思考接下来的反馈方

案。（6）高质量的交互反馈。教师可以

创设质疑辩论的环境场，让高质量对话

产生。补充的学生要先概括发言者要

点，再说自己的答案与前者的关联，最

后说自己产生的新见解。质疑与被质

疑学生可以辩论。追问、质疑时可借鉴

如下句式：告诉我你说……的理由？我

很想听你讲讲得出答案的过程？请给

我举一个例子。你用什么依据来支持

你的观点？（7）咀嚼答案及思维过程。

如有必要，教师给学生留出二次深度思

考、加工输出成果时间。学生回顾解决

问题的思路、方法，从建模角度盘点呈

现最终成果。上述环节可依据学情及

熟练程度动态取舍，对师生要求也可进

行相应调整。

5. 放大整理课的作用，变课堂小

结环节为整理环节。关于课堂整理理

念，浙江省温州市道尔顿小学的做法值

得借鉴。课堂整理可倡导从教师小结

走向引导学生自主整理；从仅用语言小

结走向用思维导图、学习导图等思维工

具的高效整理；从单一对知识小结走向

对知识、思维、元认知三个维度的全面

梳理；从课堂上仅说出来，到课后还要

用学科日记形式写下来。概括起来说，

课堂整理什么？整理物品、整理情绪、

整理知识、整理思维、整理问题、整理关

系及元认知。课堂整理环节还可以怎

么拓展？把整理环节放大成每天一节

的整理课；每月可设一个整理日，解决

月缓存问题；每学期让学生进行整理综

述或开一次整理方法交流会。总之，把

整理当作一种技能去训练、培养，让整

理成为一种学习习惯、生活习惯，伴随

孩子一生。

6. 重视向学生直接反馈学情。在

观教察学的议课环节，人们多谈论的

是教学设计改变，多考虑的是对教师

反馈学情，关注的是对学生认知研究

及教师的专业成长，忽视了向学生直

接反馈学情。为此建议邀请小组长、

学生代表参加学情反馈，听听学生的

真实想法及对本节课的解读，即议课

时课堂主角学生不能缺席。特别提醒

的是，要增加对学生直接反馈学情这

个环节。也就是说，从过去忽视学情

反馈或间接反馈走向直接反馈，避免

信息的衰减及失真。

当然，打造责任文化、容错文化、

高期望值文化、问题中心文化等课堂

本质文化；探索大数据支持的学能训

练、私人定制为特征的线上线下融合

的混合学习新模式，也可作为微创教

学改革的着力点。

微创教学改革非常重视消化与吸

收、建模与迭代，倡导在传承或模仿中

创新。因此在进行微创教学改革中需

要思考如下问题：过去成功的改革成

果、做法哪些需要巩固和保持？如何巩

固和保持？哪些改革成果、做法需要优

化改进？改进的配套措施是什么？新

学期还要植入哪些新的改革元素？

改革的路径是多维的，改革的切

入点是多元的，改革的方案是渐变的，

最终都会殊途同归。总之，适合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

（作者系河南民办教育共同体理事长）

新课改背景下，学校教育正在从

学科本位、知识本位向关注每一个学

生发展转变。教师的学生观也随着

课改的深入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学生

的地位也得到了空前提高。对于学

生而言，他们在校参与的最主要的活

动就是课堂学习。课堂中，学生的学

习要想从被动转为主动，就要变革学

习方式。

我坚持研究小学数学拓展课 17

年，目的就是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方

式。小学数学拓展课是对教材进行扩

充、开拓、扩展、延伸、展开的课堂教

学。它的学习素材源于教材、宽于教

材又高于教材，并具有丰富性、多样性

与很强的探究性。它的学习具有“活

动性、任务性、合作性”等特点，力求学

生学习方式发生真正改变。

拓展课的学习内容与教材相比，

更具探索性与挑战性。因此，我们不

能让学生被动地听老师讲解或示范，

而要设计有层次、适合学生的探究活

动。探究活动前，教师需认真分析学

习素材、学生学情及认知特点，定位契

合学生思维发展的探究方式。

半扶半放型探究

有些拓展课学习素材涉及一些未

学知识或数学方法，学生探究起来有

一定难度，这时就应该采用半扶半放

型探究。这意味着教师不能当“甩手

掌柜”，在学习关键处需要“扶”一下。

教师要精心策划教学活动，重点部分

要把舵，小结部分要帮助归纳，有争议

的地方要阐明正确的观点。

如《老大哥分数》一课，比较老大

哥分数和的大小。我放手让学

生探究，结果出现了两种典型错误。

错例 1 用同样的图形表示出分数再

比 较 ，认 为与空 白 部 分 都 是 1

份，所以一样大。错例 2 用不同的图

形表示出分数，结果发现不好比较。

此时，我介入并“扶”一下学生：画图

比较两个分数的大小时，首先要画完

全一样的图，接着再对图形进行平均

分并涂出相应的份数，最后比较大

小，引导学生在辨析中厘清比较的前

提与方法。

当出现“比涂色部分大小”与“比

空白部分大小”两种方法时，组织学生

比较，然后点拨：比涂色部分大小，可

以直接得到大；比空白部分大小（剪

下空白部分重叠在一起）>，推理

得到大。前者直接比大小，后者通

过推理比大小，都是好方法。接着让

学生比较多个老大哥分数的大小，很

快就发现空白部分越来越小，涂色部

分越来越大，老大哥分数就越来越

大。此时，借助几何画板演示，让学生

直观感知老大哥分数的分子分母越来

越大，分数也越来越接近1。同样的方

法延伸至“老二哥”分数（分子比分母

小2）……

整 个 探 究 过 程 步 步 为 营 、层 层

深入，适时在关键处点拨，让只学习

了“分数的初步认识”的学生，不仅

认识了老大哥分数，而且掌握了真

分数的性质，挖掘了学生的潜能，发

展了数感。

开放型探究

还有一些拓展课学习素材基于教

材的知识点，此类学习素材可采用开

放型探究方式。在开放型探究中，虽

然学生不需要“扶”着走，但在关键处

还需要教师指一指方向。当学生探究

进入“死角”且长时间出不来时，要引

导“回头看”；当学生探究走到“十字路

口”时，要引导“辨方向”；当学生探究

路径不多时，要引导“另辟蹊径”。教

师需要引导学生学会合作，有时还需

让学有余力的“小老师”帮助不会的同

学共同完成探究任务。

如《画2m2的正方形》一课，呈现问

题：面积是 2cm2 的正方形，你们会画

吗 ？ 学 生 通 过 计 算 1.4 × 1.4=1.96、

1.5×1.5=2.25、1.45×1.45=2.1025…找

不到两个相同的数乘积为2，甚至有个

别学生提出 2m2的正方形不存在。就

在学生的思考进入了“死角”时，我引

导他们“回头看”：（1）你会画哪些正方

形？（2）找边长，画不出2cm2的正方形，

能否从面积角度去思考呢？点拨后放

手让学生自主探究。

汇报交流之后，我引导学生再进

行比较分析，总结方法：可以由“大面

积”想到“小面积”，如先画 4平方厘米

的正方形，再将各边中点连线得到 2

平方厘米的正方形；可以由“小面积”

想到“大面积”，如先画 1 平方厘米的

正方形，再以它的对角线为边长画正

方形；可以通过“等积变形”得到，如

先画两个面积为 1 平方厘米的正方

形，再转化成一个正方形；还可以直

接画两条相互垂直的 2 厘米线段，再

连接四个端点得到正方形。通过比较

分析，学生在反思中进一步厘清解决

问题的思路。

（作者系数学特级教师、温州大学

城附属学校教育集团校长）

拓展课，让学习方式发生改变

□ 王红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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