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新课堂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022年12月14日06版

现代课堂现代课堂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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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说，好的课堂

是 润 泽 的 课 堂 ；有 人

说，好的课堂是有趣的

课堂；也有人说，好的

课堂是有对话、有生成

的课堂。我深以为然。

当然，每一个人眼

中的好课都有其特定

的认知背景。在我看

来，那些被追捧的公开

课不一定是好课，那些

教师在课堂上比学生

还忙碌的课不一定是

好课，那些被信息技术

过度包装的课不一定

是好课。因为一些课

改新理念常常在公开

课中被审美化，因为那

些课堂上忙碌的教师

常常会遮蔽真实的学

情，因为一些新技术常

常被过度使用而喧宾

夺主。

一堂真正的好课首

先要体现一个“新”字。

一是理念要新——贵在

体现新课标的精神和理念；二是设计

要新——贵在体现关注学情、构思新

颖、实用有效的教学思路；三是方法要

新——不仅重视现代化手段的运用，整

合更多教学资源，还要能创新教法、创

新评价等。总之，“教无定法，教有优

法，重在选法，贵在得法”。

其次要体现一个“学”字。好的

课堂一定是注重学生自主学习的课

堂。值得关注的是，当下的课堂教学

中依然大量存在学生被动学习的现

象。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曾提出，非

指导性教学将教师定位于促进者角

色。在他看来，当学习者觉察到学习

内容与他自己的学习目的有关时，意

义学习就发生了；当学习者负责任地

参与学习过程时，就会促进学习。这

意味着，课堂教学要高度关注学生的

自主学习。但是，自主学习≠自学≠
独学≠预习。我认为，自主学习可以

遵循以下原则：一是要提供有效的学

案，也即学习路线图，指引学生自学；

二是用问题激发兴趣，让学生带着问

题去探究；三是提供可选择、可协同

的支持性学习环境；四是引导学生自

我评估学习结果。

再次要体现一个“问”字。我们常

说，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

重要。一堂好课离不开对问题的巧妙

设计。我一直在探索“问题导学”教学

法。在教学问题设计上，要利用合理

的情境巧妙呈现问题。为了不浪费课

程资源、教学内容和时间，教师设计的

问题一方面要符合学生的学情，符合

学生的认知规律，同时问题重点要与

课程的重点、难点相符合。问题的设

计要紧密联系生活实际和学生成长的

实际，遵循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要生

活化，要准确、恰当、有趣，从而激发学

生的参与热情，使学生在参与体验过

程中获得经验，以培养学生良好的情

感、态度与价值观。在具体教学中，简

单问题可以让学生独立完成，稍难问

题可以小组合作解决，难度大的问题

可以师生合作，共同解决。

最后要突出一个“动”字。“动”不

仅指身动、心动，还指脑动。只有动起

来的课堂，学生才有存在感、参与感、

获得感。教师在教学中，要利用“问题

导学”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互动，在

提问和学习过程中最大限度让每个学

生参与其中，使学生通过师生合作、生

生合作，通过自学、讨论、交流、操作、

研究等活动，获得认知发展。当然，所

谓“动”，贵在脑动。一方面要通过“问

题导学”引导学生开动脑筋，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学

生之间要互相解释所领悟到的知识，

互相找出不足、及时改正，互相小结学

习心得，这样可以使学生轻松、愉快而

且高效地完成学习任务。

要做到以上四点，教师就要积极

投入教科研，不仅要研读课标、研读

教材，还要认识学生、认识教学，积极

探索教育教学方法和策略。只有做

到有的放矢、因材施教，才能让课堂

更高效。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邓州市城区

第一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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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核心素养的学科教学何以落地
新课程解读系列⑧

《义 务 教 育 英 语 课 程 标 准

（2022年版）》（简称“英语新课标”）

是英语教学理念的再次提炼与更

新，是课程内容的再次统整与完

善。作为英语教师，我们要研读英

语新课标，在此基础上有效融合理

论与实践，不断优化理念与行动，

真正落实“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奠定

基础”这一核心理念。

细读英语新课标不难发现，其

理论与近几年的英语教学实践有许

多相近之处。为此，我们首先要梳

理相关内容，融合新课标理论与现

有实践。

一是课程内容的融合。英语新

课标提出课程内容的六要素：主题、

语篇、语言知识、文化知识、语言技

能、学习策略，这与以往我们研究的

教学三大目标内容，即知识与技能、

思维与策略、文化与情感是相互交

织包容的。

二是英语学习活动观的融合。

英语新课标提出三类活动，即学习

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这与我

们一直实践的上海市英语特级教师

朱浦倡导的四类学习活动，即学习

理解、实践体验、构建运用、迁移转

换也是相互交织包容的。学生在实

践体验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或机械

操练或意义操练，通过各种活动获

取直接或者间接的情感体验，步步

深入，从简单模仿到框架构建，再到

实践应用，逐步理解领悟，为后续实

现迁移与创新奠定基础。

英语新课标更强调“素养导向”

和“育人指向”，要求教师优化理念，

摒弃以往以经验为主导的教学模

式，在落实语言知识六要素的过程

中，优化教学设计、实施与评价，关

注学生学习经历，为学生终身学习

奠基。为此，建议一线教师从以下

几个方面进行优化。

一是目标导向需要进一步明

晰。教师要转变观念，落实新课标

理念，所思所为要指向学生核心素

养，更加注重如何发展语言能力、培

养文化意识、提升思维品质以及提

高学习能力。

二是内容要素更关注育人指

向。教师要深入理解“用教材教英

语”的本质，充分挖掘教学内容六要

素中的育人价值，并将其无痕落实

在教学过程中。用教学内容六要素

落实英语新课标，即发展语言能力、

培养文化意识、提升思维品质、培养

学习能力。

明确主题范畴。明晰主题群，

知晓教材隐含的子主题。只有在深

入了解主题范畴之后，才能明确其

中隐含的育人因素，从而有效落实

在课堂教学之中。教师可关注三大

主题范畴：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人与自我，即生活与学习、

做人与做事；人与社会，即社会服务

与人际沟通、文学艺术与体育、历史

社会与文化、科学与技术；人与自

然，即自然生态、环境保护、灾害防

范、宇宙探索。

设计有效语篇。根据语篇不同

类型选择合适的内容，使之更具基

础性、通用性和适宜性。

知晓语言知识。语言知识五要

素的分类是语音、词汇、语法、语篇

和语用知识。要在语言知识学习过

程中发展学生语言能力。

挖掘文化知识。教师要了解并

挖掘教材中文化知识包含的两项内

容（物质文化知识和非物质文化知

识），引导学生了解文化知识所包含

的两个层面：不仅要了解和记忆具

体知识点，还要学会发现、判断其背

后的态度和价值观。

关注语言技能。在语言学习中

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语言技

能包含“听说读写看”五方面的技能

及其综合运用。教师要厘清语言技

能的类别，知晓理解性技能和表达性

技能，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优化学习策略。新课标更关注

学生的学习策略，发展学生元认知

策略、认知策略、交际策略和情感管

理策略，真正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

三是课程实施凸显“教-学-

评”一体化。“教-学-评”一体化是

指教学目标、评价任务、学习活动三

者的一致性。“教”以目标为导向，指

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学”是为

了发展核心素养；“评”作为一种功

能，是为了更好实现以评促学、以评

促教。

教师要进一步加强学习，更新

对“评价”的认识，同时进一步理解

“教-学-评”作为一个完整教学活

动的三个方面，始终贯穿在“课前设

计—课中实施—课后延续”之中，把

这个思想落实在日常教学行为之

中，找到英语学科育人目标落实的

切入点。

落实新课标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既不能视其为全新内容而产

生畏难情绪，又不能好高骛远而不

以为然。我们要有效融合理论与实

践，不断优化理念与行动，同时找寻

自身教学的短板，进行大胆实践，真

正将新课标的核心理念落实在日常

教学中。

（作者系上海浦东教育发展研

究院英语教研员）

在融合和优化中落实英语新课标
□ 叶建军

在践行《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2022 年版）》（简称“语文新课

标”）过程中，有人认为没有必要做

大单元教学，因为在语文新课标中

没有查到“大单元”或“大单元教

学”。语文新课标中的确没有，但是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第

五部分课程实施中的第二条深化教

学改革中谈道：探索大单元教学，积

极开展主题化、项目式学习等综合

性教学活动，促进学生举一反三、融

会贯通，加强知识间的内在关联，促

进知识结构化。

这段话可以从四个方面重新

认识要不要开展大单元教学：一是

大单元教学属于“课程实施”中的

“深化教学改革”，如果你不愿意实

施新课程，不愿意深化教学改革，

那就可以不搞大单元教学；二是这

个“课程实施”的具体要求不是针

对哪一门学科的，而是针对义务教

育阶段 16 门学科课程标准提出来

的，语文学科当然不能排除在外；

三是这段话有两个关键词“探索”

与“积极开展”，这两个词告诉我

们，中小学各门学科可以搞大单元

教学，也可以不搞，当然如果你是

积极的探索者，就可以积极投入这

一探索；四是这段话告诉我们做大

单元教学可以“促进学生举一反

三、融会贯通，加强知识间的内在

关联，促进知识结构化”。

读懂了这段话，就读懂了义务

教育阶段语文学科要不要搞大单元

教学了。其实，如果大家读过语文

新课标发布之前的“征求意见稿”，

一定知道里面有“大单元及大单元

教学”。为什么正式颁布的语文新

课标删除了呢？我的理解是让全体

教师搞大单元教学是相当大的挑

战，许多一线教师根本做不到，即使

有专家把一个个单元设计好，把每

一节课件给到大家，也很难保证大

单元教学的有效实施。因为大单元

教学不仅需要深入解读教材，需要

根据学生学习规律进行单元知识结

构化重组，需要根据“教—学—评”

一体化进行综合设计，还要面对学

习任务群，从任务群的角度去思考，

相当耗时。所以课程方案鼓励教师

做大单元教学探索，但语文新课标

并没有做统一要求。

传统的单元教学与大单元教学

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单元教学通常

是线性教学结构。2016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的一篇报告中曾指出这样

的单元教学结构“知识间的内在关

联、知识结构化”存在的问题严重。

此次课程标准修订的一项重要变革

就是课程内容结构化，意在改变知

识、技能的简单线性排列方式，强化

知识间的内在关联，凸显学科的本

质、思想方法以及内在逻辑。于是，

大单元教学、学习任务群、逆向教学

等新的教学设计及课堂教学成果应

运而生。作为一线教师，我们要努

力做教学探索者，在深化教学改革

的道路上化解传统单元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逐步走向大单元教学，让核

心素养真正落地。

（作者系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

昆山市玉峰实验学校教师）

为什么要走向语文大单元教学
□ 高子阳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

版）》明确把实施“教－学－评”一体

化作为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它要

解决的是传统教学中教学目标与学

习目标相脱节、教师的“教”与学生

的“学”相割裂的问题，是有效落实

以评促教、以评促学，指向学生个性

化发展的多元评价。

走向单元整体设计。当前的课

堂依然存在目标不清晰、教学效率

不高、教学评价弱化的现象，教师

“怎么教”“教的有没有效果”不被关

注，教师对“教”与“学”的目标缺乏

更深入的研究，日常教研中更关注

“教”、少关注“学”、不关注“评”。而

“教－学－评”一体化则强调以“单

元教学”为主，单元目标上接学科学

段目标、下连课时目标，能有效避免

教学过程中目标脱节的现象，能把

“碎片化”的课时目标“整体化”，让

学科目标、学段目标、单元目标、课

时目标形成有机的统一体。义务教

育阶段数学学科核心素养目标是

“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

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

数学的语言描述现实世界”。这是

数学学科落实立德树人育人目标的

基 本 要 求 ，是 学 科 教 学 的“ 大 目

标”。这样的“大目标”表现在初中

学段具体学业质量目标上则是“感

悟数学价值，获取数学经验，产生数

学兴趣和求知欲，增强学习动力，建

立数学自信，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学会独立思考、合作探究，形成批判

质疑、勇于担当、克服困难的科学精

神，具备一定的创新精神”。这体现

了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

养要求，是整体单元教学设计的基

本依据。总之，整体单元目标设计

就是一座桥梁，能实现教与学目标

的一致性、连贯性，确保学科核心素

养目标在教学中得以落实。

走向探究型课堂。新课程改革

以来，自主、合作、探究的理念深入

人心，但是日常教学中真正的探究

型课堂并不尽如人意，一些“满堂

灌”“填鸭式”的教学依然存在，课堂

效率不高、质量低下的现状并没有

很好解决。在进行七年级数学“认

识不等式”的教学中，执教教师通

过多媒体技术出示“购买世纪公园

的门票如何做更合算”的问题激发

学生兴趣，然后进行“问题分析”、

引出“不等式的解”的概念、进行

“列不等式”例题的讲解，最后是课

堂反馈训练。应该说教师的执教

思路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引入问题

后的分析耗时过长、在概念和例题

环节又以讲解为主，学生的自主学

习没有体现。其实本节课中的“不

等式概念”“不等式的解”“列不等

式”等环节，学生可以在已有的“等

式概念”“方程的解”“列方程”知识

基础上，通过类比、迁移、自主学习

达到掌握的目的。教师还可以通过

单元设计把“不等式解集”的概念整

合在本节课教学中，并让学生及时

完成随堂检测，这样教学效果就会

更有保障。“教－学－评”一体化的

理念要求教师在教、学、评三个环节

中给学生搭好台子、架好梯子，给学

生留出探究的空间。

走向作业设计。“双减”背景下，

实现从传统的“布置作业”向“设计

作业”转型是每位教师面临的新挑

战。这种转型要求学校教研要改变

只关注“教法”不关注“评价”的倾

向，把“设计作业”作为学校教研的

重要内容，要对教材中的习题进行

二次开发，通过整合、删减或改编提

高基础性作业的针对性，发挥基础

性作业的课堂评价功能；要进行弹

性作业和分层作业的研究，重视提

高性评价；要积极进行生活性作业

和创新性作业的实践，深化对学生

创新能力的评价。作业设计要立足

学生学业水平和生活实际，考虑学

生的认知水平和年龄因素，引发学

生积极思考和主动参与的热情，并

且通过自身或小组努力高质量完

成，使学科素养得以提升。例如，利

用统计知识让学生对自己家庭春节

期间的消费情况进行记录并形成分

析报告，利用概率知识分析上下学

路上经过红绿灯路口遇到绿灯的概

率，利用对称知识分析自家房屋的

对称元素，等等，这样的实践性作业

能有效培养学生的学科素养。

大单元教学设计可以解决“为

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教到

什么程度”的问题，探究型课堂可

以解决“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什

么程度”的问题，有效的“作业设

计”可以解决“评什么”“怎么评”

“评价效果如何”的问题。三者有

机融合是实施“教－学－评”一体

化的有效途径。

（作者系海南省定安县实验中学校长）

数学教学“教－学－评”一体化的三个走向
□ 范 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