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我 见

有小组更自主
□ 顾金美

随着新课改体系在教学实践中的贯彻
实施， 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已经成为教
学进程中极为重要的部分， 是学生学习方
式重大变革的主要体现。 因此，“在生物教
学中如何才能有效地实施小组合作学习 ”
成为我几年来不断探索与实践的课题。

小组合作学习中首先要建设好小组 ，
制定组织纪律、原则和共同的目标，在此基
础上打造出一个个有凝聚力的组织。 小组
合作学习是建立在自主、展示、反馈 3 个层
面上的学习，学生之间可以进行多元交流、
分享、研讨。 这种多向交往有利于形成积极
的课堂氛围，有利于各类信息的沟通，有利
于学生间的互帮互学、相互启发，有利于学
生思维的发展。 越是人数多的班级，越需要
小组合作学习。 这种学习方式既拓展了课
堂教学的时空，又加强了教学的个性化；小
组合作学习， 让每个学生都参与到学习过
程中来，调动了每个学生的主动性，学习效
果得以全面提高。

小组合作学习，如果组织不力，往往容
易流于形式， 这就需要教师选择好活动的
内容，确定好讨论的题目。 为此，教师一方
面要认真钻研教材， 把握本节课的重点和
难点， 设置的问题尽量结合学生的生活实
际，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相适应，另一方
面，问题还要兼顾挑战性，激发学生探索的
兴趣和深层求知欲望， 使学生体会探索的
意义与价值， 又能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
展。 以生物教学为例， 在总结生物的特征
时， 教师可以先让学生举出一些生物的例
子，再出示一些图片，让学生观察并思考这
些生物的特征。 个人的回答往往不全面，小
组讨论则可以激活个人思维， 引发更多的
思考，得出更加多样化的答案。 这样不仅拓
展了学生的知识面， 而且培养了学生的思
维能力。

合理的评价机制能够将学习过程评价
与学习结果评价相结合， 将小组集体评价
与成员个人的评价相结合， 使学生认识到
合作学习的价值和意义， 更加关注合作学
习的过程。 在教学中，可以更多地采用激励
性评价。 教师、学生的激励评价有利于增强
学习小组的凝聚力， 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
效果。 在课堂上，可以评出“最佳沟通奖”、
“配合默契奖”、“共同进步奖”、“集体智慧
奖”等。 这样，小组合作学习更积极向上，学
生更乐于参与， 可以燃起部分学生奋发的
欲望，较好地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积极
性，有效地促进他们主动、健康发展。

总之， 新课改给了教师和学生更大的
自主空间。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们不仅要坚
定实施小组合作， 更要正视学生合作学习
中出现的问题， 不断用正确的理论和方法
加以指导，采用合理的策略进行培养，相信
学生合作学习能力一定会有更大的提高。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皇
城镇第一中学）

■我在干吗

出镜学校：福建省南平市流芳小学

新校长：肖腾福
问：最近对学

校建设有什么新
想法？

答：随着教育
公平的大力推进，
更注重建立人文
校园。

问：教育的核
心是什么？

答 ： 教书育
人， 真爱教育，健
康发展。

问：校长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答：教育思想的引领，核心价值观的倡

导，引导教师爱岗
敬业。

新教师：林爱萍
问 ：最近课堂

有什么改变？
答 ：人文性课

堂成为亮点。
问 ：如何调动

课堂气氛？
答 ： 创 设 情

境， 激励分享 ，自
主学习。

问 ：如何挖掘
学生潜能？

答：树立目标，以人为本，人文关怀，个
性发展。

新学生：詹明海
问 ：最近有什

么进步？
答 ：作业认真

做 ， 上课专心 听
讲，在家里会关心
家人，观察事物很
仔细。

问 ：最近在阅
读哪些课外读物？

答 ： 《 水 浒
传》、《海底两万里》。

问：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答：成为有责任心、不怕困难的人。

（采访/孙和保）

班级：初三（2）班
教师：崔建海
内容：《破阵子》（辛弃疾词）
课型：新授课

课堂流程：
1. 学生自读课文，结合注释，疏通文

意。
2. 展示交流，教师出示自己写的《破

阵子》，学生进行比较赏析。
3. 重点揣摩，播放视频，了解作者和

写作背景，进一步把握诗歌的情感。
4. 对比阅读陆游的《诉衷情》，延伸

拓展。

校长点评：
课堂结构设计合理。 每一项活动设

计与学习目标相互照应， 目标达成度可
观察、可评价。 问题在于，课堂活动形式
比较单一：读的形式单一，仅有自读和齐
读两种，缺少阶梯，不能体现学习的增值
和能力的推进；师生交流的形式单一，仅

有自学后的提问和小组合作学习后的提
问，教师给学生的空间较少，课堂也缺少
有价值的质疑。

出示学习目标过于机械，时机不当。
教师的开场白要抑扬顿挫， 课堂导入要
巧设悬念、营造氛围，让学生自然地走进
文本。 本节课上， 教师直接出示学习目
标，接着又生硬地转入作者介绍，时机选
择不恰当。

班级：高三（18）班
教师：张大燕
内容：近代中国经济结构变动
课型：复习课

课堂流程：
1. 解析命题意图， 紧扣考纲和核心

概念，正本溯源，明确要求。
2. 展示统计数据，启发讨论，小组交

流，展示纠错。
3. 方法指导， 总结一类题的解题策

略。

4. 延伸迁移，巩固强化。

校长点评：
教师在课堂上印发了两个学生的试

卷，让学生评析，这个做法是好的，但是
材料不够丰富。 教师可以多选取一些学
生的典型答题方式， 用身边的事例教育
学生，这种做法冲击力最大。 在学生分组
讨论和独立解题时， 教师也可以把即时
生成的成果在课堂展示， 有效调动学生
参与的积极性。

教师对学情把握不准， 教学节奏前
松后紧。 教师在课堂开始阶段浪费了太
多时间，之后为了达成课堂目标，又仓促
推进，对有些问题的处理明显不到位，对
课堂的临时生成也缺乏驾驭能力。

巡课总评：
这两节课各有特点，也各有缺陷。 通

过巡课， 我想总结一下自己认为的好课
的基本要求。

学习目标叙写必须科学， 行为动词

明确，可操作、可测量、可评价，可以采取
“活动+任务” 的叙写方式， 例如 “通过
……，说清……”，前者是活动，后者是任
务。 在教学环节的设计上， 也要围绕目
标，有序展开。

必须是有意思的课。 一节好课，应该
让学生身不由己地沉浸其中， 引起学生
的情感共鸣，或低回婉转，或高亢激昂，
张弛有度、节奏明显。 一节好课总要有一
两处出彩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智慧的生
长地，既体现教师的教育智慧，也体现学
生的成长进步。

课堂是生成的，是鲜活的，教师的智
慧不但表现在课前设计上， 还表现在驾
驭课堂的能力上。 课堂有“定”也有“变”，
这个班的学生与那个班的学生不同，同
一个学生今天与昨天不同， 教师都要明
察秋毫，灵活应对，而不应该拿既成的课
件或文本控制学生。

（作者系河南省郑州市回民中学教
学校长 ）

好课的基本要求
□ 张天佑■校长巡课笔记

■课堂现场

专家点评
如何让优秀生愿意帮助潜能生，如何让潜能生不掉队，如何让小组的每个

成员都有所进步、有所发展？教师巧用“卡片激励法”，有效地破解了这些问题。
卡片是一种创新方法。教师根据学生喜欢收集卡通类纸牌的特点，别出心

裁地制作出卡片式荣誉证。在课堂上，这种过程性激励是非常有效的。
卡片是一种评价工具。一般的课堂上，教师习惯使用记分数、奖红花、插红

旗等评价方式，久而久之，容易引起学生的“奖励疲劳”。因此，不断变换评价工
具会给学生带来新鲜感和刺激感，这是一种开放式的课堂评价。除了卡片，颁
奖词、喜报、大头贴、简笔画、小图章等评价方式也可以轮换使用。
卡片是一种情感纽带。一张小小的荣誉证，何以成为学生的珍藏？因为卡

片上凝结着教师对学生的理解、付出、赏识与期望。这不仅是一张特别的奖状，
更是一个教育人表达情感的方式。

新课堂主张唤醒学生的“动力系统”，但无论是教师激励，还是学生之间相
互激励，其动力源都来自外部。最有效的激励应该是自我激励，一旦学生心中
的巨人被自我唤醒，这比任何外部激励都有效得多。

（本期点评嘉宾系河南省新安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夏书芳）

学校开展新课改已经一年多了 ，现
在的课堂模式，渐渐从“教中心”过渡到
“学中心”， 学习小组也在课堂中发挥着
自己的作用。 然而，随着新课改的深入，
一些问题也开始暴露出来， 比较突出的
就是因为很多学生基础薄弱， 学习小组
中总有一些学生习惯于当“听众”，被动
地接受别人的观点。

记得有一次 ，我让课代表担任 “小
老师 ”，给全班讲解一道习题 。 尽管我
反复鼓励他 ，告诉他 “做对一道题只是
掌握了一道题 ， 但是讲对一道题能掌
握一系列的题目 ”，但他就是拒绝走上
讲台 ，理由是 “我不会讲 ”。 成绩好的学
生尚且如此 ， 更不用说那些学习困难
的学生了 。 很多人即使想参与课堂活
动 ， 也往往因为无法准确表达自己的
观点而力不从心 。 如何创造出更多机
会 ，既让优秀生愿意与大家分享智慧 ，
又防止潜能生在小组合作学习中 “浑
水摸鱼 ”呢 ？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 ， 我利用学

生喜欢收集卡通类纸牌的特点 ， 自己
设计了一张卡片 。 卡片正面印上 “荣誉
证书 ”的字样 ，内容为 “某某同学课堂
表现突出 ，特此表彰 ”；卡片背面印上
我的照片 ， 把我对学生最想说的心里
话写在上面 。 精美的卡片很快赢得了
学生的收藏欲望 ， 只要学生课堂上能
积极地 “敢问敢答 ”，我就送一张签有
我字迹的卡片 。 不要小瞧了这张卡片 ，
因为我为我送出的每一张卡片负责 ，
学生自然也会为他得到的每一张卡片
骄傲 。

这种做法尽管起到了让优秀生活跃
起来的目的，但潜能生的问题如何解决？
我又在鼓励方式上做了“手脚”：鼓励不
轻易授予个人，重点授予小组，一周内课
堂表现得分第一和第二的小组最多可以
得到 4 张卡片， 其他小组可得到的卡片
依次减少。 优秀生答题得到 1 分，中等生
得到 2 分，潜能生得到 3 分。 如果小组想
取得好名次， 就会想办法把回答问题的
机会让给潜能生， 如果潜能生回答不出

来，小组内就会想办法帮助他。
教无定法，我相信只要用心，一定还

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方法， 愿我的做

法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

张湾镇第二中学）

□ 李 征课堂微创新

在课堂教学中， 应该鼓励学生的质
疑精神，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 学习的
过程没有“权威”，如果学生可以大胆质
疑教师、质疑教材，这种精神一定要得到
鼓励。

学习《醉翁亭记》的时候，有这么一
个句子：“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 ”这个
句子教师用书上是这么翻译的：“把泉水
酿成酒，泉水清，酒儿香。 ”认为“泉香而
酒洌”应是“泉洌而酒香”之误。 对于这句
话的理解，我在教学中却遇到了“麻烦”，
大部分学生认为教师用书上的说法对，
但也有一部分学生持另外的看法。

这些持反对意见的学生的理由概括
起来如下：根据文章，醉翁亭附近没有开
酒厂，所以无法在这里酿酒，那个时候，
似乎也不可能用酒精兑水得到酒，所以，
“酿泉为酒”中的“酿”不是动词，“酿泉”
不能拆开，是个名词，即文章开头“山行
六七里， 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
间者，酿泉也”中的“酿泉”。 解决了这个
问题， 整句话就好翻译了： 以酿泉水为
酒，这样的“水酒”清洌而芳香。

他们的看法自然也遭到了质疑，学
生讨论起来，两派都有道理，也都有难以
自圆其说之处，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时，

学生把期待的目光投向了我， 期待我来
“裁决”。 我当然不会简单地说谁对谁错，
而是给他们补充了一些资料———让他们
通过网络，自行查阅与《醉翁亭记》相关
的一些资料，先看看“酿泉”还有没有别
的称呼。 果然，有的学生大声说：“‘酿泉’
也叫‘让泉’！ ”还有学生找到了写着“让
泉”文字的照片。

“酿泉”如果也叫“让泉”，自然“反对
派”的说法要打一些折扣了，但是学生依
然不服气，我感觉有些“棘手”了。 这时，
一名学生站起来说：“如果说泉即为酒，
酒即为泉，那下面‘泉香而酒洌’又把泉
和酒分开说，前后矛盾了。 ”这个理由比
我想的更有说服力， 但我还没来得及说
话 ， 又有一名学生说 ：“‘临溪而渔 ’中
‘临’是动词，那么为了对仗，从行文习惯
来分析，‘酿泉为酒’中‘酿’也应该是动
词。 ”学生的证据越来越多，观点也趋近
于统一了。

最终，我并没有宣布“正确答案”，因
为“反对派”的质疑是有道理的，这种质
疑精神也是非常可贵的， 何必把所谓的
“正确答案”强加给他们呢？ 下课铃响了，
学生仍然意犹未尽……

如果从事先设计好的计划来看，这

节课并没有完成， 也偏离了教学重点和
难点，是一节“残缺”的课。 但是，学习知
识、培养能力当然是为了解决问题，如果
连问题都发现不了，又何谈解决问题呢？
所以虽然“残缺”，我却毫不遗憾。

在这节课之前 ，我总认为 《醉翁亭
记 》这样的千古名篇 ，不会再有什么新
发现了。是学生的质疑给了我震动和启

发 ：课堂教学中 ，教科书和教学计划是
死的 ，学生却是活生生的 ，作为这两者
之间的桥梁 ，教师也应该是活的 ，一定
不能拘泥于课堂目标 ，追求表面的 “完
美 ”，要鼓励质疑 、引导对抗 ，发现学生
智慧中的闪光点。

（作者单位系湖南省浏阳市官渡镇
浏阳四中）

□ 王虎森课堂好故事

质疑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很多时候，课堂中并没有所谓的“正确答案”，教师应该
引导学生质疑、探索、对抗，从而培养他们的学习品质。 即使这个过程会影响教学计划，教
师也可以适当地灵活变通。 毕竟，“残缺”也是一种“美丽”。

卡片赶走“奖励疲劳”

专家点评
这是一节典型的、以质疑贯穿始终的课。教师以《醉翁亭记》中“酿泉为酒，

泉香而酒洌”一句的翻译为“引线”，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促使学生变被动接
受为主动探究，整节课充满了批判思维与质疑精神。

好奇、好问是学生的天性，质疑、提问是学生与生俱来的潜能。孟子说：“尽
信书，则不如无书。”亚里士多德则说：“思维从疑问和惊奇开始。”教师在这节
课上，没有把所谓的正确答案强加给学生，而是引导学生有理有据地展开辩
论，鼓励他们大胆质疑课本、教师与同伴。

在课堂中，“问”是打开知识宝库的“金钥匙”。新课堂打破了传统课堂师问
生答的局面，让学生有机会发表疑见、异见与创见。因此，这种看似“残缺”的课
堂，实则向着培植学生的主动创新精神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质疑是发现问题，但这仅是成功的一半。毕竟质疑是手段，解疑才是目的。
教师如何引导学生通过阅读文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进而经由思考、合作、探
究，最终解决问题，这才是质疑的最终目的。因此，从问题悬而未决到迎刃而
解，可能是本节课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残缺”的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