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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 波波

为认真贯彻落实“双减”工作相关精
神，解放小学从实际出发，充分发挥学校
的育人功能，积极打造“第二课堂”，培养
学生兴趣爱好，丰富校园文化生活。

做优课后服务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立足儿童身心健康发展需求，

实行“1+1+X”模式，即集中作业辅导+
体教融合+社团。体教融合以足球、篮
球项目为主，同时开展了包括书法、红色
小导游、象棋、绘画、葫芦丝、阅读等独具
特色的社团活动，满足家长、学生的个性

化需求。全方位助力孩子们的兴趣发
展，让拥有不同性格、天赋的孩子都能学
有所长。

做细课后服务 满足学生个性需求
学校还结合各年级学生和家长的不

同需求，推出与学科知识相关的素质活
动，比如古诗词阅读鉴赏、写作、奥数、英
语口语等，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

做实课后服务 引领学生快乐成长
加强作业研究，严控书面作业总量，

参加延时服务的孩子基本上能在校完成

作业。针对部分因参加社团活动未完成
作业的孩子，则通过微信群进行线上辅
导，切实减轻了孩子和家长的负担。同
时创新作业形式，通过设计个性化、弹性
化作业、综合实践性作业，激发学生学习
动力，感受学习的乐趣。

学校立足于“双减”政策，满足不同
学生群体对兴趣和特长的学习需求，让
学校教育成为学生减压减负、提升素养
的“主阵地”，真正达到了“立德树人，五
育并举”的教育目标。

提高教学质量，是世界上最艰难的事情之
一。许多青年教师工作之初自信满满，一番努
力之后，又常常束手无策，于是，“恨铁不成
钢”，多种不良的教学行为“时有爆发”，给教育
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笔者在教育战线浸染
几十年，听评课不低于五千节次，提炼总结出
低效教学十大教训，期望教育工作者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不断提高我们的教书育人水平。

一、生搬硬套——不能把“死教材”变为
“活课程”，照本宣科，导致学生囫囵吞枣，不知
所云，“夹生饭”问题层出不穷。

大家都知道“照本宣科，依样画葫芦”是一
种糟糕的教学方法，可教学中很多教师都不善
于开发教材，即课程化。教材、资料上的文字、
图片、习题等都是“死”的，学生拿过来直接阅
读或者运用会“消化不良”。教师的引领作用

“八分在课外、二分在课内”，指的就是教师课
外对教材的加工——把“死知识、死材料”加工
成“活课程”。教材给出的内容就如同建房子
时给的砂石、水泥、钢材等建筑材料，如果没有
图纸、建筑说明和要求，建筑工人是无从下手
的。教师只有把教材内容加工成有目标、有情
境、有任务、有活动、有评价的学习支架，也就
是“活课程”，学生才能发生真实学习和深度学
习，才能实现知识建构和思维迁移，才能诞生
真实的“新知识、新方案、新思维成果”。

前期新课改提倡的“自主、合作、探究”的学
习方式为什么难以实施？原因就是没有解决学
习支架的搭建问题。这就好比让学生登楼，但
不提供楼梯，自主学习即让学生自己上楼，上不
去就借用团队的力量，即采用小组合作，小组也
束手无策。教师是学习支架（好比楼梯）的搭建
者，只有根据学习目标与质量标准，回答“做什
么（问题与任务）”“怎么做（活动与方法）”“做到
什么程度（评分标准与活动规则）”，学生才能到
达目的地，实现目标的高质量达成。

“教学评一体化”的本质内涵，就是搭建这
三大学习支架，帮助学生能真正开展自主、合
作、探究学习，从而实现目标、学习、评价的一
致性。没有学习支架的课堂，是随意、低效的
课堂。因此，教师真正的教学能力体现在把

“死教材”变为“活课程”上，只有这样，学生才
能在“课程——跑道（古希腊语，课程即跑道）”

矫健奔跑。

二、就事论事——目光仅仅局限在教材内
容上，就新知而新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
实现知识关联与迁移。

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提到过三种水平的
教学：第一种水平，教师把一节课就当一节课；
第二种水平，教师会关注学科内知识的融会贯
通；第三种水平，教师组织学生联系真实生活
解决问题。他说：“最不好的一种是把每堂课
看作一个独立的整体。这种课堂教学不要求
学生负起责任去寻找这堂课和同一科目的别
的课之间或别的科目之间有什么接触点。”现
实中，许多教师不仅把眼光囿于自己的学科
（其它学科的听评课都不参加），而且往往局限
于教材上某一课时，不敢跨越、重组、开发，教
学中缺乏前挂后连、瞻前顾后，不能从“素养”
发展角度引领学生“做事”……这种立足于事
实性知识的“双基”教学，必定孤立、碎片、浅
表、呆板，无法形成知识内在的有机关联，难以
引发新知识、新思维成果的诞生，无法由此及
彼，实现知识、思维、态度等课程内涵的迁移。

素养教学并不忽视“双基”，而是用一种更
高效的方法“掌握双基”，“用中学”即运用“双
基”学习“双基”和解决问题（做事），以输出驱
动输入，以高阶带动低阶。这样就使学习变成
了一种生长、一种创造，从而实现了教学的增
值。教育家怀特海说：“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使学生通过树木看见森林。”作为教师要
用联系的思维方式看待问题，从全局角度审视
问题，从核心知识与本质概念的角度看待课时
内容。在教授某一课时内容时，要放眼整个单
元、整个学段，顶层设计，有的放矢的组织教
学，引领学生实现“攀登”即思维进阶；要引领
学生联系生活，运用真实的情境、经历真实的

经过、解决真实的问题、诞生真实的果实，实现
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生活的有效联结，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养。

三、学无所成——只关注是否掌握了教材
上的知识，不懂得把这些知识变成种子使其生根
发芽，结出新的果实，违背了学习的本质特征。

学有所成，学以致用，这是中国古老的教
学哲理。学习目标是预期的学生学习结果。
这个“果”，不只是教材内容和教师讲授内容，
而是经过生长后结出的“新果实、新产品”，这
就是“学有所成”的本真内涵。可是现实课堂
教学中，许多教师教学目标的制定是“认识
……（教材问题）、掌握……（教材内容）、理解
……（教师所讲方法）”，很少站在运用双基解
决问题的高度来组织教学。就好比教师撒下
种子，让学生捡拾回来，谁能颗粒不丢，谁就是
优秀生，丢得多的就是学困生。这种教学观
念，如果从农业角度思考，纯粹是笑话，播种的
目的是收获新的果实，哪有撒下种子再捡拾种
子的农作方法。

产出导向，不是现代教学“新理念”，早在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出过“不愤不启，不悱不
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
在学习者冥思苦想仍不得其解的时候去点拨，
在学习者想说却说不出来的时候去引领，最终
指向“举一反三”迁移运用。西方的教育鼻祖
苏格拉底把教学喻为“产婆术”，作为“助产士”
的教师，就是帮助学生（产妇）诞生“思维胎儿
（学习成果）”的。细心体味，可以发现不论西
方的苏格拉底，还是中国的孔子，都关注到了
学习产品的生成。学有所成——新的思维成
果的诞生，就是学习的本质特征。

美国数学家哈尔莫斯在谈论数学教学时
说：“数学究竟是由什么组成的？是概念、公

理、定理、定义、公式、证明？诚然，没有这些组
成部分，数学就不存在了，这些都是数学的组
成部分。但是，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数学
的核心所在。数学的核心应该是越过这些表
面知识的内在问题、思想和方法，问题是数学
的心脏，思想是数学的灵魂，方法是数学的行
为。”聚焦“熟能生巧”的“巧”，瞄准“学有所得”
的“得”，聚焦“学有所获”的“获”，运用知识，
解决问题，不仅是素养时代的要求，也是掌握

“双基”更好、更快、更有效的方法。

四、原地徘徊——按照教材平铺直叙，布
置作业随意“点兵”，忽视学习的“思维进阶”特
征，不能充分体现思维品质的递进性、层次性。

目前的教材是按照教学内容“由易到难”
“从浅入深”的逻辑顺序编排的，并没有关注到
课堂学习的思维进阶性——从“知道双基”到

“运用双基解决问题，实现迁移”。很多教师只
是按照教材编写顺序“从前往后”，错误地认为
学生只要“认识、理解、掌握”内容，自然而然的
就能“由此及彼”创新解决“新情境下的新问
题”。缺乏逆向设计理念，不理解“迁移为先”
的道理与操作策略，导致学生长期在山腰以下
徘徊，即我们常说的“驴拉磨”教学现象——学
生的思维品质在原地打转，很难登上思维高
峰。

思维进阶，是指从低阶思维到高阶思维的
过程，也是从知识到素养的一种历程。区分低
阶目标与高阶目标，从新知建构走向迁移运
用，一切为了迁移，是思维进阶课堂的基本策
略。我国传统的教学哲学特别强调“学以致
用”“举一反三”。格兰特·威金斯和杰伊·麦克
泰格在《追求理解的教学设计》中把学习目标
划分为“掌握知能、理解意义、实现迁移”三个
层次。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无论古代还是现

代，都强调运用知识解决问题，实现迁移。因
此，课堂教学不能只关注进度，更应该关注思
维层次，从低阶到高阶，从理解掌握到迁移运
用。

学习是一种生长过程。如果把教材内容、
教师讲授的内容比作种子，任何种子经过生长
才有其意义与价值。种子生根发芽、生长的过
程，就是学生必须经历的学习过程。这个过程
需要等待和培育，培育过程中需要施肥、浇水、
松土、除草，这就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形成
过程。新生的果实、产品就是学生的学习成
果，把这些果实再次种植，就实现了由此及彼
的学习迁移。

五、新旧不分——不分新知、旧知，统统讲
授，不善于把回顾旧知、运用旧知的权利还给
学生，既不利于提高教学进度，也不利于学生
主体地位落地。

课堂需要不需要讲？要讲！这是无需讨
论的话题，因为有些知识“不讲不行”。但需要
明晰“何时讲、用什么方法讲、讲哪些内容”，
即会讲！过去，有“三讲三不讲”之说，很多教
师明白道路，但课堂实操中又“心是口非”，违
背这一原则。究其原因，心有余而力不足，分
不清“哪些该讲，哪些不该讲”，索性全盘照
搬。笔者在观课中，发现这类问题非常普遍。
回顾旧知，不让学生插手，学生“能做、能说、能
解决的问题”老师代劳，学生的才华得不到彰
显，学习积极性被压制，长期以往就会产生挫
败感，产生厌学情绪，影响学习质量。比如复
习课，教师应该搭建学习支架，让学生回顾、梳
理已学知识，教师的讲，应该把着力点放到复
习课的“新知”上，规律总结，方法发现……打
通知识与生活的联结，解决高于新旧建构的新
情境新问题，以实现知识迁移。然而，现实的
复习课往往是教师把新授课学习内容重复一
遍，未能引领学生从认知发展到元认知……导
致复习课的效率非常低。

“任何新知是旧知的组合与创新”，运用旧
知学习新知，这是课堂学习的基本策略。在实
施该基本策略时，要明确哪些要讲哪些不用
讲。旧知的回顾和运用不用讲，由学生来完
成，教师应该讲新知，在问题解决的疑难处着
手。 （未完待续）

5 月 14 日，中国儿童中心在线举
办了首届家庭教育宣传周主题日活
动。活动正式发布了家长教育素养提
升计划项目，开展了“法治时代的家长
教育素养”主题演讲，并推出了以“育
人先育德——家庭中的儿童品德教
育”为主题的家庭教育公益大讲堂，为
社会大众带来一场知识盛宴。

活动现场，中国儿童中心主任苑
立新对家长教育素养提升计划项目进
行了介绍。他指出，家庭教育是一项
复杂的系统工程，既要胸怀大局统筹
规划，又要打好基础落实落细。为此，
中国儿童中心推出了“携手家校社，共
建好家庭”家长教育素养提升计划项
目，并将围绕家长教育素养开展体系
化的研究、培训和实践行动，旨在提升
家长的家庭教育综合素质与能力，完
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建设推动形
成家校社协同育人新局面，促进儿童
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苑立新随后宣读了家长教育素养
提升计划暨《中华家教》学术支持单位
名单和家长教育素养提升计划项目实
验基地名单。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等 10 家单位受聘为项目学术支持单
位，安徽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 15家
单位入选项目实验基地。

按计划，未来几年中国儿童中心
将与多家单位深入开展项目合作，建
构家长教育素养理论框架，进行家长
教育素养现状调查和研究，打造家长
教育素养提升线下实践阵地和线上宣传平台，开展形
式多样的主题实践活动，最终实现助力家长、助力儿
童、助力未来的目标。

今天如何做家长？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副会长、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首席家庭教育专家孙云晓分享了
自己的感悟。他指出，要深刻领会《家庭教育促进法》
精神，让家庭教育回归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家庭生活
教育，通过父母共同参与和家校社协同育人，让有“烟
火气”的教育推动儿童走向独立、走向社会化。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基本理论研究院院长余清臣
教授认为，家庭教育在实质上主要是一种养教，即以
抚养为本的教育或主要在抚养活动中进行的教育。
现代家庭需要深入把握和坚守养教的基本内涵与核
心精神，建设更全面而深层的抚养体系，通过教育努
力升级子女的生活和生长需求，积极开发和联合有利
于子女成长的优质资源。 叶雨婷

2022年全国高考日益临近，距今已不足
一个月。这几日，北京、河南、天津、湖北、山
西、辽宁等多地教育部门纷纷通过社交平台、
媒体等“喊话”滞留外地高考生尽快返回，准
备高考相关事宜。

多地教育部门的通知有一个共同点，即
大都要求考生于考前14天返回考点所在地，
个别省市要求的返回时间更为提前。这意味
着考生只剩下不到1周的时间来安排相关出
行事宜。时间紧迫，在本就争分夺秒的高考
复习最后阶段，如何保障在外考生能够顺利
返回考点所在地，将考验地方政府常态化疫
情防控下的精细治理能力。

在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仍旧严峻复杂的当

下，我们为实现疫情更有效防控付出了很多
努力。目前，全国仍有数十个地方存在疫情
风险。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强隐匿性和高
传播性的特点，多地严阵以待防控疫情，城市
间交通频次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一些地方
还存在加码隔离等情况。这意味着，一些考
生返回考点所在地或将面临诸多阻碍，甚至
出现一票难求等情况。防疫模式下，为异地
高考生打开护航通道迫在眉睫。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高考的重要性和
意义不言而喻，这场可以称得上“最为关键的
选拔”的考试，承载着无数考生的梦想和众多
家庭的期望。疫情反复加之惯常学习方式被
打断，本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考生复习备

考的心情及状态。异地考生的回乡备考之路
倘若受阻，必将加剧他们的紧张情绪和焦虑
心态，进而影响他们在考场上的发挥。如此，
畅通回家之路，确保异地考生应考尽考，才不
会辜负他们付出的努力。

高考关乎千家万户，也关乎年轻人的未
来。任何一名考生能否顺利高考，都关系着
公共利益的呈现。社会治理的核心就是维护
公共利益，疫情防控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民
生命健康、推动经济社会生产生活平稳有
序。铺平异地考生回家高考的最后一段路，
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先行举措。如此做法，
是当前科学精准有效的疫情防控政策在具体
场景下的落实、落细和落小；也因此，这一人

性化政策必将凝聚起全社会的抗疫共识。
当然，除了保障异地考生顺利回家，各省

市教育行政部门也应做好多手准备，以应对
确有特殊困难无法按要求返回报名所在地的
滞留考生的突发状况。去年年底开考的
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可为
今年高考提供借鉴。彼时疫情形势同样严
峻，部分考生无法前往报考考点应试，为确保
考生顺利参加统考，多省市先后开启跨省借
考，提前登记考生信息，从外省调取试卷来保
障异地考生顺利考试。考研统考试卷与高考
试卷的密级相同，有跨省借考的先例，不妨提
前做好预案，有备无患。

来源：光明日报

学生的心结得以打开、实际困难得
到解决、欺凌事件逐渐减少……开学至
今，黄柏中心小学通过心理访谈活动了
解到平时管理中难以发现的矛盾问题，
并通过引导、干预、帮扶等措施加以处
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此，让弱势学
生哭诉有门，更受爱护。 刘启华

为营造温馨舒适的工作氛围，增强
教职工的幸福感、归属感，九堡镇谢村小
学开展了“关爱教师，情暖杏坛”集体生
日会，让全体教职工感受到学校的关怀
和集体的温暖。 梁俊红

为加强青年教师队伍专业能力，树
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谢坊中心幼儿园组
织全体青年教师开展了线上线下“青年
教师专业共成长，手工、绘画培训”活
动。 郭文君 杨娜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信访工作条
例》，积极营造学法、懂法、用法的法治环
境，5月18日晚，拔英乡中心小学组织全
体教师集中学习该条例，并利用学校公
众号及宣传栏广泛宣传。 丁安

为了进一步凝聚家园合作的力量，
建构家园共育桥梁，营造和谐的教育氛
围，充分发挥家委会代表对幼儿园工作
的支持作用，近期，象泽幼儿园召开了家
长委员会会议。 黄菲菲

5月18日，日东炉坑小学开展了“珍
惜盘中餐，粒粒助健康”的主题活动，通
过看视频、手抄报等方式倡导师生健康
营养、厉行节约的饮食及生活习惯。

谢南昌
5月 19日，九堡沙陇小学利用班会

主题、课间集会形式开展了“防人身侵害
健康教育”主题活动，增强了全校学生
的人身安全防患意识。 钟尚材

为进一步强化幼儿食品卫生安全意
识，九堡镇杨梅幼儿园开展了食品安全
教育活动，教导幼儿从小养成良好饮食
卫生习惯，提高幼儿食品安全方面的自
我保护能力。 王雄

2022 年 4 月开始，云石山中心幼儿
园大力开展“红色教材班班学、红色歌曲
天天唱、红色故事人人讲、红色活动月月
有、红色文化校校浓”等“五红”培根铸魂
育人活动，引导广大师幼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杨雅婷

▶近日，锦绣花园幼儿园开展
了“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为主题
的留守儿童集体生日会活动，让孩
子们在幼儿园感受到家庭般的温
暖，给童年生活留下美好的回忆。

郭小娟 刘雅星 摄

特级教师听评课5000节次，总结出——

低效教学十大教训（一）

□崔成林 王玉翠

为异地高考生回乡备考护航
□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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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后服务传温情 多彩课堂润童心
——瑞金市解放小学课后延时缩影

□朱宇腾 记者崔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