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筲听课

地理课上的“百家争鸣”

■李安全

这是一堂高中地理课的一个片
段。 内容是地形对交通的影响。

老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有两
座高山，一东一西；东西两山之间有
一个豁口。甲地处东山南麓，乙地在
东山北麓。 要在甲乙两地之间修建
一条高铁。有四种方案：A.在东山钻
隧道直接连通甲乙两地；B. 从甲地
向东沿东山山麓斜上跨过豁口再斜
下到乙地；C. 从甲地出发往北直接
跨越东山山顶，先上后下直达乙地；
D.从甲地往西沿东山山麓的平地绕
过东山直达乙地。 你认为哪一种方
案最好？

问题抛出，片刻之后，课堂“沸
腾”起来。

有同学说，A方案最好。 原因
是，距离最近，最快捷，最节省时间，
符合现代快节奏的生活。而且，可以
节省土地，不破坏自然景观。 当然，
一定要经济发展好， 有钱才能这样
任性。

有同学说，B方案最好。 原因
是，从东山南麓出发，一路向上，跨
过东西两山的豁口， 再沿东山山麓
下去， 一路可以眺望东西高山之风
景；如果在豁口处修一观景点，更是
旅游开发的好思路。

有同学说，C方案最好。 原因
是，跨越东山山顶，可以看到高山不
同高度的自然风光，而且，在山顶一
定会真正体会到杜甫“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的豪迈。 一路行程，风
光无限，何乐而不为呢？

有同学说，D方案最好。 原因

是，路途虽然比钻隧道通甲乙两地稍微
远一点，但地势平缓，不需要架桥梁、钻
隧道，建设成本低。

老师听了同学们的“百家争鸣”，笑
了。 笑过之后，并没有采取愚蠢的“投
票”、“公决”的方式来确定最佳答案，而
是告诉同学们：“同学们， 你们很聪明，
你们的选择都有道理。 不过，我想提醒
大家，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我们可以选择A方案吗？ 如果山体特别
疏松或者相当坚硬， 有钱就可以任性
吗？ 如果这就是一条旅行线路，我们为
什么不可以选择B方案呢？ 如果东山的
海拔高度太高，直接跨越成为巨大的技
术难题， 我们又怎么能够选择C方案
呢？ 如果我们的土地资源非常有限，而
平地却是良田沃土，我们可以选择D方
案吗？ 很多事情，总是会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要做出决定，必须全方位、多层
次地考虑问题，还要根据我们要达成的
目的来作出最佳的选择。 ”

仔细想来，同学们的每一种选择都
有一些道理。 如果是客观选择，这个题
可能为难学生，甚至会让最聪明的学生
“做错”。 如果是主观题，要求学生作出
选择，并谈谈理由，只要学生“言之成
理”即可，就可以让学生“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了。 其实，教学也好，问题讨论
也好，考试也好，很多时候，最重要的不
是答案，更不是答案的“唯一”，而是要
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来分析问题，作出
最恰当的选择。

所以，教学，最为紧要的还是培养
学生独立思考和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作者系重庆外国语学校教务处副
主任）

看清走班教学的“坡”和“坎”
■沈献章

伴随我国考试招生制度新一轮改
革启动， 教育综合改革也迈开了新的
步伐。 以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带动课程
建设和教学方式转变， 实现学校的特
色发展和育人模式的转变， 成为学校
教学改革的焦点。 新高考改革方案采
用“3+3” 模式， 学业水平考试， 浙
江按照7门选考3门的方案， 就会有
35种组合； 上海按照6门选考3门的
方案， 就会有20种组合。 把相同组
合的学生组成各种班， 必然要大幅度
增加班级， 这样需要大量增加教师，
教室、 实验室等硬件设备也不足， 很
难满足大幅度增加班级的要求， 所
以， 国家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倒逼高
中学业水平测试的科目必须实行走班
制教学。

有丰富的“菜品”，才适
合搞“自助餐”

如何让学生成为学习的真正主
人，如何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如
何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给
予学生更多的课程选择权和自主权，
为学生多样化发展提供发展环境， 成
为学校发展的研究重点。 学校要通过
创设丰富的、 可供选择的课程， 充分
满足学生个性化、 多样化发展的需
求， 为每个学生搭建起放飞人生梦想
的舞台。 这是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核
心问题。

打一个简单的比喻， 就像我们吃
自助餐， 如果没有足够丰富的菜， 这
个选择其实意义不大。 这个自助餐只
是自己给自己盛， 你可以盛多盛少，
或可以不盛， 也许是你想吃的没有，
不想吃的却有， 也就这几种选择。 真
正的自助餐可能要有几十种菜， 甚至
几百种菜， 有了足够的菜后我们才开
始进行自助餐， 这个时候你才有更多
选择。 课程体系是为培养学生服务
的， 要确保学生吃完以后营养全面。
但是现有的课程体系非常单一， 所以
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课程的丰富性和
层次性问题， 其次才是解决选择的问
题。

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 （以下简
称人大附中） 在规划课程方案中， 每
个学科的系列课程依据国家课程设置
要求、 学生发展需求、 课程内容特点
等， 划分成三个层次的课程类型， 既
兼顾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和个性发
展， 又为优秀学生发展提供成长空
间。

基础类课程：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

的必修课程和地方课程， 目标是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形成高中阶段综合素
养。

拓展类课程： 面向全体学生开设
的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国家选修课
程、 校本选修课程， 是必修课的拓展
与延伸。 这类课程既可以开拓学生视
野，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又可以激发
兴趣， 发展学生特长与潜能。

特长类课程： 面向某些优秀特长
学生开设的选修课程， 主要包括特
长、 特色类校本选修课程 （包括竞赛
课程）， 大学先修课程， 与研究所联
合开设的研究性创新类课程， 大学和
研究所在人大附中开设的专业课程，
等等。 这是目前学校课程建设的重
点。

以上三个层次的课程， 涵盖人文
素养、科技素养、体艺健康、国际课程、
人文交往五大领域， 共有三十类两百
多门课程。

学生有了这么多的选择， 如何实
施教学？必须走班，否则这些选择无法
实现。

未来新常态：行政班与
走班制相结合

人大附中的教育教学改革走的是
一条班主任负责制的“行政班教学”与

“走班制教学” 相结合的一种模式。
这可能成为今后的一种新常态。

行政班教学内容主要是基础类课
程， 是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的必修课程
和地方课程，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形
成高中阶段综合素养的必修课程。

我们认为， 教育的个性化、 选择
性是必然趋势。 基于这样的认识， 人
大附中在学校里进行了走班制探索。
2014年3月， 人大附中、 北大附中、
清华附中组成三校走班教学联合体，
资源共享。

人大附中的走班教学有三种模
式：

一是完全开放的走班教学模式
这包括以下几类课程：
一是部分必修课程。 通用技术和

信息技术打通必修与选修， 实行全面
走班教学，尊重学生的兴趣选择，培养
技术创新型人才。 音乐、体育、美术等
学科也实行全面走班教学模式。

二是拓展类课程。 包括面向全体
学生开设的国家选修课程90多门、
校本选修课程200多门， 是必修课的
拓展与延伸。 每学期第一周学生通过
展板、 电子屏幕了解并网上选课， 第
二周试听， 确认选修课目， 以后每周
上3—5次选修课。

三是大学通识课程“名家讲坛”。
聘请北大、 清华、 人大等大学的专家
教授为学生们做专题讲座， 包括人文
学科系列和自然科学系列两大类， 以
通俗的形式呈现相关学科的前沿理论
及专业见解。

四是研究性学习课程。 学生按专
业领域自主选择研究课题， 教师按专
业领域组建导师团队。 与校本课程和
科技实践活动衔接， 形成14个学科、
27个领域的研究方向，开发各类实验
室和专业教室， 建立研究性学习资源
及管理平台，促进学生科研能力培养。

二是特长、 特色类走班教学模式
面向某些优秀特长学生开设选修

课程， 主要包括特长、 特色类校本选
修课程、 与大学和研究所联合开设的
大学基础课程和研究性创新类课程、
大学和研究所来八大附中开设的专业
课、先修课等。具体而言有学科奥林匹
克竞赛课程，大学自主招生学科课程，
艺术、体育、科技发明类课程，基于超
常生培养的大学先修课程， 基于自主
学习的跨校选修课程（即“海淀区创新
人才培养跨校选修课程”， 人大附中、
北大附中、清华附中、首师大附中四校
学生可以跨校选修课程， 互认学分），
中美学生科学研究项目等。

三是年级内走班教学模式
高二、高三文科班数学、英语实行

分层式走班教学。 如果让一个班里考
50多分的学生和考150分的学生一起

上课，“想吃的吃不饱， 不想吃的吃不
了”，分层教学、因材施教就解决了两极
分化的问题。

高一部分班级数学、物理、化学、英
语学科开展走班教学实验； 高一研修系
列课程每周一个下午实行走班教学；早
培研修课程每周两个下午走班教学。

走班教学必须千方百计
扬长避短

从全班一张课表上课到一个学生一
张课表上课， 走班教学给学校带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学校的整个教育系统都
要发生深刻的改变。

走班教学要根据国情、 校情以及一
个地方的情况来考虑， 绝不能搞一刀
切。 在芬兰、 美国等国家， 六百多学生
的学校就是大学校， 三四百人的学校是
中等学校， 一两百人的学校也有不少。
一个班就那么十几个学生上课， 老师跟
学生很容易互动， “走” 起来很容易。
而我国有一亿多中学生， 地区与地区不
同， 学校与学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
别， 几千人的中学比比皆是， 万人中学
也不少； 一个班四五十个学生是正常
的， 七八十个学生也常见。 校舍教室没
有多余的，师资力量也有限。全部“走”起
来的条件目前还不具备。

走班教学必然使班级增加很多，学
生自由选课必然使课程变动加大， 教学
管理将更加纷繁复杂：课表安排、学生管

理、思想教育、安全防范、教学研究、学生
评价、社团管理、考试管理、成绩管理、成
绩分析、教师评价、教学评估等等，都会
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走班教学绝非只有优点， 没有缺
点。 走班制对自觉性强、 自主学习能力
强、 自理能力强的学生而言有很大优
势， 这类学生能够选择自己感兴趣、 有
潜力的学科来学习， 并且学得好， 还可
以与今后的职业规划结合起来。 但是对
基础差、 自觉性差、 自学能力差的学
生， 没有班主任老师管理、 督促， 没有
班主任耐心细致、 苦口婆心的思想教育
工作， 放任自流， 会越来越差， 学生的
两极分化将越来越严重。

从教师的教学研究角度看， 走班制
发挥了教师个人在某个学科里的聪明才
智， 但在凝聚集体智慧和力量方面又显
得薄弱。 在教研组、 备课组集体备课的
模式下， 同学科的教师一块集体研究打
磨课程内容， 研究教学方法， 这门课往
往会讲得比较精透。 但在走班教学的模
式下， 教室就是一个老师的办公室， 跟
其他老师联系少了， 研究少了。 教师常
年只教某一个年级的某一学科里的课
程， 没有循环流动， 单兵作战， 如果再
不参加市区教师进修活动， 没有教研组
活动，没有集体备课，长此以往，教学水
平会逐渐下降。因此，走班教学必须千方
百计想办法扬长避短。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副
校长、语文特级教师）

筲经验分享

课堂释疑：留点“尾巴”更圆满
■张微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人， 如何保
护其言语天性和言语特性， 保护其已
有认知和情感经验， 还原学生在课堂
上的主动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原动力，
弱化教师在课堂上“一言堂”的“主人
翁意识”，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常有人说：“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
术”。 笔者认为不仅教学，艺术更是一
种遗憾的美。 千百年来， 历史赋予教
师的使命就是“传道、 授业、 解惑”，
似乎教师应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这
样的思维定式， 常常让教师在课堂上
无法放松警惕。 为人的薄面、 为师的
尊严， 都无法容忍世俗对自己的批
判。 “不能解惑还当什么老师？” 事
实真该如此吗？ 这样的压力一直禁锢
着教师———无法接受自己在学生面前
不是“全能王”。 基于这样的心理认
识， 教师必将在挣扎中找到曲径通幽
的小径———不给学生课堂提问和质疑
的机会。 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
不让学生有问题。 多么可怕呀？ 老师
不让学生有问题， 学生就真的没有问
题了吗？ 有问题该怎么办呢？ 学生的
思维和思考， 在生拉硬拽中被撕得支
离破碎， 学生只能跟着既定的思路
走， 不论学会与否， 不论感兴趣与
否， 不论与文本有怎样的思维碰撞，
一切都在不给机会中扼杀了。 “一千
个读者， 一千个哈姆雷特。” 如果我
们几十个学生和老师一起自由遨游于
文字的海洋中， 我们将猎获多少珍贵
的思考啊！

古人云：“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
大疑则大进，无疑则不进。 ”如果学生

质疑的机会被剥夺了， 学生品读文字
的瞬间爆发力没有了， 学生的兴趣也
就无法得到充分调动， 最终学生的注
意力也随之溜掉，这样的一系列反应，
带给我们的又是什么呢？只是一个“身
在曹营心在汉”的空洞躯壳。我们有什
么理由谴责孩子的溜号和不认真听讲
呢？当同学之间闹矛盾的时候，教师常
常教育学生要多反思自己身上的问
题。那在课堂上，教师有没有反思过自
己的教育理念和教育行为呢？

特级教师王崧舟在执教《只有一
个地球》的课堂上，让学生读文后提出
十个问题。 学生的小脑瓜儿中充斥了
大量的问号， 转眼间黑板上写下了十
个问题。这十个问题中，有的很容易解
决，但有的真的有一定的难度。此时的
听课者都为老师捏一把汗， 如何在短
短四十分钟的课堂上把这些杂七杂八
的问题都解决？ 我想这或许是当前课
堂教学的一个误区———课堂和教师是
万能的， 要解决课堂生成的所有问
题。 笔者认为， 如果教师能转变观
念， 在终生学习理论的指引下， 将课
堂时间无限延伸至课下， “课后” 将
是一个无限的时间， 可能是一天、 一
周、 一年、 一辈子……课上老师已经
充分调动起了学生对仅有一个地球的
认识，以及目前地球情况危急的理解，
学生的积极性和热情已经被充分调动
起来了， 这种储备必将激发出学生日
后继续探索的欲望和行动。 课堂上没
有解决的问题作为课后学习的一个生
长点，多好呀！ 所以这样的课堂，能说
不圆满吗？ 学生会因老师没有把所有
问题都给出答案而质疑老师的水平
吗？ 显然不会。

再比如， 特级教师窦桂梅执教的
《牛郎织女》一课，窦老师带学生讨论
牛郎和织女每年鹊桥见一次面这样的
状况是否算作美满，学生们争论不休，
正反两方都有自己充分的论据， 面临
这样一个两难的问题， 老师没有给出
答案。随着孩子人生阅历的丰富，会对
相同的问题有更独到的思考。 教师没
有强求、强加给孩子一个“统一、标准、
正确”的答案，可是，正是这样的处理
方式， 带给学生的思考和回味却是无
穷的……

教师在课堂上， 不见得每一个问
题都必须给出标准答案， 如果每节课
都给学生一个继续思考的话题， 岂不
是学生在校期间存储的最有升值空间
的一笔财富？随着人生阅历的厚重，问
题思考的角度和深度会不断深入。 一
堂好课不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才叫圆
满， 如果真的能激起学生继续思考和
探求的欲望，那将多么值得称赞！老师
应该打开心中的那个魔咒， 给学生的
思维敞开一扇门， 让其智慧的闸门如
高堤泄洪，喷薄而出。

把自己轻轻放置一边， 倾听学生
心中的困惑， 这样的课堂才是真正带
着学生走向了学习的纵深方向， 否则
只是教师的凭空作秀。听了故事，读了
文章，听听孩子心中的问题，然后才会
有解惑的产生。 教师与其把功夫用在
如何规范学生课堂质疑上， 不如培养
学生学会提问，提有价值、值得思考的
问题，帮学生捕捉对文字的真实感觉。
随着学生内在思维与外在文字的碰
撞，文字对心灵触摸，必将产生无法预
知的妙不可言的智慧之光。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实验小学）

筲前沿论道

征稿启事
新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将

对中学的课程建设及教学安排
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影响之
一便是走班教学将可能成为新
常态。新高考的学业水平考试与
走班制之间存在怎样的内在关
联？ 推行走班制， 在硬件资源、
教学管理、 教学评价、 学生教
育、 师资力量建设等方面将带
来哪些挑战？ 有何应对之策、
解决之道？ 在实施过程中还存
在什么应注意的问题？ 走班制
的课堂教学如何实施、 有何特
点？ 随着新高考的脚步日益临
近，很多地方教育管理部门和学
校，未雨绸缪，已经进行了积极
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经验， 或
在某个难点问题上有所突破。
欢迎大家来稿， 从理论层面进
行分析探讨， 或总结实践经验，
来稿请聚焦某个问题垂直深入，
勿大而全、浅而散，稿件篇幅控
制在3000字以内。 稿件请发至：
jybjiaoshi@vip.163.com.

示范课
要力戒“三秀”
■李迎

最近听了几节公开课， 总感觉不吐
不快。 上公开课、 听公开课、 评公开课
是一种有效的教学研究活动。 公开课自
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性， 这不仅体现在教
学形式的示范性， 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教
学效果的示范性。 但令人遗憾的是， 很
多示范课变成了表演式的“作秀课”，
失去了公开课的应有之义。

一是“秀” 课堂气氛。 课堂是否活
跃， 学生是否积极， 是评判一节公开课
的重要依据。 但有气氛的课堂、 有学生
参与的课堂并非都是有效的课堂。 有些
教师为营造课堂气氛， 挖空心思， 把注
意力集中在表象的创设上， 而忽视了课
堂内涵的挖掘。 如有的老师将学生举手
不举手、 回答问题的声音响亮不响亮作
为评价学生课堂表现的重要内容。 这本
身无可非议， 关键是这些气氛的形成，
不是学生因主动思考而引发的， 也不是
学生因情感触动而引发的。 看似学生表
现积极、 课堂气氛活跃， 实则学生是处
于被动地位的。 课堂上学生跟着老师
走， 少了质疑和质朴， 多了矫作和浮
躁， 不利于学习目标的达成， 更谈不上
课堂的高效。

二是“秀” 教学模式。 在一节“安全
主题”教育活动课上，执教老师出示了近
期发生的学生溺水死亡事故案例， 然后
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 你还知道哪些学
生溺水死亡事故？众所周知，小组教学是
被普遍认可的一种教学方式。 老师为了
体现这一教学理念， 就特意安排了这一
环节。 但学生搜集到的溺水死亡事故需
要讨论吗？显然是不必要的，只需要让学
生在班内交流一下就可以了。 不该讨论
的问题就不讨论， 不该交流的问题就不
交流，切忌走入为讨论而讨论、为交流而
交流的误区。 有的执教教师在适当的环
节安排了小组学习交流， 但自主交流的
时间过短，使小组学习走了过场。比如在
一节“中国梦，我的梦”主题教育活动课
上，在“各小组交流自己的梦想，并确定
本组发言人， 讲讲自己的梦想和对祖国
的祝愿”环节，小组交流时间还不到一分
钟就匆匆结束了，接着进行了班内交流。
试想，在短短的几十秒时间里，学生的讨
论交流能充分吗？ 这样的交流能达到教
学目的吗？

三是“秀” 多媒体课件。 有些学校
硬性规定， 公开课必须用多媒体课件进
行授课。 于是， 多媒体逐渐演变成了集
声、 光、 色、 图、 动画为一体的“微型
电影”， 让人眼花缭乱， 目不暇接。 传
统的板书没有了， 传统的挂图没有了。
泛滥的多媒体教学，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
了教学主题的淡化， 教师只是放映员，
而学生只是观众。 如此一来， 课堂上缺
少了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 缺少了教师
思维的引领、 学生思维力的迸发。 一节
课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 要发挥课件的
辅助作用， 把有限的时间放在教学重点
的把握和难点的分析上， 而不是让课件
占领了学生思维的时空。

公开课作为教师之间交流教学经
验、 取长补短、 共同提高教学质量的一
种有效的方式， 值得提倡。 脱去公开课
的“秀衣”， 让公开课返璞归真， 还公
开课以本来面目， 是对每一位教师的职
业要求， 也是提高课堂质量、 打造理想
课堂目的之所在。

（作者单位：山东省莱芜市陈毅中学）

筲我见

美国托马斯杰弗逊理科高中生命科学学科主任保罗博士在为人大附中学生上科学研修课。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