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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周

■王仁甫

近两三年来，我听了很多课，相继
写了80篇听课手记。 在交流中，我深
切地感到， 课堂教学诸多问题的肯綮
多集中在“时间”上。“时间都去哪儿
了？”这是每一位老师都应该思考的问
题。于是，就有了其中一次特别的计时
听课体验。

这堂英语泛读课怎么上的
我听的是深圳市沪教院福田实验

学校林森老师上的一节高一年级的英
语课———《叶小刚》。《叶小刚》是一则
介绍中国当代著名音乐家叶小刚事迹
的短文，全文仅235个单词，阅读难度
不大。 时间上安排为1课时，课型定为
泛读学习。

课堂上，我边听课，边用手机的计
时器准确地记录下每个环节的用时，
这里我列了一个表， 对整个课堂过程
不再赘述， 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地了解
整个课堂的时间分布。

五个维度看时间该用在哪儿
有人说： 这些枯燥的数字能说明

什么？你这么听课是不是没事找碴儿？
先别急，若从教学意义上去观察，我们
就会发现它们有着丰厚的内涵与活
力，也会明白时间该去哪儿。

1.从整个教学过程看，基本过程
时间要“管够”

这节课教学过程用时45分钟，时
间结构为： 导学时间2分20秒， 约占
5.6%———基本过程（单词学习、阅读
文本、概要复述）34分26秒，占76.6%
———拓展（活动体验）8分04秒，占
18.8%。 其时间分配，“基本过程”份额
最大，“拓展”占到一定比例，“导学”也
有微弱份额。如此三分，是一个完整合
理的结构，时间去向各得其所。

当然，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课型、不同的学情，其过程会有
不同的安排，但前两段一般不会变，有
变化的应是后段。无论怎么变，基本过
程总是主要的，其时间应该用够，后段
可能是拓展，也可能是总结、提升、测
试、训练什么的，用时比前段多是必要
的。本节课由于基本过程中含有训练，
不必安排测试， 因而用时不多自有道
理，在其他情况下，或许还应该多给一
些时间才好。

2.从知识建构过程看，时间分配
应渐次增加

这里说的知识建构过程， 是指一
节课的基本内容、 主体知识的教学过
程。 本节课知识建构过程用时34分26

秒，具体为：基础强化（单词学习）3分
19秒，占9.2%———基本学习（阅读文
本）14分钟， 占40.6%———核心任务
（概要复述）17分07秒，占49.8%。其过
程具有渐进式特征， 在时间分配上也
渐次增多，第一环节的铺垫用时较少，
第二环节的基础学习用时增多， 第三
环节“核心任务”用时最多。 整个时间
的推移都在渐次指向“核心任务”的完
成。因此，这是围绕“核心任务”完成的
时间结构优化。 我感觉恰到好处。

3.从教学方式看，以学生自主学
习为主导

这节课“教”与“学”的时间结构
为： 学生活动（含临时指导）33分50
秒，占75.2%；师生互动（平等交流）3
分20秒，占7.4%；教师活动（讲解）7分
50秒，占17.4%。 当然，“教”与“学”的
双边活动，难以截然断开，这只是一个
大致的统计。从这样的划分可以看出：
学生自主学习得到的时间份额最大，
教师的指导讲解用去的时间恰到好
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贯穿其间，符

合现代教学理念。
教学方式的时间分配问题， 是课

堂教学改革的关键和焦点。教师的“教”
与学生的“学”各自所用的时间达到一
个恰到好处的比例，教学效益才有可能
最优化。 如何能恰到好处？自然应当因
内容、因目标、因学情而定，但我认为应
当谨守“一个确保”、“两个杜绝”和“一
种方式”：确保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杜
绝满堂灌和题海战、建构主导与主体双
向互动的教学方式。

4.从自主学习方式看，三种自学
方式要均衡配置

这节课的自主学习用时33分20
秒，时间结构大致为：独立学习10分
10秒，占30.5%；小组合作学习11分30
秒， 占34.5%； 全班互动交流11分40
秒，占35.0%。 就课堂教学而言，我以
为自主学习的方式就是这三种， 操作
上一般地说也就是这三种方式并用。
这里的“有效”逻辑必然是：先有独立
学习的有效， 然后才可能有合作学习
的有效， 再然后才可能有全班互动交
流的有效。在这个层面上，这节课三种
方式的时间分配几近均衡， 相当符合
自主学习的规律。

5.从学生的学习行为看，应充分
调动各种感官

这节课学生学习行为的时间结构
为：“听”10分30秒， 约占23.3%；“看、
读”10分50秒，约占24.1%；“思”约3分
10秒，不存在比例问题；“议”约20分
30秒，约占45.6%；“写”（动笔）约3分
10秒，约占7%。当然，学生学习行为的

类型交叉性很强， 这个统计只能作参
考，其类型的列举也不是很科学，我只
是想以此为例作一点提醒式的说明。
这节课“议” 的时间很充分，“听”与

“看、读”的时间大体相近，基本体现出
现代教学的特征，但是“写（动笔）”的
时间明显不足，至于“思”也有些薄弱。

学生在课堂上学习， 尽管各自的
学习行为类型有所不同， 但在班级学
习环境中， 必然是听觉学习、 视觉学
习、动觉学习、触觉学习、幻觉学习的
混合。 其中的时间究竟怎样分配更合
适？ 也应当因知识类别、内容特点、难
度、课型、学情而异，但其中各有规律，
我们应当精心设计和把握， 有效地把
45分钟合理地分配到各种学习方式
上，形成一种和谐的转换时序。

从“瓜分”时间到统筹共享
古今中外， 关于课堂教学的种种

理论、种种探讨、种种改革、种种争议、
种种纠结，在诸多意义上都离不开“时
间怎样用”， 于是往往演变成“时间瓜
分”之争。 倘若浏览一下国际国内现阶
段的种种教学改革模式，数一数有多少
模式是以时间命名或作标志的，就能理
解时间的重要意义了。 在当下，我们应
当刷新课堂教学时间分配观。具体怎样
刷新？ 我想提出如下四个刷新点：

其一， 课堂45分钟应该师生共
享。属于学生、应该分享的时间就要创
造条件让学生充分享受， 老师只能用
好属于“主导”的时间，千万不要占用

“主体”自主学习的时间。
其二，课堂活动时间不妨“三分”。

以往， 通常都是把课堂教学时间分为
两个部分， 即教师活动时间和学生活
动时间，我认为，三分为好，即：

一节课时间=教师活动时间+学
生活动时间+师生互动时间

互动本应该贯穿全过程， 何以要
单列？ 我认为， 互动可以分为三种状
态：一是以教为主的启发式互动，二是
以学为主的点拨式互动， 三是教与学
或学与学平等交流的互动。 基于这样
的思考，我以为如此三分，可以确保课
堂有真正意义上的互动， 也就可以确
保师生互动时间的充足与有效。

其三，时间的分配应当综合“五个
维度”统筹安排。 上述五个视角，可以
说是时间分配的“五个维度”。 我们的
课堂教学应当考虑到每一个维度，把
握好每一个时间分配点， 从而优化整
个时间结构。

其四，时间是有价值规律的。 45
分钟的时间，同样有其价值规律。粗略
说来，有三个基本内容：一是时间的价
值量与教学因素的结构优劣成正比发
展； 二是时间的价值量随学生生理心
理的变化呈曲线趋势； 三是时间的价
值量总是围绕着学生的学习方式的变
换结构成波动状态。 遵循学生的生理
心理规律，构成课堂教学的时间“场”，
能使45分钟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能
使课堂教学处于最佳状态。

总之， 课堂教学时间的使用与分
配，应从正确的价值取向出发，这个价
值取向应该是：能否有效地引导学生自
主获得智能；能否实现所有时间的最大
价值；能否获得教学效益的最大化。

（作者系上海教科院普教所特聘驻
深圳沪教院福田实验学校科研顾问）

时间分配依据课型而定

■向守万

根据心理学家的研究， 一节课学
生思维的最佳时间是上课后的第5分
钟到第20分钟。 因此每节课的导入一
般不超过5分钟， 主要活动应该放在
第6分钟至20分钟。

课堂时间分配没有统一的规定，
需要根据学生年龄段特点、 教师教学
能力、 教学内容和课型类别而定。 一
般来说， 课堂上， 教师的活动不宜过
多， 学生活动应随着年级的增加而增
加。 一二年级教师领着学， 可以采用

“20+20” 模式； 三四年级教师扶着学，
可以采用“15+25” 模式； 五六年级教师
放手学， 可以采用“10+30” 模式。

为了保证课堂时间有效分配， 建
议教师在教学预案中列出各个教学环
节的时间， 避免课堂结构虎头蛇尾，
同时要避免把教学活动分割成太多的
节点， 在收放的过程中浪费时间。 要
把握好师生主导活动的时间分配， 尽
量压缩教师直接控制下的时间， 而把
大量的课堂时间留给学生去发现问题
和解决问题。
（作者单位： 重庆市开县赵家南京小学）

高效课堂不宜标准化

■肖阁

随着高效课堂的不断推进，产生了
很多先进的教育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模
式具体可行，操作性强，甚至一节课的
各个环节都有标准的规定。在一次远程
听课中，我发现：课堂上，教学目标展
示、教师指导、学生自学、学生练习、更
正、完成作业，都有具体严格的规定，时
间拿捏得非常到位。 在别人看来，整个
过程可谓行云流水，堪称完美。 看似课
堂时间分布合理，课堂结构得到了最大
的优化。 但我总觉得，课堂时间分配太

过标准，就显得教条和死板，学生被牵着鼻
子走。 在一次省级名师培训中，我聆听了专
家名师的授课， 他们的授课没有按照标准
时间来实施，而是不加修饰、浑然天成的一
节常态课。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课堂中，我看
到了课堂生成出了没有预约的精彩， 在跌
跌撞撞、磕磕绊绊中，反而尽显师生的智慧
碰撞。 此刻，我顿悟：课堂时间的分配要以
学生的学情为根本， 才能显示出课堂的灵
动和活力。 而不顾学情，总以教学模式中的
课堂时间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课堂， 那只能
是东施效颦，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

（作者单位： 陕西洛南县灵口中学）

给学生的时间要适而有度

■李梅

初上讲台那会儿， 课堂时间都被
我说去了， 因为觉得自己是课堂的主
角儿， 那会儿课堂效益低， 总是需要
“回炒”； 几年时间过去了， 对教育有
了些许经验， 知道学习的主角总归是
学生自己， 慢慢地， 给空间与时间让
学生去说， 课堂效益呢， 还是不怎么
高， 可能是时间给得太多了， 被浪费
掉了吧。 现在， 我们学校正在搞分享
式教学， 主张把时间还给学生， 但前
提是， 老师必须真正起到引领与指导

的作用， 在“该出手时” 就“出手”。 我
想无论采用哪种教学模式， 学生思考的
时间和学习交流即分享的时间是必须留
足的， 否则， 哪怕老师讲得口干舌燥，
学生仍有可能一无所获。 因此， 把课堂
的时间分配给孩子思考吧， 那将会呈现
另外一番美景； 把课堂的时间拿给孩子
们学习交流、 分享吧， 那是学生自主学
习的必经之路； 把课堂的时间合理地抽
出一些让给老师吧， 不失时机的引领、
及时精练简短的总结， 都将会是学生学
习中最最宝贵的资源。

（作者单位： 四川师大附属圣菲小学）

课堂上， 时间都去哪儿了
2014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 一曲 《时间都去哪儿了》 引发了人们的

对时光流逝的慨叹。 时间都去哪儿了， 这也是困扰很多教师的一个问
题： 为何课堂时间总觉得不够用， 每节课内容讲不完？ 怎么用好课堂上
45分钟 （40分钟）， 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效益？ 新课改倡导的高效课
堂怎么建， 时间如何分配更加科学合理？ 让我们一起来探寻答案———

时间分布背后有“玄机”
———从一堂英语泛读学习课说起

复式利用让课堂“长”出时间
■于萍

怎样让每堂课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
我们摸索出的经验是时间的“复式利用”。

学生边做练习，教师边批改
像英语、数学、物理、化学这样的科

目，课堂练习是非常常见的。在学生做练
习时，教师就要边批边改，这样可以节省
时间，提高批改效率。 教师边批边改，还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现存在的主要问
题，便于有针对性地集中讲解。

学生记忆巩固时，教师穿插提问
学生开始巩固时，教师就可以提问，

可以先提问记忆较快的学生， 也可以先
提问较为简单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
教师提问的重点就要向边缘学生和“后
进生”倾斜与转移，提问的内容也可以针
对不同的学生适当增加难度。 这样做既
可以随时了解学生掌握的情况， 也可以
给学生释放出信号：赶快学习，下一个就
提问你了。

习题讲解，要深入备课
习题的讲解并不是简单、 机械地就

题论题，而是要深入研究，了解本道例题
所涉及的知识点是什么， 在本章节处于
怎样的位置， 了解本道例题在学生学习
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有哪些， 这样在讲
解时教师就能够做到有的放矢， 针对性
强。不管是例题还是错题，教师讲解完之
后，一定要配上相应的类型题、变形题加
以巩固。练习的题目一定要层层递进，有
关联，也有难度，以确保讲完了一道题，
学生学会一类题。

抓住课堂生成性问题
课堂的生成性问题， 是指教师在授

课时没有预先设置而在课堂上生成的问
题。课堂是师生互动的，而课堂的生成性
问题最能够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和思维
性，教师要充分利用，正确引导。 因为是
课堂上生成的， 我们难以在课前进行预
测，这就要求教师在课前充分备课，把学
生可能想到的问题尽量多地预设到，也
要求教师在授课时不能完全依靠课本，
要为我所用又敢于脱离课本， 重视生成
性问题的发掘与引导。

不必要求全班学生“齐步走”

我们倡导因材施教， 但在实际授课中
考虑的仍是班级中的大部分学生， 不管是
听讲、做练习、批改订正，我们面对的都是
班里的绝大部分学生。 我们可能会关心某
个后进生有没有跟上来， 但对于优等生的
需求，我们同样不可忽视，要给他们创造更
多自我学习和自我展现的机会。 在做练习
时，可以充分利用电子白板，在大屏幕上显
示出不同深度的题目， 这样， 在做完基础
必做的内容后， 学有余力的学生可以往下
做其他题目。 同样地， 在巩固记忆时， 也
可以在大屏幕上显示拓展深入的内容， 这
样， 学生做好基础知识的记忆后， 就可以
依照大屏幕进行深入的复习。

多种方法结合使用， 对时间进行复式
利用， 有限的课堂时间就能发挥更大的效
益。
（作者系山东省威海市第九中学副校长）

做好教学设计
避免恶性循环

■孙巍巍

无论是在以讲述为主的课堂还是在
以学生活动为主的课堂， 无论是在日常
课堂教学中还是在公开教学中， 无法有
效完成既定教学任务的情况都非常普
遍， 在当今提倡的学生合作探究学习的
课堂上， 这一问题就更突出， 甚至无法
完成教学任务成为教师抵制新课堂教学
改革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实无论是什么样的课堂形式， 教
师完不成教学任务， 都要从两方面分
析， 一是教师自身的素质问题， 包括教
师的教学习惯和对课堂的把控能力； 二
是教师在备课时的教学设计不合理。

教学设计涉及的问题很多， 主要在
重难点的突出和学生活动设计两个方面
容易出现时间掌握不好的情况。 重难点
如何突出？ 首先应该在时间分配上体现
出侧重， 可是我们常看到的现象是课堂
上教学导入占用时间过长， 课堂复习旧
知识环节拖沓， 教师对重难点问题的铺
垫过多， 导致学生真正思考探究的时间
不够， 甚至刚要到解决重难点问题的环
节时，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 只好草草收
场。 这样的课教学效果不好， 而且恶性
循环， 每一节课都要弥补上一节课的未
完成任务， 又造成了新一节课时间分配
的不合理。

如今的新课改， 提倡课堂上让学生
积极参与，在活动中进行体验式学习。那
么，如何才能把活动设计好呢？由于学科
的特点和教师个人风格的不同， 活动设
计的内容和形式各不相同， 但高效的活
动一定有共性之处， 我把它总结为活动
设计“五定”，即一定主题，也就是此活动
要达到的目的，让学生明白目标；二定时
间，也就是完成此活动的时间，让学生有
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三定方式，也就是
如何开展活动，是独立完成，还是独立后
再合作；四定反馈，也就是如何检验活动
效果，是抽签提问、随机提问，还是每个
组都要展示； 五定评价， 也就是评价标
准。 教师在设计活动时“五定”设计越合
理，课堂效率和效果就越好。
（作者单位：黑龙江七台河市欣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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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去向 具体去向 教学价值

导
学

2分
30秒

50秒 播放叶小刚创作的交响乐《玉观音》片断 创设情境；
激发兴趣；

明示学习目标。
1分 中文介绍叶小刚并激发阅读兴趣
40秒 明示学习目标及要求

单
词
学
习

3分
19秒

投影短文中的10个重点单词， 引领学生朗读。

扫除阅读障碍；
强化基础知识。

1分 自读
40秒 齐读
30秒 个别展示朗读
约9秒 其间老师纠正读音
约1分 老师指导

阅
读
文
本

14分

先快速阅读感受信息， 再仔细阅读提炼信息， 并
写在导学案上。 阅读训练；

泛读感受；
提炼信息。

6分 个人阅读
6分40秒 小组阅读
约1分20秒 阅读中老师指导 （互动）

概
要
复
述

17分
7秒

按学案上填空题顺序， 先由各小组抢答， 抢答人
上台讲解， 然后其他小组点评， 再由老师点评并评分。

能力训练；
信息整合；
概述内容；
复述记忆。

3分10秒 自主学习
2分 小组合作学习
5分 小组抢答
2分 一小组答题后其他小组点评
约1分 其间老师互动点拨
约4分 老师对每道题终结点评及评价

活
动
体
验

8分
4秒

读了这篇短文有什么感受？ 将来是否想做个音乐
人？ 有什么规划吗？ 要求全英语交流。

拓展训练；
口头表达；
激发情感。

2分30秒 小组交谈
3分30秒 全班活动
1分03秒 老师互动引导
1分01秒 老师最后激励

英语泛读学习课《叶小刚》课堂时间分布图

“课堂时间都去哪儿
了”， 欢迎扫描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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