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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下的各种公开课展示与教
师培训中，一般而言，所谓的名师
会有更多的展示与外出学习机会，
普 通 教 师 常 常 是 “ 沉 默 的 大 多
数”。其实，普通教师才是课堂教
学转型的主力军，培训是培育他们
核心素养的重要路径。但在时下，
他们经常因为教学“满负荷”，缺
少外出学习时间，校本培训又因缺
失“领头羊”，难以收到较好的效
果。导致他们的实践能力总与教改
目标不对接。因此，要改变现状，
关键问题是培训“靶向”应瞄准普
通教师。

建议各学校先要优化顶层设
计。顶层设计其实就是培训目标和
导向。以往一些学校的教师培训设
计经常显得“高大全”，致使培训
虚化。各学校应以本校实际问题与
教师发展状况为导向，听意见、纳
良策，制订出普通教师认可的培训
方案。应将专家理论引领、名师骨
干示范等形式结合起来，既注重多
元化又要从本校特色出发，因人施
训，从而保障教师既获得坚实的理
论支撑，又有扎实的驾驭课堂的能
力，促进培训与教学的无缝对接。

校长应主动担当培训的“第一
责任人”。不少学校只为完成任务
而培训，教师只是为混国培学分而
学习。校长要有责任意识，坚决为
教师松绑，优化制度，废除那些走
过场的考核。同时要激发教师的内
驱力，使每个教师都能感受到培训
的重要性。“喊破噪子，不如做出
样子”，校长要自觉当好教师的标
杆，带领教师一起进行教研，或者
与教师合作承担课题，帮助教师养
成随时随地争鸣、切磋和不耻下问
的好习惯，从而培育学校良好的研
究氛围，改善培训生态。

以课堂为培训主阵地。当下，
专家报告常常“满堂灌”，名师示
范课经常“一刀切”，普通教师非
常缺乏“听中学”“看中学”和

“做中学”的过程，缺失与外界的
互动、交流、沟通和对话，缺失文
本解读和拓展能力，缺失教学行为
诊断、反思和纠错的能力⋯⋯一些
普通教师的教学因此单调无聊，作
业重复低效，考试强度高，学生负
担重。其实普通教师才是课堂的

“干活者”，课堂就是他们专业、精
神和生命成长的根基。相关培训的
教科研专家，应善做“中医”，下
沉到课堂中，以问题为课题，以课
堂为研究基地，与普通教师“同坐
一条板凳”，一起研究和磨课，耐
心 诊 断 他 们 的 课 堂 ， 及 时 “ 输
血”，大胆放手，鼓励普通教师放
开手脚说课、上课和赛课，敢于自
我“揭短”和“献丑”，一边反思
一边改进自己的课堂教学行为。

化差异为培训资源。每个普通
教师因为学科素养不同，其差异客
观存在。其实，差异可以成为培训
之“米”，最好的培训师就在身
边。譬如，有些教师文章写得好，
有些善讲故事、会讲课，有些沟通
能力强、擅长班主任工作，等等，
校长和培训专家应当具备火眼金
睛，“眼睛向下”去发现、发掘和
放大这些教师的潜能，尤其要把这
些特长提炼成可以复制和推广的培
训项目，鼓励他们“一对一”或

“多对一”地结对子，跨界互助；
引导他们“看见”自己更优秀的那
一面，鼓励他们成为更优秀的“那
一个”。

利用互联网打开培训新窗口。
时下基于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新技
术，已为普通教师培训创造了极大
的共享空间，也为他们的发展提供
了不竭资源和内生动力。学校应加
强新媒体技术平台建设，及时上传
优秀教师的课堂视频、优秀课件和
各种资源，丰富在线课程，加强建
设资源库，引领教师积极参与线上
线下的交流互动。教师不妨扩大自
己的朋友圈，碰撞思想，激荡智
慧。各学校应促进培训个性化，使
教师有更大的培训话语权和选择
权，让大数据真正成为教师全天候
可以应用的教育智库，成为教师终
身发展的开放大学。

（作者单位：浙江省奉化区教
育服务管理中心）

培训“靶向”
应瞄准普通教师

陈亚斌 周建国

名师 思录录反反

我赞成那句名言：“一个人
不是一个器具，等待教师去填
满；而是一块可以燃烧的煤，有
待于教师去点燃。”这个点亮的
过程就需要教师发挥“教学智
慧”，而这种“教学智慧”是值
得教师终生追求的专业境界。

“教学智慧”主要从教师的
课堂行为彰显出来。它需要教师
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时，表现出一
种悟性和准确的判断力。“教学
智慧”涉及理论层面的问题，更
是实践过程中的个体化感悟。在
此过程中，教师既是理性的课堂
研究者，同时又是感性的注重

“ 现 场 发 挥 ” 的 实 践 者 。 多 年
来，在追寻“教学智慧”的过程
中，我将“教学情境的多元创
设”“教学技巧的灵活运用”“教
学总结的执着坚守”作为自己课
堂的三大支撑点。

开局的智慧：
教学情境的多元创设

建构主义教学观指出：“学
生是自己知识意义的构建者，在
认知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
教师要站在学生的立场上考虑学
生的需求，在设计教学流程时，
要重点考虑有可能遇到的各方面
细节问题。同时，教师应当有意
给学生“留白”，激发学生主动
探究的积极性，给学生提供展示
不同潜能的机会。这样做的效
果，远比逼着学生按教师预设的
教学思路去学习更实在，更有
效。

回到具体的课堂教学上，在
我看来，一节课的起始阶段非常
重要，正如人们常说的“万事开
头难”。如果重视“教学情境的
多元创设”，就能使课堂教学的
效果增值。

俗话说，“好的开头就等于
成功了一半。”课堂起始和导入
环节如果设计精妙，教学将有一
个可喜的开局。下面就 《晨昏诺
日朗》 一文的教学实践来谈一
谈。《晨昏诺日朗》 是一篇体现
了感性和理性双重美感的课文，
文本为我们展现了多元的美。如
何挖掘这些多元的美，把握文章
丰富的意蕴，使学生在审美的心
态下求知呢？我决定从教学情境

的创设入手，去调动学生丰富的
情感。课堂导语是最佳切入口，
我这样设计导语：瀑布是大自然
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历代文人
墨客所歌咏，李白的 《望庐山瀑
布》 一诗我们最熟悉不过了，这
首诗可谓声形并茂，动静结合，
既有大胆的想象，又有形象的比
喻，把一个惟妙惟肖、雄浑瑰丽
的庐山瀑布展现出来，显示了李
白“万里一泻，末势犹壮”的艺
术风格。今天，我们跟随赵丽宏
一起走向西部，走向九寨沟，走
向 “ 诺 日 朗 瀑 布 ”， 领 略 一 下

“诺日朗瀑布”的风采，看看是
否与李白的 《望庐山瀑布》 有异
曲同工之妙。这种情感氛围的设
置，给学生创设了一个体悟的情
境，不仅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还能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参与意
识。虽然这只是个序幕，但却使
课堂立刻富有了活力。为本节课
的主环节做了铺垫，奠定了使课
堂走向更有深度和张力的情感基
础。

不同的文章需要采用不同的
情境创设的方法。教师“教学智
慧”的发挥，能让学生在语文课
堂上获得宝贵的情感体验与学习
方法，同时也能获得美的享受。

课中教学技巧：
顺势而为灵活创设

好文章的主体充实丰富，这
就是人们常说的“猪肚”。一节
好课，教师如果能巧用技巧，灵
活应变，“预设”中有“生成”，
同样能使课堂教学锦上添花。

作为一名老教师，莫泊桑的
《项链》 不知教过多少遍了，但
有一次课上学生的提问给我带来
了很大触动。其实课前备课时，
我自己也困惑过，小说中男主人
公路瓦栽是一个极富立体感的人
物形象，为什么很少有人去探
讨？备课时我有些矛盾，一方
面，我觉得教师在文本解读时，
必须有自己的发现——文本中的
任何一个人物都是不应忽视的，
教师的责任和义务不是告诉学生
字面上能看到的东西，而是应当
帮助学生去发现文本上的空白
点。另一方面又觉得，课堂上时
间有限，有许多规定性的教学任

务需要完成，这样一个小人物，
没有必要交代。

就这样,我在讲与不讲之间
徘徊。最后，我决定在下课前再
抛出这个问题，将之作为课外探
究性作业留给学生去讨论。那天
课堂的前半节都在既定的预设中
进行，对女主人公玛蒂尔德的分
析非常顺利。就在我准备进入下
一个教学环节的时候，突然有个
同学举手提问：老师，玛蒂尔德
丈夫的形象为何只字未提？听了
他的话，我不禁窃喜，尽管自己
预设的课堂节奏已被打破，但这
正是我所期待的。我请这位同学
谈 谈 自 己 的 看 法 ， 他 说 ：“ 其
一，女主人公叫路瓦栽夫人，路
瓦栽这个人物就不能不分析；其
二，故事因他而起⋯⋯”

听了这番慷慨陈词，其他同
学开始兴奋地讨论起来。面对这
种课堂“意外”，我开始对自己

“预设”的教学思路进行调整。
于是我临时辟出了讨论的时间，
索性采取了辩论赛的方式，将学
生分成甲、乙两组，要求学生围
绕“多个形象的多面性”这一论
题再次剖析文本。学生们讨论热
烈，踊跃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没
有想到课堂生成的这一问题能引
起这样深层次的辩论，更没有料
到学生的探究不但能追根溯源，
有章可循，他们的表述也是有理
有据，头头是道⋯⋯若干个没想
到让我非常感慨。这些争辩和分
析，不仅展现了学生的学习智

慧，还突然让我明白一个道理：
所谓教学技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僵化教条，根据课堂情境灵活运
用教学智慧，才能成就别样的课
堂。这节课正是因为抓住了学生
的兴奋点，适时引导点拨，把学
生的思维调动了起来，课堂上才
碰撞出智慧的火花。

实践证明，教师不能只关注
学生的知识与技能，还要关注学
生的主体人格与价值观。教师要
站在学生的立场换位思考，设身
处地去考虑学生的需求。在设计
教学流程时，教师完全可以巧设
一些“意外”，让有价值的“意
外”成为教学资源，引导学生去
质疑、探疑和解疑，久而久之，
学生就会逐渐养成独立思考的习
惯，就会有智慧的火花闪烁。这
种课堂的教学效果，远比逼着学
生按教师“预设”的教学思路去
学习更实在，更有效。

学生学习智慧的充分展现，
教师教学智慧的充分发挥，两者
互相碰撞才能成就真正精彩的课
堂。

坚守课尾三分钟：
促进学生思维升华

俗话说：“编筐编篓，全在
收口。”这收口也是一种“教学
智慧”的体现。如果说课始为序
幕，那么课尾自然就是尾声。事
实上，在语文课堂教学实践中，
很多青年教师缺乏的往往就是对

一节课尾声的处理能力，因此经
常给人造成一种“头重脚轻”的
感觉。

一节课是一个整体，教师应
该精心设计每一个环节，不但要
重视课始“一石激起千层浪”的
效果，还要讲究课中“跌宕起
伏”的动态过程，更要享受课尾
创造的“余音绕梁”的味道，让
学生带着思考下课，带着美感走
出课堂，带着期待迎接下一课的
到来。不但如此，一节课最后三
分钟的设计，既有加深主旨、画
龙点睛的作用，还有发微烛远的
好处。那么，如何上好一节课最
后的三分钟，让学生的学习取得
更上一层楼的效果？在我看来，
教师应不失时机地向学生提出一
些符合其认知水平、能引起他们
思考并同时具有知识性、趣味性
的问题，才能促进学生积极思
考。

课尾处理得当，能无形中制
造一个新的课堂高潮，把学生推
向一个新的境界。我在执教 《秦
晋殽之战》 一文时，距下课还有
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发现学生紧
绷的弦儿有些松弛下来，便趁机
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本文作
者描写了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
其中有一个人物在历史上占了一
个“第一”，这个人物是谁？话
音刚落，同学们便七嘴八舌地讨
论起来⋯⋯看上去只是一个有关
人物形象的趣味性十足的问题，
实际上却是一个关键问题，关乎

整节课教学目标的达成。短短的
几分钟讨论，打破了下课前三分
钟的沉闷、懒散的课堂气氛，再
次激起同学们的求知欲望，达到
了课虽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执教

《伐檀》 一课时，我同样利用课
尾两三分钟时间向同学们提出这
样 一 个 问 题: 为 什 么 “ 县 ” 通

“悬”？学生们有的说字形相近，
有的说声母相同⋯⋯为讲清这个
问题，我参考了字源上的解说。
字源上说：“‘县’‘首’倒转
也 。” 故 为 “ 悬 ” 意 ， 这 样 一
来，学生对“县”通“悬”字的
理解就更加准确深刻了。没想到
这个小小的知识点，竟然极大地
调动了学生对“六书”造字法的
研究兴趣。可见，只要教师每节
课都有意而为之，就不怕学生对
语文学习没有兴趣。

教师并不一定总要扮演全知
全能的角色，而应最大限度地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最大限度地留
给学生思维论辩的时间。事实
上，每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会
遇到始料未及的智慧火花，教师
如果能感受到“教学相长”的喜
悦，更会使课堂有“意外”的精
彩。我想：一个充满智慧的教
师，应充分了解教学对象的知识
与智慧，对教学对象要有足够的
信任，因为了解和信任，教师才
敢于放手、乐于放手。放手也是
教师教学智慧的体现。实践证
明，这种智慧能使语文课堂更有
深度和张力，更富有活力。

从课堂细节中寻求教学智慧
于斌

目前集体备课存在假备课、
备假课的情况。特别是为应付上
级检查时，许多教师突击抄教
案、糊教案，让集体备课费时又
无效。

集体备课是教师专业成长不
可缺少的环节。实践证明，从实
际出发，对集体备课进行有针对
性的改革，才能挖掘出老教师的
潜力，锻炼年轻教师的能力，让
教师的备课状态与教学水平有真
正改观。

徒具其形的假备课

在平时的集体备课中，经常
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现象：老师们
坐在一起进行所谓的“集体备
课”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学校教
务处要派人检查。这种“备课”
事先缺乏合理的规划与具体的目
标设定，老师们坐在一起，研讨
的问题常常无法聚焦，于是从天
南海北到左邻右舍，从国家大事
到趣闻八卦都会成为聊天的主
题。学校教务处派出的检查督导

人员，常常只是匆忙过来转一圈
就转身而去。偶尔有学校领导或
者相关学科专家莅临现场，话题
研讨氛围可暂时变得严肃一些，
但是无法保证每一次集体备课都
不跑题，更无法保障集体备课的
质量。

无疑，这种集体备课成了一
种走过场，老师们不但一无所获
还浪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这导
致了某些教师的教案书写得一塌
糊涂——因为集体备课没有形成
统一的认识和步调，教师各自为
战，有的教案是纯粹抄写；一些
比较懒的教师，甚至抄写都不及
时。每到期中或者期末学校检查
教案时，很多人就又开始加班加
点地赶补教案，要是实在补不过
来，干脆就把试卷糊到备课本
上，直到最后把备课本糊成了一
个大肚子。学校检查完毕，备课
本就成了一堆废纸。

分工合作，任务落实到位

为了让集体备课收到实实在

在的效果，我们尝试备课改革，
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备课，难点
各个击破。下面就以鲁教版语文
第四册为例，进行一个说明。我
们 语 文 组 一 共 有 10 位 语 文 教
师，其中正高级教师 1 人，高级
教师 3 人，中一级教师 3 人，中
二级教师 1 人，新入职的具有研
究生学历的教师 2 人。第四册一
共有 10 篇讲读课文，半学期需要
完成学习任务。倘若按照以往的
做法，每个人各自为战，从前到
后地备课到底，结果就很有可能
如前所述，教案到头来只能是废
纸一堆。基于现状，我们进行了
如下调整：

首先，把 10 篇讲读课文的
备课任务按照每个教师的具体情
况与特长进行了分工。比如，宋
老师是正高级教师，文言文功底
深厚，其备课任务是 《滕王阁
序》。徐老师是高级语文教师，
从教 20 年，喜欢诗词研究，其
备课任务是 《宋词二首》。郭老
师是刚入职新教师，当代诗歌专

业研究生，其备课任务是新诗
《雨巷》 与 《错误》。崔老师也是
刚入职的新教师，外国文学专业
研究生，其备课任务是 《米洛斯
的维纳斯》。

其次，分工的时间调到假期
之前。比如，暑假和寒假放假
前，就把任务分好，一位教师在
假期里只需要认真备好一两篇课
文的课即可。开学前三天，通过
电子邮件把备好的课以及 PPT 发
送给组长，由组长统一打印装
订；开学第一天，教研组长把装
订好的集体教案分别上交年级
部、教务处、教研处、分管教学
副校长和校长。

再其次，对备课提出严格要
求。要求教师备课必须自己在研
读课文、博览众多资料的基础
上，亲自完成，不允许复制网上
教案。同时要考虑所写教案的可
操作性和可借鉴性。每周集体备
课时，轮到谁讲公开课，大家就
翻到备课教案，先由本人做备课
说明，然后大家集体商讨，最后

确定上课方案。

扬长避短，集体备课益处多

集体备课是教育教学中的重
要一环。老师们可以坐在一起，
对教育教学进行集体研究，群策
群力，取长补短，互相帮助，相
互借鉴，形成合力，共同进步。

一是将集体备课变得真实。
大家手头上都有每个老师的教
案，人手一册，材料充分，为集
体备课的真实性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并提高了集体备课的效果和
效率。

二是节约了老师们的时间，
减少了老师们的很多无效劳动。
倘若一册书让一位老师从头备
到尾，也不是完不成，而是出
不了细活，若是再担任班主任
或者某一个领导职务，难免就
会出现应付现象——单纯抄袭
教案，或者糊贴试卷。开学前
就备好课了，补教案的现象自
然也就杜绝了。

三是为老师们在开学后有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究教材，批
改作业，管理学生。开学前就把
一学期的课都备好了，开学之
后，教师批改作业等工作的时间
更充足了，教育教学效果改观明
显。

四 是 挖 掘 了 老 教 师 的 潜
力，锻炼了年轻人的能力，提
高 了 教 师 整 体 教 学 科 研 能 力 。
原来一些老教师感觉评上高级
了 ， 仿 佛 船 到 码 头 人 到 岸 了 ，
难免就会有懒惰思想，这种心理
影响了他们教学经验的正常发
挥。备课改革后一学期就只写一
两个教案，有助于老教师精益求
精，无形中就挖掘了老教师的潜
力。年轻教师如想把自己的课备
得差不多，就需要多学习，多思
考，如此一来，年轻教师也有了
新的努力方向。新老教师共同
努力，互帮互学，整个教研组
的教学水平与教学研究能力就
提上来了。

（作者单位：山东泰安长城
中学）

集体备课如何获得最佳效益
徐力

⦾品味

⦾我见

▶学生仿佛是一块可以燃烧的煤，有待于教师去点
燃。这个点亮的过程就需要教师发挥“教学智慧”。

▶在设计教学流程时，教师要重点考虑有可能遇到
的各方面细节问题，随机应变。

▶教师并不一定总要扮演全知全能的角色，而应最
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最大限度地留给学生思维
论辩的时间。

▶学生学习智慧的充分展现，教师教学智慧的充分
发挥，两者互相碰撞才能成就真正精彩的课堂。

于斌：上海市特级教师。
现为上海市吴淞中学语文教
师，曾先后荣获全国优秀教师、
上海市劳动模范、上海市园丁
奖等荣誉称号。在教学中努力
践行“建构主义”教学思想，在

“大语文教学”的课堂创新过程
中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与思考
能力。曾多次参与校本教材的
撰写及相关教研课题项目研
究，有多项成果发表。

人物介绍人物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