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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普通高中改变片面追求
升学率的现状、回归教育原点，一
直是我国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的重
点。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经过
7 年的课题研究与实践探索，通
过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学生发
展指导评估体系，整合学校的团
队课、班会课，形成了以必修课、
选修课、活动课、班会团会课为四
大类型的高中学生发展指导课
程，初步实现了高中育人模式由
应试取向向育人取向的转变。

技术融入驱动课程评价
和学校组织方式连锁变革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
出，普通高中要“建立学生发展指
导制度，加强对学生理想、心理、
学业等多方面的指导”。学校从
2010 年 5 月开始参加教育部“普
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课题研
究，以技术融入为突破口，以技术
融入推动评价方式的改变，以评
价方式的改革推动课程模式的改
变，以课程模式的改变推动学校
组织方式的改变，最后促成学校
整体育人模式的改变。

将大数据技术嵌入学生评价
的过程中，建立基于大数据技术的
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评估体系。

学生发展指导的目的在于通
过方向指引和方法指导，帮助学
生圆满完成学业，为未来的生活
做好准备，包括性格测评、心理辅

导、职业建议、学科定向、课程规
划、生 涯 发 展 规 划 等 一 系 列 活
动。前提和基础是通过专业测评
工具的运用，对学生的兴趣、能力、
性格、价值观作出评估。为此，学
校建立了“两系统、一平台、多问
卷”的学生发展指导评估体系。

“两系统、一平台”是指学生
信息管理系统、心理测试系统和

“成长的足迹”过程性记录平台。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学生信息管理
系统包含学生学籍系统、学业成
绩、宿舍表现、常规表现、社团管
理、志愿服务等子系统，对学生的
各项过程性、连续性数据进行收
集与记录，使教师可以及时、全面
地了解学生在校的生活、学习情
况。心理测试系统包含学生个
性、心理健康、父母教养方式、学
业心理、兴趣、能力等测评量表，
通过这些量表的运用，建立学生
心理发展档案。两个电子系统的
功能主要是为教师的分析提供过
程性、连续性、真实性、客观性的
数据。“成长的足迹”过程性记录
平台是学生记录自己成长过程中
的感受、收获与反思的平台，学生
自己定期记录，导师定期批阅，同
学定期评议。借助这一媒介，导
师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主观感受
和心路历程。

在评价体系的基础上，整合
现在高中的所有课程，形成普通
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理论模型、
课程开发模式和课程体系。

建立评价体系后，学校在学
业指导、生涯指导和生活指导的
基础上，增加了理想指导，形成了
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理论模
型，以此为出发点，细化每一点的
内容与目标。

确定指导课程的内容和目标
后，学校经探索后形成了“四驱
车”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课程
开发模式——将发展指导课、班
会课和团活动课作为后驱的两个
轮子，保证全媒介形式的课程有
的放矢，教师和学校为实施主体，
在日常教学中保证课时，为学生
的发展进行方向指引。将活动课
和选修课作为前置的两个轮子，
由家长、校友和社会机构作为开
发和实施的主体，开展全主体、全
过程的教育，为学生的终身发展、
全面发展提供方法和平台。

围绕课程的类别与目标，运
用“四驱车”的课程开发模式，学
校形成了基于高素质现代人才培
养的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课
程，课程分为必修课、选修课、活
动课、班会团会课四大类型，合计
43门课。

必修课以《华南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学生发展指导》为教材，在
高一年级开设，对应理想指导、学
业指导、生涯指导和生活指导，设
置通往梦想之路、最强大脑、压力
管理、人际交往等章节，旨在让学
生初步了解在高中生活中要达成
的各项目标。

班会课、团会课以体验和内
省为主，围绕高中生活设置相关
主题，分布在高一到高三学习生
活的各个关键时期。

选修课和活动课以兴趣、能
力、性格、价值观的发展为目标，
基于项目设置历史与人生、职业
启蒙课、学生公司、投资理财、健
身体能训练、朋辈心理辅导等相
关课程，旨在提供不同数量、不同
层次、不同内容的课程，满足学生
发展的差异性需求，主要分布在
高一和高二年级。

通过课程模式的改变驱动学
校组织方式变革，建立班级授课
制下普通高中开展学生发展指导
的运行机制。

在班级授课制的前提下，学
生发展指导工作的顺利开展，需
要建立有效的组织运行机制和清
晰的工作开展机制。在组织运行
机制上，学校确定了导师制指导
体系，学校层面设立学生发展指
导研究室，指导年级领导小组和
班级导师开展工作，将班级授课
制下线形的组织结构进行横向连
接，实行扁平化管理，使学生发展
指导工作以最短的距离、最快的
速度顺利开展。

在工作开展机制上，学校形
成了“评估甄别—指导实施—导
师指导—活动开发—制度保障”
的指导流程，以及学校、校友、家
长、社会专业机构四方互动合作
的指导网络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

学生发展指导评估体系指导工
具。

面向未来而教，促进学
生个性形成和自主发展

经过 7 年的实施，通过技术
融入推动育人模式的改变收到了
实效；学生发展指导工作的开展，
促进了学生的个性形成和自主发
展；建立了一支具备学生发展指
导能力的师资队伍；打造了学校
的心理健康特色教育；初步形成
了面向未来而教的办学格局。

第一，学生发展指导课程的
有效实施，促进了学生的自主发
展，使学生的天赋和潜质得到了
最好的发展。2014 年至 2016 年
三年中，学校学生先后获得国家
级 奖 项 94 个 、省 级 奖 项 2188
个。校团委先后获得国家级奖项
1 个、省级奖项 26 个。在体现学
生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自主招
生方面，得益于学生发展指导工
作的开展，学校每年进入面试环
节的人数及最终被录取的人数，
均名列广东省第一位。

第二，建设了一支具备学生
发展指导能力的师资队伍。通过
学生发展指导理论的学习和实践
中的行动研究，学校教师的专业
能力得到了提升。近三年，学校
教师撰写相关论文 34 篇，公开发
表 5 篇；公开出版专著 1 本；先后
申报相关课题 12 项，获得学生指
导工作的省级表彰奖项8个。

第三，形成了学校的心理健
康教育特色。学生发展指导工作
的开展，促使学校传统心理健康教
育活动升级，在组织形式上由教师
主导转变为以学生为主导，并在各
项活动中渗透融入了生涯指导的
内容，使华南师大附中成为首批全
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
校。目前，每学年一次的心理节活
动，各项具体的活动方案均由学生
自主完成，充分发挥了心理部（由
各班心理委员组成）和心理社（学
生独立管理的社团）两个学生社团
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第四，初步形成了面向未来而
教的办学格局。面向未来的办学
以智慧校园的建设为基础，以促进
学生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理念。学
生发展指导工作促成了我校以数
据为基础、以评价为导向的办学思
路，利用数据了解学生的现状和需
求，明确指导方向和重难点，提高
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初步形成
了面向未来而教的办学格局。如
今，每学期伊始，学校都会通过问
卷调查了解学生的发展需求，制订
本学年指导计划，明确指导的重
点；每个学期中段，各个年级都会
进行学情和心理状态调研，根据学
生的现状和反馈来调整与改进指
导工作。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附属
中 学 副 校 长 ，中 学 生 物 高 级 教
师。本文所述成果获得 2017 年
广东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以技术融入推动育人模式转变
——华南师大附中学生发展指导的实践探索

肖朝云

爱问是儿童的天性，学龄前
的孩子通常会围着大人不停地问

“这是什么？”“为什么？”然而进入
初中之后，课堂上问“为什么”的
学生反倒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学
生渐渐地就不提问了呢？他们真
的所有问题都明白了吗？

时下国家大力倡导学生创新
能力的培养，而问题意识是创新
能力的前提条件。在我看来，目
前我国初中教育在培养学生问题
意识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这或许首先与传统课堂的弊
端有关。在以教师讲授知识为主
导的课堂上，教师提问，学生回答，
提问于是成了教师的“专利”。而
教师的提问是按照自己对教材的
理解、自己的思路和意愿来设计
的，学生在这种被动接受的学习
方式中，失去了提问的权利，于是
也失去了质疑的能力。下面结合
我的教学体会，谈谈我在课堂上
是如何培养学生的提问能力的。

营造和谐气氛，把“问”
的胆量还给学生

课堂上，学生不敢问问题，主
要是两种心理在作怪：一是自卑
心理，二是紧张心理。因此，要使
学生敢于问问题，关键是消除他

们的自卑与紧张心理，而良好、和
谐的课堂气氛有助于解决这一问
题。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对
学生平等相待，努力营造民主和
谐的课堂氛围，激励学生大胆质
疑，乐于讨论。

有一次在课堂中，某位学生
提出一个疑惑：“SARS 病毒都没
有细胞结构，能算得上生物吗？”
这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另一
个学生说：“病毒要不是生物，我们
生物课学它干吗？”这一系列反应
让提问的学生满脸通红，表情尴
尬。这时候我觉得要先保护好学
生的自尊心，因此并没有批评他
对于知识的遗忘，而是转而将该
问题抛给了其他学生，让他们“助
人为乐”，帮助该同学解答。几个
学生站起来，从初一所学生物的
特征说起，结合病毒的知识，指出
病毒虽然没有细胞结构，但是有
其他生命特征，还能繁衍后代。
几位同学的多方面解释，让该学
生得知了正确答案，同时对相关
知识也进行了有效复习。最后我
赞扬了提问的同学：“心中有疑惑
就应该大胆地说出来，把问题暴
露出来，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
而且如果没有你的提问，哪能引
出这么多同学精彩的回答呢？”就

这样，这个问题在课堂和谐的气
氛中得以解决，提问的孩子在后
来的学习中更加自信、从容，更加
敢于提出各种疑惑。

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让学
生敢于提问，不但能达到促进学
生主动学习知识的目的，同时也
有助于他们形成尊重人的态度。
在良好的课堂教学气氛中，师生
之间关系和谐，学生才能产生愉
悦的体验。

创设问题情境，把“问”
的趣味留给学生

在初中生物教学中，教师可
以利用图片、多媒体展示一些生
活中常见的、甚至出人意料的有
趣画面，让学生有一种直观的认
识，从而提高学习兴趣，使学生有
问题想问。如在学习“昆虫的生
殖和发育”一节时，我展示了两幅
图片，左边是毛毛虫，右边是美丽
的蝴蝶，学生能说出这是同种动
物。但是我再展示蛆和苍蝇的图
片时，学生就会问：“这难道也是
同种动物吗？”在学习“我的花色
我做主”综合实践课时，我播放了
蓝色妖姬等多种非自然花色的花
朵视频，学生就很好奇：“这些奇
异的花色是花朵本身的颜色吗？

一朵花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种不同
颜色呢？”

可以通过设计一些有趣、出
人意料的实验，让学生观察、分析
并提出问题。如学习“单细胞生
物”一节观察草履虫的生活时，可
以在草履虫的一侧培养液中滴加
食盐，学生会问：“为什么要滴加食
盐呢？草履虫会有怎样的反应？”
在学习“绿叶在光下制造有机物”
一节课时，当我演示实验的酒精
脱叶绿素步骤时，学生会问：“为什
么叶片会变成黄白色呢？”

预留时间空间，把“问”
的时间让给学生

除了在预习和课堂上培养学
生质疑精神外，在新课结束后和生
物练习课上，我尽可能地留下时
间，让学生自由地提问。一方面是
交流预习和新课学习的收获、体
会，促进学生养成质疑的意识和习
惯；另一方面，也给学生的交流学
习搭建一个平台，让学生能够学得
更深、更细，在交流、讨论的合作学
习中，提高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在学习“选择健康的生
活方式”一节后，学生就会提出心
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癌症的相
关问题，这时候教师及时解答，让

学生明确，这些疾病很多都是与
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关，而不健康
的生活方式会加速这些疾病的发
生和发展，从而要求学生形成良
好 的 生 活 习 惯 ，让 他 们 受 益 终
身。再比如，学习“基因控制生物
的性状”一节，学生会提出自己日
常生活中常见的一些动植物或者
自身的性状问题，有的学生就提
出“我爸爸和妈妈都是双眼皮，为
什么我是单眼皮”的问题，教师此
时预留时间让学生充分表达心中
疑惑并且及时答疑，既能满足学
生提问的需求，也能及时渗透后
面将要学习的知识，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

教给提问方法，把“问”
的能力交给学生

学生问问题首先是从模仿开
始的，所以教师要做好问问题的言
传身教。不仅要告诉学生问问题
的方法，还要站在学生角度去问问
题，让学生“问在中心，疑在难点”。

例如，在学习“免疫与计划免
疫”一节时，一上课我首先设疑：
在人们生活的环境中，有大量的
病原体，为什么有的人容易生病，
而有的人不容易生病？学习完人
体的第一道防线后，设疑：如果皮

肤和黏膜没有阻挡住病原体，人
是不是就会生病？学习了第二道
防线后，再次提问：当病原体冲破
人体的第一、第二道防线后，人是
不是就无能为力了呢？教师通过
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提出，逐
渐培养学生提出问题的能力。

另外，教师也可用以问代讲
的方式进行教学，学生既可以从
正面问问题，也可以从反面或侧
面问。如由生物能够影响环境是
否会想到环境也会影响生物生活
呢？学生问问题时还可以让学生
学会变换视角，如安全用药中提
到不应该滥用药物，否则可能造
成“超级细菌”的产生，再让学生
联想超级细菌的产生验证了达尔
文的什么观点；超级细菌又是如
何一步步被筛选后形成的。即无
处不可生疑，无时不可生疑。

从认识过程看，学生认识生物
问题与科学家发现生物规律是颇
为相似的，要学习的知识对他们来
说都是未知的，都必须运用已知的
知识去探索未知，留给学生思考的
时间与空间，营造和谐的氛围，创
设适当的情境，教会学生学习的方
法，就可以激活他们的探索精神，
让他们学会质疑，学会辩证思考。

（作者单位：山东省威海市古寨中学）

培养问题意识，从教学生提问开始
戚艳艳

为了促进课堂改革，目前全国各
地都非常重视通过让教师上公开课以
提高教学技能。但公开课不等于家常
课，公开课上得好，不等于家常课就
上得好。目前已有很多专家指出，一
些公开课已经成为表演秀，犹如模特
们穿着时装走 T 台，引领服装潮流，
但谁也不会穿着高跟鞋与时装逛街。
换句话说，公开课不如家常课实在、
实用又有实效，但许多家常课因为过
于随意、随便，评价通常较低。

在我看来，改变这种状态的根本
办法是改进家常课。课改第一步是教
师一定要让自己的家常课“到家”，
否 则 ， 只 是 把 学 生 关 在 教 室 这 个

“家”里，却没让家常课接地气、聚
人气、显才气，这样的家常课只是走
过场，无助于课堂教学的改进与教师
的专业成长。

从某个角度说，教室就像家庭，
教师是家长，学生是孩子。了解每一
个孩子的知识基础和心理特点，是每
一位身为家长的教师教学设计的起
点，但不是每一位教师都能像家长那
样，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兴趣、
特长。部分教学设计没有真正贴近学
生的实际，或者直接忽略了学生的心
理需求，这种脱离学生情况的教学设
计只是教师在自说自话，学生难以感
受到教师对其关心和关照，师生之间
暖心的互动也无法产生。在课堂教学
活动中，只有心贴心，师生之间才能
感受到彼此的温暖。

尽管师生“关上门是一家人”，
但教师上课不能太随意，以为学生反
正不会介意，这样的家常课会失去应
有的魅力。一些教师误以为课堂就是
学生的食堂，无论饭菜怎样，学生都
会去吃。家人多未必人气旺，某些课
堂气氛死气沉沉，教师板着一副冷面
孔，学生噤若寒蝉。教师以家长自
居，独霸话语权，课堂里没有争论
声，没有笑声。这样的教师就像专制
的家长，在缺少生气的教室里，坚持
把独角戏唱到底。其实在家常课中，
教师更应当注重教学技巧，让自己的
课有独特的魅力，进而激发师生互
动，积极打造磁场效应，深深吸引每
一个学生。教师要以独特的优势制造
引人注目的磁场，每一位教师最好都
能找到一个自己最拿手的“绝活”，
不断经营、打磨，让其熠熠闪光，吸
引更多学生主动亲近你。只有这样，
教师才可能像和蔼可亲的家长一样，
平易近人，儿女绕膝。

有才就有气，但某些家长气过重
的教师脾气胜过才气。有才气的教师
会把家常课作为显示自己才气的好机
会，而不会因为家常课，讲话就随随
便便。教师在家常课中也要闪亮“登
场”，自然过渡，智慧讲解，把多余
的废话除净，把平凡的白话擦亮，把
陈旧的老话刷新。教师平时还要注意
培养自己的文才，文才未必是文科教
师或语文教师的专利和特长，每一位
上家常课的教师，都可将学生当成自
己文章最直接的读者。家常课可作为
展示文才最直接的平台，语文教师可
以晒自己的下水作文，为学生提供仿
写的范文；数学教师可将创造性解决
数学问题的思路变成文字晒给学生
看。不能因为是家常课，教师就可以
穿着随便，不修边幅。教师用得体、
大方、变化的服饰，扮靓自己，学生
会感受到教师的魅力和对学生的重
视，学生也会在新奇的感觉中，对教
师刮目相看。

不参加公开展示的日常课都是家
常课，这就需要家常课一定要“到
家”。首先，看家要看好自己的门，
不能因为家常课管理不严，就随心所
欲，要严格按照上课规程，及时到
岗，按时下课，既不早到，又不拖
堂。其次，看家要管好自己的人，不
能因为是家常课，就可以放纵学生或
放松课堂管理。纪律是效率的前提，
要以严明的纪律规范学生，约束自
己。再其次，看家就要做好自己的
事，家常课不是花拳绣腿的武术表
演，每一堂课都是实战演习。一般教
研室同事共同备课，这就需要自己独
立思考，不能消极等待外援，以高
分、高效、高能的“三高”目标引领
家常课进入有效教学的快车道。

“到家”的常态课更接近公开
课，是教师改进自己教学技能与成长
之路上的扎实脚步。公开课与家常课
更高层次上的整合，才真正有助于践
行课改理念。

（作者单位：四川省邻水县九龙
镇中学）

家常课“到家”
才是课改之本

唐运东

⦾教改天地

⦾分享

在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实验中学,师生每逢课间都会不约而
同地来到读书广场，从“读吧”里把移动书架推到树荫下，或
者独自捧书而读，或者边读边聊，其乐融融。

为深入推进“十二年读书工程”，努力实现学校“创造基于
人生目标和人际交往的卓越教育”的目标，该校精心打造了占
地约 2000 平方米的读书广场。在读书广场的“读吧”里，学校
以购置、捐赠的方式，汇集了上千本杂志。其中，共读杂志有8
种，学生通常以班级为单位，共读一期杂志，并自由选择相关
篇目开展大范围的讨论交流。个性阅读杂志有 40 余种，师生可
以依据个人爱好自选刊物。

整个阅读广场以中间的励志长廊为自然分界，分成东边的
读报区和西边的杂志阅读区两个区域。读报栏里的报纸每天有
48 版，读报栏的上方，标记了报纸的种类，方便师生快速找到
自己喜欢的报纸版面，及时了解“家事国事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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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课搬到户外

⦾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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