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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

【刘希锋】归纳是对本节课内容的
一个小结，这是常被忽略的环节，要
认识到人的遗忘曲线是发生在一个小
时之内的，学生有快思维、慢思维的
不同基因，所以要用好课堂的归纳总
结。一般在3分钟。

【陶继新】归纳是对当堂教学内容
的梳理和总结，要突出重点、难点以
及重要思路，让学生一看见便激活记
忆，让所学内容较好较多地烙印在大
脑里。

【刘希锋】归纳可以是对板书内容
的再提示，课堂要有板书的设计和展
示，让教学思维清晰，内容突出，像
数学教师不要随堂在黑板上抹擦，要
把重点例题的讲解步骤完全以板书呈
现，这也是一种归纳。

【陶继新】好的板书，对于归纳全
文内容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归纳时
可以由教师顺着板书思路，条理清晰
且主次分明地讲其概要，也可以让学
生走上讲台，依据板书进行讲要，如
果学生所讲重要内容有所遗漏，教师
再简要进行补充说明。

【刘希锋】 归纳也提倡用思维导
图，可以用PPT打出，也可以在白板
上标出。

归纳用在单元教学后，是对单元
知识的系列化，常见的如知识树。

【陶继新】思维导图和知识树都是
进行归纳的重要载体，在平时的教学
中，教师根据所教内容而选用。此
外，鼓励创新，即使偶有失败也并不
可怕，只要让失败成为成功之母即可。

【刘希锋】归纳要逐步过渡到让学
生动手做，学会归纳等同于增长一份
学习的能力。

要养成一个学习习惯，在做作
业前先复习归纳内容再做作业。

【陶继新】学生学会自我归
纳所学内容，并养成良好的
习惯，是其重要的学习品
质，对于巩固所学知识、
提高考试成绩，都可以产生
明显的效果，并由此增强学习
的能力与学好的信心。

作业

【刘希锋】作业是一个重要的学习
方式，是重要的学习资源，学习结果
的内化指的是学会学习迁移，作业就
是一个实现学习迁移的行为表现。在
整个课时中占10分钟。学习化课堂
中，预学是作业，课堂练习也是作
业；课堂检测是作业，课后巩固、解
题也是作业。一套题是一个模型，讲
模型、练模型、套模型、得结果。解
题是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的思维方
式的学习。

【陶继新】作业的要义不是重复所
学的知识，而是将知识活化，形成迁
移能力。对于某些知识，还可以运用
于实际生活之中，让王阳明所说的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理念逐
步走进学生的心里。

【刘希锋】 作业的设计要练好命
题。一是用好课后的练习题；二是研
好中考、高考的试题；三是选编好有
针对性的基础题与自选题；四是错题
要重做，做后要有归纳性反思。

【陶继新】作业除了用好、研好和
选编好已有之题外，还要针对学情进
行自编自研自创，而且要占相当大的
比例。近几年我所了解的闻名遐迩的
学校，几乎都在这个方面下了很大的
功夫，而且产生了极好的效果，你们
也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而您
所说的重做错题，不在于重做多少
遍，关键要通过重做起到“不贰过”
的目的。

“一课三研”

【刘希锋】所谓“一课三研”，就
是通过课前的集体教研、课中的教学
评估和课后的课例教研的实施，达到
教师的更好学习与专业成长，从而更
有效地引领与促进学生学习能力的提
升。

【陶继新】“一课三研”是教师教
学功夫的锤炼，是提高教学效率与质
量的重要方式，也是增强教师专业能
力的有效途径。

【刘希锋】“一课”指一个单元系
统，指一种课程，也指一节课时。

“三研”指的是课前研、课中研、课
后研。学习化课堂提出的“三研”，
是实施国家课程校本化的举措，是教

师作为学习者的学习经历，重在提升
教学设计的水平，提升教师的专业水
平。

【陶继新】“一课三研”对于青年
教师尤其必要，因为正是在这个过程
中，让他们经历了由备课到上课再到

反思的系统的教研过程，并从有经验
的教师那里学到了经验。当然，他们
也并非只是一味的学习者甚至“听命
者”，青年教师朝气蓬勃，多有创新精
神，他们的参与会让“一课三研”更
具活动与创意。

课前研

【刘希锋】集体备课研单元教学设
计和课时教学设计，方式是人人都备
或以同进度教师小组结合，备课组长
组织，可以确定有相应学术水平的教
师为主备，在授课的前一周进行课前
研。研前教师先在各教研活动室设立
的“教研专栏”公示自己的教学设
计。教师可在教学设计上互做评改和
圈点。备课组的集体讨论针对单元目
标的正确与否、单元目标与课时目标
的确定与否、教学内容选取准确与
否，做出研讨的结论。由备课组长依
课中研的教学效果反思改进，整理定
稿存档。

【陶继新】一般来说，主备教师要
有一定的教学水平，因为他之所备，
往往会对全组的备课教师起到一种引
领作用。不过，并不能全由这样的教
师担任主备，一般教师甚至年轻教师
也应当拥有成为主备的机会，这是对
他们的锻炼，也是对他们的信任，还
是对他们的培养。主备教师除了对教
材有较深理解之外，还应当具备创新
思维和批判性思维，只有这样，才能
让其所备之课更有价值。同时，要充
分发挥其他非主备教师的主观能动
性，要让他们既从主备教师那里学有
收获，同时又能将自己的见解融入其
中，尤其要重视那些不同的意见与建
议。这样，才能收获更有价值的教研
之果。

【刘希锋】（一）备单元教学设计
我们采用理解为先模式 （UbI），

对学习和认知强调理解是教学与评估
的中心，追求意义理解是单元课程的
学习过程，也就是教学不是覆盖教材
内容，过分追求能否写上记忆简单内
容，或做所谓“考前准备”，而是要注
重理解和运用知识，解读知识何时、
何地、何用以及如何运用，以达成学
习迁移。

【陶继新】理解是单元教学设计的

前提和基础，不过，理解有浅层次理
解与深层次理解之别。浅层次理解只
是读懂了教材的表面之义，对教参有
了基本的了解，没有您所说的学习迁
移。深层次理解则不然，它要求教师
对教材与教参再审视，理解教材所蕴
藏的内在价值，并生成自己的感悟，
让教学设计有了活的灵魂与新的形式。

【刘希锋】 单元教学设计分3部
分：单元学习目标、单元学习内
容、单元学习计划（活动）。

【陶继新】 三者有先后之
别，没有主次之分，每一个
部分，都承担着重要的任
务。

【刘希锋】 1. 单元学
习目标。

单元学习目标是期望学
会什么，要从解读课标的学科

核心素养入手，将核心素养具体
化。
【陶继新】具体化的优点是便于

操作，可具体化绝对不是复杂化，应
当让学生看到单元学习目标马上明
白，当然，如果能由此点燃他们探求
的欲望，就需要匠心独运，别出心裁。

【刘希锋】（1）单元学习目标不是
知识点的了解、记住、简单应用，而
是在什么情境下运用什么知识能做什
么事（关键能力），是否持续地做事
（必备品格），是否正确地做成事（价
值、观念），做事是学习目标的宗旨，
要从一个一个知识点转化为在什么情
境下运用什么知识解决什么问题或完
成什么任务。

【陶继新】诚如您所说，做事是学
习目标的宗旨，不然，真的是百无一
用是书生了。同时还要注意，不同学
科、同一学科之中的不同类型的内
容，其学习目标往往又各不相同。比
如语文学科中的某个说明文单元、记
叙文单元、议论文单元、散文单元、
文言文单元等，其目标则还要如您前
面所说的需要“细化”。不过，再次说
明，细化不是复杂化，而是要而言
之，比如某个议论文单元的学习目
标，是让学生重点学会如何从课文中
寻出论点抑或论据又或者是论证方
式。论点是在开门见山处，是隐藏在
行文之中，还是卒章显其志的？论据
是用的事实论据还是理论论据，或者
二者兼用？论证方式是用的演绎推
理、类比推理还是归纳推理，或者三
者均有？

【刘希锋】（2）领会单元说明的要
求，要学会把说明中的抽象词语换作
学生易懂的词语，如亲近自然、热爱
生活，换成观察自然景象、体验自然
景象、感受描述自然的语句。

【陶继新】学生基本可以读懂的词
句一定不换，但理论色彩比较浓且学
生无法读懂的难点语句则非换不可。

“换”也是一种艺术，既要不变其内
涵，又要通俗易懂，最好还能引起学
生的兴趣。

【刘希锋】（3）从单元系统性思考
单元中各课时的目标，提出不同的学
习任务，力求一课一得，做出课时的
计划，同时要把一册书的各单元目标
也系列性地统筹兼顾，如默读，要求
在3个单元中训练不同默读方式，就
要做好不同课时安排。

【陶继新】“一课一得”看起来
“得”的少了，可是，如果统筹安排，

精心谋划，反而会“得”之更多。尤
其是同一类型的课文的单元，更要将

“得”作以巧妙分布，各课所得各异，
总结起来所得不但不少，还会将

“得”更深地烙印在学生的记忆里。
【刘希锋】 2.单元学习内容。
单元学习内容一是与目标相匹配

的内容，是所学知识的条件化，让学
生知道这一知识从何而来；二是所学
知识情境化，让学生体会所学知识到
哪里去；三是所学知识结构化，帮助
学生理解、记忆与迁移，实现教学的
有意义学习。

【陶继新】如此学习，则让学生的
学习从平面滑移升华到了立体建构，
不但让知识活了起来，也让学生的思
维活了起来。这样，不只是有了当下
优质之学的效果，还会促进学生良好
学习品质的形成。

【刘希锋】 教师要学会依学习目
标，进行教材内容的新增、删除、更
换、整合、重组的教学化，即物化学
习内容。

【陶继新】这需要教师认真钻研教
材，也需要一定的素养与功力，这不
是一日之功。可久而久之，就会功到
自然成，让教师既游刃于物化学习内
容之中，又体验着生命成长的心灵愉
悦。

【刘希锋】 3. 单元学习计划 （活
动）。

作为学习过程的设计，其活动设
计大致的顺序如下：

引起注意，要让激励有作用；告
知学习目标；提示学习者从记忆里提
取先前学习资源；以清晰和有特色的
方式呈现学习资源；以适当的提示指
导学习；引出反应与生成；有学习结
果的反馈；评估作业，多种练习。

【陶继新】从优化学生学习目的而
设计的计划，思路清晰，按此设计有
序推进而行，实现学习的高效就有了
必然之势。

【刘希锋】（二）课时教学设计
备课组研讨的内容是：课时目

标；预学内容与任务；解决难点活动
设计；作业的针对性。

【陶继新】大道至简，课时设计亦
应如是。而最后所谈作业的针对性十
分重要，既要针对学生所学内容的重
点难点，也要关注学生的学情，如果
有可能，还要针对不同学生学习水平
高下而设计出不同类型的作业，从而
让作业布置也具有“因材施教”之妙。

课中研

【刘希锋】以学习化课堂评价量表
听课评估，每节课不要求面面俱到。
评估，备课组可以针对一个时段要解
决的课堂问题，做出评价项目的安
排。评价量表由备课组长（或听课小
组负责人）收集，做出量表统计与质
性评语表并反馈任课教师或张贴公
示。备课组长做好装订，存档或纳入
教师业务档案。

【陶继新】课堂评价量表让评课有
了相对统一的标准，为评课者提供了
科学的依据，也会对被评者起到一定
的引领作用。“不要求面面俱到”，可
以将评课的焦点集聚于关键节点之
上，从而更加有效地解决教学中的问
题。反馈与公示，让评价结果更加公
平公开公正，且会对全体教师今后的
上课起到无声的督促作用。

课后研

【刘希锋】由教研组组织示范课与
课例研讨，任课教师要说课，说教学
设计的观念变化及反思，说修改中或
修改后教学效度的反思。这两个反思
呈现为循证教研论文。研课教师要有
针对性的教学建议。课后研要形成文
档，交校教研室存档。示范课或参与
校、市、省的赛课，由教研活动后推
荐参加。

【陶继新】任课教师之说与反思，
不是对所上之课内容的重复言说，而
是对上课的优长与问题的深度思考，
从而为今后上课步入“更上一层楼”
的境界奠定基础。同时，也让其他教
师从自己的课中获取经验与汲取教
训，进而能让他们以后的教学水平有
所提高。研课教师的建议除注意有针
对性之外，还要注意课堂教学中的某
些共性的问题，以期让更多的教师从
中受到教益。此外，建议还应力所能
及地为上课教师指出未来更好发展的
方向，从而起到提升群体教师教学能
力的推动作用。

差异探究

【刘希锋】 建构一种新的教育范
式，必然会与教师们原有的教育思
想、教育行为发生碰撞。如何让教师
发生这种转变？我们采用了类比法提
升教师们的教育理念。

【陶继新】改变教师固有的教育观
念与教学模式难乎其难，构建一种新
的教学范式也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希
望你们的探索，能给在这方面举步维
艰者以有益的启示。

【刘希锋】比较传统教学课堂与学
习化课堂的差异：

学习化课堂明确什么是以学为中
心，一是以学习者为中心，指的是学
生在课堂学科学习中能否清晰地意识
到自己的学习责任；二是让学生领会
人究竟是怎么学习的，怎样学习才有
意义，用什么样的学习方法才能促进
学习的效应，这是学生一个真实的表
现性任务，是一个终身学习的科学。

【陶继新】以学为中心，与以往教
师灌输式教学时学生萎靡不振的学习
状态形成天壤之别。它将学生内蕴的
巨大潜能激发出来，让课堂学习成为
演绎师生精彩的生命场，尤其是学生
学习力的大大提升所张扬出来的生命
朝气与活力，让学习变得趣味横生而
又摇曳多姿。由此提升的不只是学习
的效率，还有学生整个生命所呈现出
来的崭新气象。

【刘希锋】比较传统教学备课、写
教案与学习化课堂教学设计、单元教
学设计的差异：

明确主要在学习目标不同。比如
语文学科的学习，以往阅读重在分析
教材，学习化课堂中语文阅读是读以

致写、为写择读，解读文章的文体选
择、立意的思想情感、文本的写作次
序，品味语言的组句和词汇的运用，
突出了学语文在学表达、学写文章。

【陶继新】在语文课堂上，教师喋
喋不休地“分析”课文，不但作用甚
微，而且还会打击学生学习语文的积
极性，让他们闻“语文”而生畏，从
而让本应是富有情调的语文学习，变
成了一场又一场的精神“苦役”。而将

“写”植入阅读教学之中，加之有效的
引导，让学生主动地去到阅读的天地
里畅游，且由读再回到“情动而辞
发”的写作之中，则会为学生学习语
文打开一扇别有洞天的大门。

【刘希锋】比较学习结构的差异：
学习化课堂要求从单元系统去设

计学习目标，然后依据单元目标去落
实“一课一得”的课时目标，依据课
时目标去选择教材的主体内容，去设
计课堂的学习活动，避免覆盖教材内
容，步入为活动而活动的教学误区。

【陶继新】只见一课而不见单元，
犹如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一样，往往
会让学生顾此失彼，以致由于单元系
统的相类性进行低效的重复而学。从
单元系统去设计学习目标则有效地解
决了这些问题，使教师与学生从总体上
思考分布于各个课文“点”的知识，并分
而有合地梳理出单元的核心学习元素。

【刘希锋】比较教学法的差异：
学习化课堂也有教学流程，或者

叫教学法，我们是吸纳了课程改革以
来的“先学后教”的洋思教学法、精
英中学高效“6+1”教学法的长处，
又根据学习化的特点提出“五步教学
流程”，我们的“预学”不等同于“先
学”“预习”。预学无疑是学生参与学
习，但预学内容（任务）是为本节课
学习新知的“温故”与“准备”，是当
堂课的一次作业，我们的作业是学习
的项目、学习的任务，是基于课堂之
中学生的学及展示。所以练命题就成
为教学设计中学习资源的选择。

【陶继新】“预学”因有“预”
字，会让人误认为是预习之学；而您
的解说，则让大家对“预学”有了耳
目一新之感，它较之于常规教学中的

“预习”，不但有了重要的区别，也由
此彰显了你们独特的教学改革景观。

【刘希锋】为了落实好学习化课堂
的实践，我们采取了项目化的措施。
单元教学设计项目先行，我们让任课
教师都尝试进行，一册书的单元教学
设计按照《理解为先模式》的逆向设
计理论，采取“单元学习目标、单元
学习内容、单元学习活动”的3部分
结构，已完成了七年级上册的各单元
教学设计。教师是希望有一册书的设
计标本供他们使用，我们重在鼓励每
位教师通过自己的设计，并在教学中
形成我们桃城中学单元设计的样本。
这就好像各类菜谱都有，但你要做出
好菜就要有自己的实践体验。

【陶继新】由教师自己设计的“样
本”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通过对
真实有挑战性的问题进行持续探究，
去破解用惯性思维与传统方法难以解
决的重要问题，从而实现对核心知识
的再建构和思维迁移。同时，它在关
注与解决当下某些问题的过程中，进
而走向对学科中核心本质问题的透视
与解剖，并引领学生对此进行持续不
断的探索，进而培养学生优质的学习
品质以及终身受用的能力。

【刘希锋】我们还要分学科进行学
习化课堂的建构，离开学科的教学内
容、课堂的所谓教学法，容易流于形
式，比如思、议、评。如果教师提出
的思无价值，那么议、评还有意义
吗？这10年的课程改革，课堂形式改
变大大超过了课堂质的改变，我们不
能再重蹈无意义学习的路。

【陶继新】要想真正让学科教学的
改革实现突围，您所说的课堂教学形
式之变至关重要，因为这里的所谓形
式，必然关乎到学习方式之变，也一
定关系到教师的观念之变以及教学水
平的提高。同时，教师人格的提升与
文化积淀也是断不可少的。没有厚重
之本，将很难在改革的大潮中拥有持
久的生命动力。

衡水桃城中学的探索已经结出了
丰硕之果，相信你们会继续探索前
行，从而迎来更加灿烂的明天。

（陶继新）

陶继新
论道名校系列之二十三系列之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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