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高毅哲 编辑：黄璐璐 设计：王保英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46 邮箱：zhihuijiaoyu2021@126.com 2021年11月24日 星期三信息化 智慧教育·04

■
﹃
乡
村
智
慧
教
育
典
型
案
例
﹄
系
列
报
道②

智慧探索

“孩子们，这是校园里
的什么植物呢？你来猜猜
看！”教师唐惠珍在一体机
屏幕上轻轻一碰，樟树的叶
子就呈现出来。随着指尖不
断滑动，校内各种植物一一
出现在学生面前。这是浙江
省桐乡市濮院小学教育集团
翔云小学的一节《探秘校园
植物》。唐惠珍课前带着学
生在校内扫描每一株植物的
二维码，相关信息上传平台
后，生成了一节拓展课。尽
管是县级市的农村校，但类
似的智慧课堂，每一天每一
课都在翔云小学上演。

2015年，桐乡城乡学
校还没使用一体机时，新建
的翔云小学却破天荒地给每
间教室配了一台。“农村学
校能玩转新技术吗？”面对
同行的疑问，学校态度坚
决：年轻教师多，新技术学
得快。学生的学习方式需要
改变，新技术或能带来转
机。

一体机带来的最大变
革，是具备交互式功能。老
师们发现，原本黑板、多媒
体屏幕上呈现的内容相对平
面、静态，而到了一体机上
可以拖动、扩展、类比、动
画等，教学的空间充分伸

展。比如，两个角度
数相同，边长不
同。在黑板上画
出来，学生很
容易感觉两
个 角 有 大
小 区 别 。
但 在 一
体 机 上
拖动使两角重合后，学生发现原来角的
大小不变。

一体机虽有“新式武器”，但如果插
入一般的PPT课件是无效的，必须在一
体机上重新制作课件。“现在不少学校还
在一体机上用 PPT，武功就自废了一
半。”校长杨春梅说。

翔云小学告别了纸质备课，创新出备
授课一体的教学新样态。教师不仅根据教学

目标自制课件，还将授课中将出现的重难点用
一体机的交互式功能来破解。“植物分类”是《探

秘校园植物》一课的难点，唐惠珍加入“拖动”功
能，学生到一体机上操作，不属于同一类的植物会被弹

射出圈，结果便一目了然。
备授课一体，极大提升了课堂的效率和氛围。在翔云小

学，学生争着抢着上一体机答题、演示成了常态，前来听课
的城区教师都不住赞叹：这里的学生课堂参与度如此之高！
为了满足学生的“胃口”，学校还在一体机上开发“擂台
赛”功能，多组学生比拼决出“最强大脑”。

这个学期，翔云小学又在全市率先提出了“颗粒化”的
新思路。原来，几年实践下来，学校自制了1万多个课件，
有些教师“拿来主义”，教学提质遇到了瓶颈。为此，学校
从做课件转向做模块，将一节课中的某个重难点，用更加复
杂和多维的方式进行精加工，转换成一个个知识颗粒，针对
性地升级原课件。

曾经一度，翔云小学教师的论文“霸榜”了某教育信息
化专业杂志，走出去上“智慧教育”公开课的人也是越来越
多。校教科室副主任朱徐杰表示，教师在创新中尝到了甜
头，但智慧教育只是手段，目的是为了学生的发展，所以教
师使用新技术时也要有所甄别。

例如，一体机上的软件对学生评价偏向学科成绩，这显
然与“五育并举”导向不符。为此，学校与另一家公司合
作，开发了“小铃铛”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软件。学校将学生
综合素质分为4个维度、80多个指标。教师根据学生表
现，在每个指标上用加分的方式记录学生日常。该评价突破
了传统以班为单位的限制，校内任何一位教师都可以打开手
机软件，适时给某个学生作出评价。到了学期末，学生会收
到一张“数字画像”，生动描绘学生的素质成长。目前，这
款软件已在桐乡9所学校推广。

此外，翔云小学开发了智慧教育的“家长版”，家长除
了实时在手机上看到孩子的当日表现，还能陪伴孩子在家里

“打卡”家务劳动。教师开展系列微课开发工作，330余节
微课在网上走红。学校的数字教育资源还通过云端分享到了
新疆沙雅、四川松潘等地。

“农村学校没有太多前沿的技术和设备，但我们用智慧
教育的理念触发变革，让教育教学变得更加智慧。”杨春梅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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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信息化教学，我就被它丰富的
备课资源所吸引：课前导入充满趣闻，
动画思维导图设计巧妙，还有多姿多彩
的图片、微课、教材……更让我折服的，
则是抢答、学生讲、PK板、讨论等功
能。

在七年级地理学科《发展与合作》
一节教学中，针对教学目标，了解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的分布情况，
课堂上我采用了学生讲的教学方式。学
生拿着自己的智慧机边讲边操作，重点
使用了智慧机圈画指出功能。只见学生
A拿着智慧机，从左侧功能区中找到红
色画笔，边圈边答:“发达国家主要分
布在欧洲西部、北美洲、大洋洲。”

“好，那根据你所圈画的，能总结出发
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哪个半球的什么方位
吗？”学生A仔细观察后，信心满满地
答道：“发达国家主要分布在北半球的

北部。”
学生A答完后，得到班里同学的

一致肯定，而我通过观察不同学生的智
慧机圈画情况，了解到全班学生基本掌
握了该知识点。于是，我继续引导学生
拓展思考。“知道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的分布，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交流，
你知道哪些国际组织呢？”这个环节
中，学生在平板上开“聊天会议”。学
生A回答“联合国”，学生B回答“世
界贸易组织”，学生C回答“世界卫生
组织”……学生D点赞，学生E在回答

“国际货币组织”下方评论“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35名学生听课，短短两分
钟收到34条有效发言，总评论数12
条。

课程进行到这里，新课内容就结束
了，但教学未结束。“哪位同学可以总
结一下学到了什么吗？”一名学生说：

“世界经济合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存在贸易不平等，所以做事情需要考虑利
弊。”另一名学生不甘落后，站起来说：

“大到国家之间合作共赢，小到同学交往
也是合作共赢。”从国与国的交往联系到
生活中同学间交往，从书本知识到人生哲
理，学生们的回答太精彩了。信息化设备
实现了学生在聊天中学习、互动中评论、
讨论中思考，从学生的角度，发挥主观能
动性学习、思考，真正实现了“教与学”
的同步。

而信息化的运用，另一关键是在课堂
最后的答题环节，实现了评价与教学的无
缝衔接。

学生在完成随堂答题的过程中，我手
中的屏幕及时反馈各题完成情况及正确
率。其中关于“国际合作到底便于什
么”一题正确率较低，数据显示，选A
的有 74%，选 B 的占 20%，选 C 的有

6%，选D为零。我分别让选择B、C选
项的两名学生讲解自己的想法，然后找
了一名选择正确的学生分析问题在哪。
这样的过程，看似比之前教师单纯讲浪
费时间，但基于数据分析的教学，更具
有针对性，做到了“哪儿不会就讲哪儿”
的精准教学。

从传统的“传授型”教学向“多元
化”课堂教学转变中，信息化技术为我
们教师在课堂中运用各种策略，开展
精准教学提供了最好的依据，即依托于
丰富的教育资源认真备课、精心设计，
利用智慧功能操作与学生有效互动，达
到理解地学，通过数据反馈与分析精准
评价，确保“教—学—评”一致性的
有机结合，确保课堂的高效和目标的
达成。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龙门实验学
校）

数据支持下的多元化课堂教学
魏丽星

在智能时代背景
下，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变革

应时而生，这种变革的关键是对教
学目标的重新审视，更为强调学生问
题解决能力、反思能力、创新思维和能力
的培养。这一目标也成为撬动教学范式
转型的一个支点，在转型过程中，系统地
变革学习环境、教学组织形态、教学方式
和评价方式等，帮助学生超越具体的事
实和信息，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正
确、灵活地理解和运用基础知识，

提升真实问题解决能力。

智能时代教学范式的转型之道
郭炯 房立

如何理解信息化支持下的课堂教
学以学习者为中心？即借助信息技术
将课堂变为数字化“体验馆”“实验场”，
支持在实验、操作、对话中进行开放性
探究，使学生在知识产生和应用的情境
中学习，不断激活具体经验而达成深度
理解，建立学科知识体系和复杂认知结
构，并在不断变换的与生活情景相联系
的情境中理解并解决现实问题。

从教学过程和教学要素视角分析，
目前比较成熟的主要包括以下五种方
式。

一是教学时序改变，教学理念更
新的翻转课堂。课前学生通过视频、
导学案等初步识记新知，课中通过师
生互动、同伴交流、合作探究等方式
解决疑难，进行高层次的学习及思
考，实现知识的内化和思维的发展，
并形成自主学习能力。不同学科侧重
点不同，人文类课程侧重课前阅读，
课堂讨论；理科课程侧重课前概念理

解，课中思维深化；语言类课程侧重课
前语言积累，课中应用练习等。

二是以问题导向为核心的学习过程
重构。问题导向学习设计的核心是问题
情境、需要完成的任务及学习支架的设
计。以问题为明线，以解决问题需要的
知识、策略和方法等为暗线，让学生在
经历构建问题、学习未知知识、合作探
讨形成解决方案、观点聚敛、问题解决
并进行表达的过程中，按照理解的方式
组织知识、策略和方法，使学习内容从
知识结构变为问题结构，逐步引导学生
形成专家思维。

三是关注学生实践创新、科学精神
等核心素养发展的STEAM教学。以真
实问题解决为抓手，整合科学、技术、
工程、艺术和数学等学科内容，通过

“做中学”的方式，提升学生认识世界
规律、根据需求改造世界、使用与分析
工具的能力。以设计能够灵活采摘高处
果实的工具为例，学生先学习手的运动

系统构成，通过解剖鸡爪子的方式对手
的生理构造进行分析，然后根据对手内
部结构和功能的研究，形成机械手制作
方案，制作产品模型图并选择材料制作
实物，并不断优化形成灵活的仿生机械
手。这一过程整合了科学、数学、生物
和美术等学科内容，通过“做中学”，
培养学生的问题探究、沟通协作、知识
应用和实践能力等。

四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跨学科实
践性课程。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
要出发，从生活情境中发现问题，转化
为活动主题，通过探究、服务、制作、
体验等方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苏州

“水稻的一生”便是典型的综合实践活
动课。学生从下地学习插秧开始，回到
学校通过田间的摄像头远程观察水稻的
长势，利用地里的传感器获取土壤pH
值和微量元素含量等数据，并利用生
物、化学课中所学的知识分析存在的问
题，提出干预的办法。在这一过程中，

学生们了解了水稻的生长过程，参与了
插秧、收割的劳动，理解了什么是未来
生态农业，使学生在与大自然的接触中
获得丰富的实践经验，形成并逐步提升
对自然、社会的整体认识。

五是人机协同开展教育教学活动。
智能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度应用使得
技术本身的“代具”作用进一步彰显，
赋能教师备、授、测、评、练等活动，
如开展基于智能技术的学情分析、资源
推荐、学习规划、智能答疑、作业批
阅、教学管理等实践。同时教师本身所
存在的重复机械工作倦怠、海量信息加
工处理低速、学生群体兼顾不足、主观
经验主义缺陷等问题，需要充分借助智
能技术发挥海量信息存储、数据分析挖
掘、高效重复工作等天然优势，开展人
机协同教学。但教师在应用技术开展教
学活动时，需重视协同互补，充分发挥
机器智能和人类智能各自的优势，使二
者潜能得到充分彰显。

核心理念：以学习者为中心

智能时代的信息呈爆炸式指数增
长，知识与日俱增，在此现实情境下，
学校全面覆盖式的课程被广泛质疑，
题海战术不仅使学生失去学习的乐
趣，而且习得的惰性知识和粗浅经验
难以形成学科核心素养。

针对这些问题，除了前面提及的
五种方式外，将“大概念”作为学科核
心素养落实到具体教学中，重构学科
课程内容的探索也在不断推进。

“大概念”是学科的重要概念、主
题或者理论等，可以联结学科内的概
念，达成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用“大
概念”串联知识体系，组织课程内容，
具有较强的迁移价值。而单元是承载

“大概念”、回应课程结构化设计最好

的教学载体。
围绕“大概念”的单元整体教学追求

少而精，预期目标是掌握知能、理解意义
和学习迁移。在分析理解教材单元知识
及之间关系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更高
层次的概括，引导学生获知知识之间内
在的逻辑关系，从而培养学生知识理解、
应用实践与迁移创新的学科认知和问题
解决能力。

因此，其实施路径需遵循从基础知识
学习到核心观念生成再到认知方式、学科
素养形成。这个路径由学习活动序列构
成，体现了从知识到能力到素养发展的
进阶，是帮助学生发现新旧知识之间的
关系和连接，促进学生概念转化的过程。

具体到不同学科，学习活动序列的

功能有所不同，根据活动内容精准选用
技术，充分体现以教育的逻辑整合技术
的应用。以数学学科为例，学习活动序
列功能及技术应用主要表现在三个层
面。一是学习基础知识，进行意义建
构。在已有数学知识和经验的基础上，
让学生通过阅读理解、交流讨论等自
主、协作方式建立新知识的心理表征，
并在多种表征方式之间自由转换，建立
新旧知识之间的横纵联系。利用智能
诊断等方式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题，通
过交流研讨或精准讲授等方式解决学
习中存在的障碍。二是学会数学推理，
获得关键能力。在纯数学情境中进行
数学知识的应用，即应用前面掌握的数
学知识对数学学科内部规律和原理的

进一步验证和探究，它的核心是让学生
通过协作等方式学会数学推理，在练习
中掌握解决问题的策略，在汇报展示、评
价反馈中引导学生学会总结，获得核心
概念，并利用工具测评学生关键能力。
三是进行问题解决，形成核心素养。通
过发布作业、练习等方式，让学生基于实
际问题情境积极猜想、合理探索，将实际
信息与所学的相关知识建立关联，利用
数学知识或者建立数学模型解决实际
问题。利用测评工具诊断问题，及时
指导反馈，并引导学生进行总结，促
进核心素养的形
成。

新路径：“大概念”视角下的单元教学

目标是教学的起点，也是终点，
是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表现。教学范
式转型需要重构评价方式，不仅需要
获得学生显性学习结果，更要关注学
生学科核心素养形成所表现出的认知

状态、思维方式、能力水平等，
判断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层

次，以及是否形成思维
框架并具有实践迁

移能力。
借助智能

识别、自然语言理解等人工智能技
术，可以提供面向实践的学习活动，
提供接近专家及其工作过程的机会，
诱发多重学习表现，全方位、全过程
采集学生在体验、实践、交互过程
中的数据，了解学生学科核心素养
形成状态，给予实时的个性化反馈
与评估。依此进行学习干预，促使
学生在体验、实践、交互中建构知
识，实现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尤其
需要关注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参与
程度、积极性以及突破原有框架的
创造力。

数据支持的过程性评价也支持
学生自主监控、调整元认知和

理 解 过 程 等 自 我 认 知 发
展，利用反馈信息进

行学习反思，形成

新的理解，并将这些新的理解整
合入已有的知识经验，形成新的
知识结构，提升自身的元认知能
力和迁移能力，能够像专家一样
将知识与情境建立密切联系，实
现复杂问题解决时知识的自动
提取。

智能时代的教学范式转型还
需教师具备开展人机协同教学的
智能教育素养，在彰显技术的代
具作用对传统教学理念、范式和文
化进行优化和改造的同时，发挥教师
在智慧启迪、激发学生个体潜能和核
心素养培养方面的优势。

（作者郭炯系教育部教育信息化专
家组成员、西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
副院长、教授，房立系西北师范大学博
士研究生）

评价方式：解析数据建立过程性评价

智慧课堂 浙江省桐乡市濮院小学教育集团翔云小学教
师使用一体机讲解《葡萄沟》一课。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