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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困难儿童三层级教学支持策略为什么要在普通学校内建立
针对学习困难儿童的支持体系

（1）学习困难儿童教育问题的迫
切性与重要性 部分儿童受核心学
习能力不足、发展后劲乏力，学
习兴趣不浓、学习方法不当，外
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出现学习
掉队的现象。教师面对大班额教
学的繁重任务，需要重点提升针
对 学 习 落 后 儿 童 教 育 的 专 业 能
力，充分关注学生，维护基础教
育质量、基础教育资源和教育公
平 。 特 别 是 在 “ 双 减 ” 政 策 下 ，
额外帮助这些学生的责任落实到普
通学校中，学困生的转化成为关乎
学校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的重要因
素。

（2）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学困
生需要科学的教育“支架” 孔子
云：“有教无类。”学校教育既要
关注个体的差异性，又要关注全
体学生的共性发展。班级授课制
集体教学中，在关注全体的同时
为 学 困 生 提 供 科 学 严 谨 的 教 育

“支架”，让他们成功学习、健康
成 长 ， 一 直 是 基 础 教 育 的 难 点 。
在普通小学，教师更多地根据经
验为学困生提供重复性的学业知
识辅导，亟需提升教学的针对性、
科学性和合理性。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学
习困难儿童“双系统、三层
级”教学支持体系的内容

（1）构建促进学习困难儿童发
展的支持模型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
学以“努力让每一名学生都享受公平而
有质量的教育”为目标、以科学的教育
教学理论为依据，以“一切为了每一个
孩子的健康发展”为教育理念，构建了
基于脑科学与认知科学的学习困难儿童

“双系统，三层级”教学支持模型，其
中“双系统”是面向学生的“认知学
业”和“心理行为”系统提供综合支
持，“三层级”主要指从“一级课堂”
到“二级小组”再到“三级个别”的
全覆盖支持层级。以教学内容弹性处
理、教学策略调整、教学环境调整等
方法，通过模块化、系统化课程资源
提供支持，实现教学环境、学习内
容、教学评价的分层处理，将教育教
学各环节与学习困难儿童学习有效衔
接，为其个性化成长提供支持。形成
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体系和支
持模式，通过多元联动、科学评估、
个性化方案制定，为学生的个性化成
长提供可能。

（2）研发系统诊断学习困难的

评估工具 为了精准评估学习困难并
分析产生的原因，通过长达9年的系
统、科学的研究实践，针对“认知学
业”及“心理行为”双系统研发出面向
小学生认知能力、学业水平及心理行为
水平的系列评估工具，精准、科学评估
学生学习能力和心理行为发展水平，其
中认知能力评估工具面向小学生注意
力、加工速度、执行控制功能等七大能
力，包含12项分测验。同时，形成了
成熟的家长、教师咨询流程，通过对家
庭环境及学校环境的非量化评估，科
学、全面地评估学生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并识别原因，有的放矢，为学习困难学
生提供进一步咨询和教育辅导及支持。

（3）形成班级授课制下的差异化
教学支持策略 面对集体教学的现
状，为了满足不同类型学习困难儿童
的特殊教育需求，在每一层级中以教
学内容弹性处理、教学策略调整、教
学环境调整等原则形成了50余项差异
化教学支持策略，其中包含一级课堂
支持中的任务驱动、正向强化、环境
支持、优势利用等10余项支持策略，
二级小组支持中的分类指导、连接经
验、误差弥补及心理引导等20余项针
对性支持策略，三级个别支持中的认
知嵌套指导、基础学力培养、分层小
步递进等10余项策略。

（4）建立支持学习困难儿童发
展的工作机制 为了满足学习困难儿
童的特殊教育需求，围绕学习困难儿
童的个体独特性和差异性，建立了支
持学习困难儿童发展的工作机制，集
管理、指导、评估、教育支持于一
体，为每一名学习困难儿童提供多层
次、全方位的教育支持资源，满足每
一名学生的个性化教育需求。

早期发现：家长和教师在家庭、
学校日常生活、活动组织、课堂教学
的长期观察中初步发现儿童学习问
题，明确其学习表现，进而推介至学
习支持中心。

综合评估：对有需要的儿童进行
包括课堂观察、作业分析、认知能
力、学业水平、情绪行为、教育环境
在内的多角度、全方位综合评估，为
进一步教育咨询和教育支持提供依据。

科学分类：根据评估结果将儿童
学习问题分为学业发展不良、认知能
力发展不良、情绪行为发展不良三
类，并摸清问题原因，为教育支持计
划的制定提供依据。

分层级支持：对不同类型、不同
程度的学习困难儿童，从认知学业、
情绪行为、家校环境支撑三方面提供

“一级课堂支持、二级小组支持、三级
个别支持”三层差异化教学支持，定

制个性化教育支持目标、个别教育计
划和教育支持策略。

动态评估与调整：在学习困难儿
童的教育支持过程中进行持续性系统
观察和监控，一旦发现支持不足或有
明显提升变化，及时进行评估和教学支
持层级及策略调整。以动态评估和动态
调整为学习困难儿童提供合适的教育。

学习困难儿童“双系统、三
层级”教学支持体系的建设成效

秉持着让“每一个生命都感受到成
长幸福”的目标，聚焦完善教学支持体
系、优化相关资源和形成完整工作机
制，10年间累计接待500多次家长咨
询，留下近万条测评记录，成功改善了
1200多名学生的学业成绩，他们的基础
学力得到提高，学科间差距得以缩小，
其中85%—90%的学生学业水平达到年
级平均水平，全部学生的正向情绪及行
为得以发展，均能较好地适应学校生
活，且形成了良好的家庭教育氛围；在
2022年的教学质量评估中，学校惊喜地
发现，学习困难学生占比由20%下降至
5%，教育教学质量得以提升，形成了
良好的学校教育生态环境。

教师的教育理念逐渐优化，确立
了“让每一名学生都能学习、都能学
会”的信念。创建的学习困难儿童差
异化的教学支持体系给予教师更专
业、有针对性的支持建议，并在帮助
孩子成长和研发课程资源的过程中增
强了教师的职业能力，提升了教师的
职业幸福感。此外，教师研讨教育的
积极性及专业能力明显提升，9年时
间里，教师团队公开发表期刊20余
篇，成功申报省市区课题10项，撰写
的52篇教育叙事及教学设计在各级各
类教学比赛中获奖。“不抛弃、不放
弃，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的、高质
量的教育”观念扎根于陕师大实验小
学每一名教师心中。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学习困难
儿童“双系统、三层级”教学支持体
系自2017年实现功能转型逐渐成熟以

来，荣获2021—2022年陕西省基础教
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陕西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成果奖特等奖。该模式和理
念先后被各级媒体报道30余次，并先
后面向南京、北京、温州等地的学校
举办培训及推广会16期，录制公益课
程16讲，并于2020年成立了“全国小
学学习支持系统联盟”。

学习困难儿童“双系统、三
层级”教学支持体系的创新之处

（1）为普通教育环境中实现学生
多样化、个性化、差异性发展提供了可
能 该差异化教学支持体系紧紧围绕学
生个体的独特性与学生发展的个体差异
性，全方位、分层级解决学生在小学阶
段面临的各种学习问题和行为问题，并
联通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共同为学生
量身定制适合其个性成长、发展的支持
系统，同时也为学校育人模式的转型提
供了可参考、可复制的模式。

（2）以“解决个体就是面向全体”
的思路完善了小学教育机制 通过建立
学习困难儿童在学校内的教育支持系统，
形成学校教育教学制度改善，教学与课
程资源配套，行政领导、教师团队、家
长等多方主体协同的机制，为学习困难
儿童的个性化成长提供科学保障，增强
学习困难儿童在学校中的教育教学参与
度，使其接受更适宜、更有质量的教
育，对学习困难儿童的学业提升、个性
成长和全面发展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3）将认知科学理论与方法有
机融合，形成全方位科学评估、认
知与学业相嵌合的支撑小学生发展
的系列资源 将认知科学的理论与
方法融入学生评估、课程材料研发
和成长的全过程。以科学理论为支
撑，尊重个体差异性，针对学生的
个性化问题对症下药，整合普通学
校的心理教育等资源；提供了基于
认知科学的系列课程资源、评估资
源和信息反馈系统，为小学生的健
康全面发展提供了专业的认知学业支持
和心理行为支撑。 （罗坤）

科学提升教育质量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构建小学学习困难儿童“双系统、三层级”教学支持体系

夯实三支骨干队伍，赋能
思政教育新阵地建设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在思想政
治教育过程中充分确立课程思政的关
键主导地位，发挥辅导员的主力军作
用，通过上好就业、创业、军事理论
基础、心理健康教育等思政课，守好
主阵地，在教育、管理和服务一体化

推进的同时传道授业，促进思想政治
教育走深走实。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把思政工
作的阵地前移，充分调动辅导员积极
性，发挥学生党员的主动性，全方位
参与体育专业学生术科学习、赛事组
织、备战训练和生活起居，让思想政
治教育有机融入学生专业提升全过
程，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运动场
上，育人育心又育体。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结合体育
专业运动项目群的特点，依托“班导
师”制度，从专任教师队伍中精选16
名教师下沉到班级，其专业涵盖“三
大球”、“三小球”、操舞民传、新兴户
外等十几个项目，专业度高，覆盖面
广，参与性强，有力促进学生专业素
养全面提升。

创新思政教学模式，增强
思政教育新阵地实力

认识思政课重要性，提升课程教
学效果，优化教材内容，加强建设教
师队伍，完善思政课建设体制机制，
增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推动思政课合
力，等等，是当前思政课建设的主要
目标，更是上好新时代思政课必须着
力解决的问题。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深化“有
体育，更成理”思政品牌工程建设，
有针对性地将体育报国红色基因、政
治引导功能和学理分析统一起来，以
主题班会、演讲比赛、文艺汇演、主
题赛事、新媒体等方式，贯穿学生思
想政治理论学习全过程，将教师的主
导性和学生的主体性有机结合。2021
年，“大学体育”获批四川省课程思政
示范课程，教学改革成果《理工类院
校“两融合、三课堂、四维度”体育
育人体系的建构与实践》获四川省教
学成果奖二等奖。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依托学校
优势学科，利用虚拟仿真实验室现有
教学资源，开展思政课程沉浸式体验
教学，提升学生对思政课教学的关注
度和参与度，把思政课程显性教育与
课程思政隐性教育统一起来。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加强师生
双向互动，辅导员和专任教师协同配
合，通过指导学生参赛、参训等关键
节点，因势利导，进一步增强思想政
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学生
理论学习效率向课程思政、专业课教
学及各类活动迁移，深化思想政治教
育课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协同联动。

营造校园体育氛围，拓展
思政教育新阵地渠道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统筹建设
校级体育类学生社团，现已覆盖田
径、球类、操舞、户外健身、素质拓
展、休闲体育等多个项目群，不断推
动校园体育活动常态化训练、锻炼、
比赛、服务，以“体”为链接，将各
项目群特性构筑串联成特色化思政育

人链条，形成了具有引领性、典型性
和示范性的思政示范课程体系。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把体育定
位为“育体育心之科学，亦文亦武之
学科”，坚持和推进校园文化建设与体
育专业建设融会贯通。开展“成理
杯”“体院杯”等传统系列赛事，组织
太极拳、健身舞、“悦动身心、点亮五
月”心理健康趣味运动会等群众性体
育活动，引入推广冰雪运动、软式曲
棍球、板球等新兴运动项目，不断营
造极具成理特色的校园体育文化氛
围，吸引带动了一大批师生自发参与
课外体育锻炼、群体竞赛交流等，促
进师生身心健康，也令成理校园充满
生机与活力。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充分发挥
体育综合育人功能，努力使学生的基
本运动水平、身心健康程度、社会适
应能力、意志品质品德得到全面提
升，成为文化人中的健康人；体育专
业学生的“学科”理论水平、“术科”
技能技术、“师者”指导技巧、“教
者”专业素养得到综合发展，成为体
育人中的文化人。两类群体相互协
作、相互交流、相互支持，为推动学
校“双一流”学科建设贡献了体育力
量。

（蔡夏）

成都理工大学

着力打造“有体育 更成理”思政品牌
成都理工大学体育学院认真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始终把铸魂育人摆在首要位置。结合体育
专业学生特质，通过打造“有体育，更成理”思想政治工作品牌，给予
学生从理论到实践的多向培养，有力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教室、进
寝室、进赛场，构建了学生文化与术科相衔接，学习、生活和训练相结
合，德智体美劳相渗透的一体化思政工作模式，有力促进学生全面成长
成才，以实际行动回答了“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
一根本问题。

“一核五自”推动实现
“自我发展”

作为市级示范性普通高级中学，
益阳市第十六中学坚持“为学生终身
发展奠基”的办学理念，秉承“感
恩、奋进”的校训和“以德立校、依
法治校、科研兴校、特色强校”的理
念，办学成果丰硕，各项成绩连续18
年位于全区同类学校前列。

为强化学生核心素养，益阳市第
十六中学提出了“学习自主探究、日
常自我管理、社团自发组织、人生自
我规划、文化自我浸润”的“一核五
自”教育思想，凸显“自主教育”办
学特色。其核心要义，是通过落实

“自主教育”“自主发展”理念，让学
生会生存、会学习、会负责、会追
求，引导学生学会规划自己的生涯，
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其中，学习自主探究是指以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合作探究能力
为主要方向的教学改革，学校一直高
度重视课程改革，坚持采用“走出
去”和“请进来”的方式为教师提供
学习的平台，积极开展教研活动，培
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合作探究能
力。

日常自我管理是指以培养学生自
主管理、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为中
心的德育改革，通过班级值周制度，
让学生参与教育管理，实现由他律转
向自律，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
集体主义精神，加强基础文明养成教
育，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推动学生
工作进步，建设和谐的校园环境。

社团自发组织是指倡导学生自发
组织和管理各类社团、提高学生组织
管理能力的改革，学校每学年开设供
学生选择的社团超过20个，积极聘请

校外导师给予帮助，助力学生个性全
面发展。

人生自我规划是指整合社会、家
庭、学校各类资源，提高学生对人生
的自我规划能力，通过启发学生对未
来的自我规划，唤醒学生内心的自我
意识，促使学生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
求知。

文化自我浸润是指以改善校园环
境、厚植学校文化底蕴、建立现代学
校管理制度实现环境育人、制度育人
的提质改革。学校通过校园宣传栏、
宣传标语、文化名人雕塑等营造良好
的文化氛围。在思想上教育上，利用
开学第一课、入学教育、升旗仪式、
常规课堂等多个教育场景对学生思想
道德、学习态度等进行正向引导；在
艺体活动上，通过举办班级篮排球
赛、“师生同跑操”等活动，推动开展

全面素质教育和全民健身运动，加强
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提升校园文化品
质。

搭建桥梁为学生终身发展
奠基

教育是育人工程，需要先进的办
学理念、科学的管理制度、务实的师
资队伍、过硬的教学质量、引领同行
的教育品牌提供支撑。益阳市第十六
中学在教学业绩、育人效果、服务水
平、社会评价等多方面全面发力，追
求全方位进步，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在办学进程中，学校始终关注学生未
来发展潜质，培养学生的终身学习意
识。在教学管理常规化方面，学校制
定了《益阳市第十六中学常规管理制
度》，着力打造业务素质精良、专业化

程度高的教师队伍，使之乐教、善
教，并要求教师备课时做到“三备”
（备教材、备学生、备教法），教学内
容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难易适
中、科学合理；授课要坚持“教师为
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注重知
识传授与能力培养，引导学生“自
主、合作、探究”，充分发挥学生的能
动性和创造性，向45分钟要质量。

为推动“五育并举”，培养学生综
合素质，学校建立了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制度，每学期分年级分班以自评、
互评、师评方式对学生进行综合素质
评价。每年寒暑假，学校组织学生参
与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将校办农校和
林地建成集劳动实践、思想教育、科
技启蒙教育于一体的综合实践活动教
育基地，开展综合实践教育，多渠道
育人。

在艺体发展方面，学校重视培养
学生的个性，坚持开展一天一小时阳
光体育活动、“阳光大课间”活动，每
学年举办秋季田径运动会、班级篮球
赛等活动，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不
断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搭建桥梁为
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夏毅波）

湖南省益阳市第十六中学

凸显“自主教育”特色 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为了将“新课标”落实到一线教学中，创办于1942年的湖南

省益阳市第十六中学乘着赫山区“一镇三优、一校一品”建设的
东风，构建新时期学生“一核五自”教育管理体系，致力促使学
生人人自主、个个成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与接班人，探索建设主体意识强、自主风尚浓的新优质高中
的有效途径，形成了鲜明的教育教学特色。

义务教育阶段，教育公平与质量提
升是关键。基于此，陕西师范大学实验
小学从2013年建校开始，依托陕西师范
大学优质、专业的教育资源，坚持“一
切为了每一个孩子的健康发展”教育理
念，在脑科学与认知神经科学理论基础
的引领下，经过近10年的实践与探索，
构建并实践了促进学习困难儿童成长的

“双系统、三层级”教学支持体系，全
方位、分层级地解决了学生在小学阶段
面临的各种学习问题和行为问题，形成
了完善的学校支持系统，实现了“让每
一名学生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支持学习困难儿童发展的工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