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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学案设计的逻辑原点

■

江苏省洪泽县实验中学 骆殿兵

学案是指教师依据课标要求、 学生认知

水平、心理特征等设计的，为指导学生进行主

动知识建构而编制的， 供学生在学习中使用

的学习方案。学案应以学生为本，以三维目标

的达成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创新、自主发展的路线图。 那么，怎样设

计才能使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呢？

属 于 学 生

【片断

1

】 在执教 《心忧天下 向往和

平》 （苏人版九年级第

11

课） 一课时， 我设

计了 “自学导航” 任务书， 将本课的教学目

标分为两个层次： 知识学习与情感体验的拓

展。 学案中， 我先要求学生通过阅读课文，

将一战、 二战及其后的战争在耗时、 参战国

家数、 波及人数、 伤亡人数、 战争费用等方

面的信息填在表格中。 然后， 指导学生思

考： 从这些数字中我发现了什么？ 再在指导

学生对教材知识进行归类、 比较、 分析的基

础上， 进一步设计了指向学生情感体验的问

题： 除了以上数字外， 还有哪些让你感到震

撼的内容， 你有怎样的发现和联想？

【感悟】 学案是教师站在学生的角度为

学生主动学习而设计的自学方案。 它摒弃了

以往教师备课时忽视学生的做法， 更加关注

学生的多元智能。 从一定意义上说， 它是属

于学生的， 逻辑起点应该在学生。 该例中，

教师针对两个层次的教学目标设计的两类问

题， 无论是针对书本知识的学习， 还是针对

学生情感体验的唤醒， 都不是从被动接受书

本知识或现成答案的基础上提出的， 而是引

导学生发现枯燥数字背后的人的世界， 通过

已有知识经验的有效迁移， 引导学生换位思

考， 设身处地地去体会， 理解战争给人类带

来的毁灭性灾难， 增强对和平的热爱。 这样

的问题有利于帮助学生在教材中的儿童和自

己的现实生活之间建立联系。

适 合 学 生

【片断

2

】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 《伟大的

基本路线》 （苏人版九年级第

8

课） 一课的

第一次试讲黯然结束。 “学生在课堂上光完

成学案的第一题就用了

10

分钟。” “学生找

不到 ‘经济快速发展的奥秘’。” “选取的学

习材料远离学生生活实际。” “补充材料学

生根本没时间看。” 听课老师交流着课堂观

察情况。 课后反思时， 我首先思考的是学案

编制的依据。 本节课内容理论性较强， 对于

学生而言显得抽象枯燥， 学生很难感兴趣。

因此， 我设计了第二份学案， 信心十足地进

入课堂。 修改后的学案以调查家庭收入增长

情况为切入点， 过渡到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

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

而自然引导学生主动探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路线。 学生们兴趣盎然， 对照着

表格的条目快速找出了相关问题的答案， 一

只只小手举得高高地， 那些平时学习困难的

学生也参与了进来。

【感悟】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学案的编

写应该服从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实际需

要， 充分考虑和适应不同层次学生的实际能

力和知识水平。“问题的解决并不仅仅是为了

得到结论，而是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全方位

落实三维目标。因而，教学主题的学习要将学

生的思考引向身边事， 让学生结合自己的学

习发现存在的问题，产生新的学习动力；要将

学生的思维引向知识的海洋， 靠知识的学习

解决更多的困惑，不断提高解决问题的技能，

形成更多的方法技巧； 要将学生的思维引向

无限发展的空间， 形成善于捕捉发展中问题

的能力？”心理学家皮亚杰也说过：“一切真理

都要学生自己获得，或者由他重新发现，至少

由他重建，而不是简单地传递给他。 ”

激 励 学 生

【片断

3

】 在执教 《融入民族文化》 （苏

人版九年级第

2

课） 一课时， 我要求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 “家乡传统文化资源” 的社

会调查活动。 实践活动结束后， 我们进行了

实践反馈。 反馈方式有四种： 一是问卷调

查， 反馈学生的兴趣、 情感体验以及对活动

的建议、 要求等； 二是学生撰写的实践心

得、 报告小论文等； 三是活动总结， 由教师

全面总结活动情况， 肯定成绩， 指出不足，

以便更好地开展实践活动； 四是成果展示，

比如实践活动照片、 展览、 录相展播、 实践

报告评奖等。 这种面向全校师生的反馈形式

让学生富有成就感， 进一步激励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 提高了乡土实践的实效， 达到了提

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感悟 】 评价是锦上添花 ， 是画龙点

睛。 评价和学案的完美结合才能更好地激发学

生的求知欲。 教学时， 教师要给学生一定的时

间和空间， 让学生围绕学案进行真正意义上的

自主探索。 教师要巧妙地 “穿针引线”， 可以

做学生的参谋者和协作者， 还可以做协调者和

解释者。

我设计了这样一份能体验成功的学案， 满

足了学生的表现欲， 给了他们一个展示自我的

舞台。 同时， 对于学生的展示 ， 要给予及时

的、 实事求是的评价， 特别是对于不太完善甚

至错误的答案， 要多用一些时间进行订正和探

讨， 从而帮助学生学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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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 ， 作为构建以生为

本课堂的重要一环， 学案已

普遍运用于教学中。 学案要

设计完善、 运转良好， 就需

要将教学目标和任务落实到

各个环节中， 不仅要扎实到

位， 还要贴近学生。

而这样的要求 ， 就意味

着一个艰辛而有趣的学案探

究过程。 从教师的教学实践

中我们可以发现， 有的学案

在反复打磨中更加读懂了学

生的心思， 有的学案在逐步

改进中褪去了原有的青涩 ，

还有的学案在扫清困惑中明

确了进一步完善的方向。

尽管大家对学案一词有着

不同的称呼，但相同的是，其最

终目的都是为了让学生变被动

为主动，化枯燥为乐趣。

视 线

感 悟

荩荩

学案应是课前预习的向导。 学生利

用学案自主预习，扫除基础学习中的障碍，发

现重点、难点。 学案应是课堂学习的平台。 教

师要充分利用预习成果， 在课堂上选择切入

口， 设计最佳的教学思路， 提供最及时的提

醒。学案应是课后学习的推进器，将课堂的短

时记忆转化为长时记忆，将课内的思考延伸、

升华为课外的思考，并及时反馈和展示。

■

皖西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 陈红梅

荩荩

设计学案时 ， 可以按目标设计问

题， 使学习目标问题化。 可以先不预先告知

学生学习目标， 让目标隐含在设计的背后

“垂帘听政”。 比如， 把某个学习目标改为以

问题的形式呈现为： “说说作者运用了什么

方法。” 在课后， 还可以通过 “学习小结”，

让学习目标建构进学生的心智结构之中。 这

样， 学习才是有效的。

■

甘肃省正宁县第三中学 苏发元

荩荩

学案不光是课堂知识的汇总， 更是

师生交流的舞台。我将此前学案中的“教师寄

语”改名为“点拨、反馈”和“课后反思”，让学

生学完后填写反思。 可以写本节的收获、见

解、疑问，也可以默写本节知识点。 “点拨、反

馈”部分由老师课前写改成了课后写，有的是

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 有的是对遇

到困难的学生适时给予引导。

■

山东省陵县一中附中 耿俊双

荩荩

学案不是题案，更不是教案。 刚开始设

计学案时，我只是罗列了些题目，学案被弄成了

题案，增加了学生的负担。 为了便于课堂教学，

我把上课的内容也印在了学案上， 结果学案又

成了教案。 而学生在拿到学案后，就开始了自主

学习。 这时，学案就是学生的指导教师，学生通

过它明确学习目标，掌握学习重点，并自觉地进

入预习状态，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

广东省中山市火炬高新区濠头中学 沙玉伟

荩荩

教师可以尝试学案留白， 在学案设计

时把部分环节或内容的设计权利和空间预留给

学生， 避免学案太过精细化而 “绑架” 学生的

可能性， 追求师生共同设计、 完善学案， 最终

形成不同的个性化学案， 教学相长。 学生在学

习前拿到了不完整的学案后， 学案设计的完成

应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 最终形成融入学生特

色的个性化学案。

■

山东省济南市 杜广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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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意义上说， 学案是属于学生的， 逻辑起点应该在学生。 要将学生的思考引向身边事， 让

学生产生新的学习动力； 要将学生的思维引向知识的海洋， 靠学习知识解决更多的问题

如何在利用学案时发挥小组作用、及时评价，还需继续求索

学案路漫漫当上下求索

■

山东省济南市万德镇东侯小学 于飞

上学期开始，我加入到了我镇 “自主

合作，导学练案一体化”的运用中，希望以

此为切入点，转变课堂教学观念，构建“自

主、互助、学习型”课堂教学模式。

刚开始使用导学练案时 ， 我一头雾

水， 感觉教学进行得很慢， 学生还总把

学案弄丢， 自己有些着急。 导学练案的

使用必须以良好的学习习惯为基础， 而

这一点正是学生欠缺的。 即使再三强调

自主学习中的很多内容、 注意事项， 学

生还是弄得乱七八糟。 后来， 通过与其

他教师交流， 我发现原因在于自己太急

于求成了。 渐渐的， 我开始正确看待师

生在使用导学练案中出现的问题。 我还

有机会参观了全镇其他学校， 着重看了

各学校的导学练案运用情况， 收获颇深。

一年过去了，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交流，

我逐渐适应了这样的教学过程， 也有了许多

收获和思考：

充分利用导学案和学生特点。 语文学科

强调积累。 除了要把已设计好的导学案运用

好外， 学生还要在学习课文时在导学案背面

写上自己在本课积累的生字、新词和佳句。学

生们根据自己情况写得很认真，收益很大。对

于这些字词句，我批阅一半学生的，剩下的让

学生按小组互相批阅。 学生们主动帮同学找

错字，督促他们改正，还能在这个过程中看到

导学练案做得好的同学到底好在哪儿。

舍得花时间指导学生学会用导学练案。

刚开始时， 我直接让学生用导学案， 偶尔强

调一下使用方法， 但多数学生转眼就忘， 效

果很差。 后来， 我明白一定要系统地拿出时

间指导学生用好导学案， 让他们少走弯路，

并且坚持下去。

导学练案的设计语言要通俗易懂。 我们

使用的早期学案上会出现一些专业术语， 比

如 “逻辑思维能力”、 “层级训练” 等。 实

践证明， 三到六年级的学生理解不了这样的

词语。 于是， 通俗易懂、 简洁、 鼓励性的语

言出现在了我们之后的学案上。 生动 、 具

体、 形象的东西， 小学生才能很快接受。

要多方动员。 为保证效果， 预习时， 我

们号召家长积极参与辅导、 检查； 上课时，

教师要精心， 学生要专心； 复习、 查漏补缺

时， 组长要用心。

当然， 实践和思考之后， 我也有很多困

惑， 并在困惑中寻找更清楚的路径。

如何真正达到高效课堂。 我是初次接触

导学练案， 所任教的四、 五年级学生在刚开

始接触时也有些不适应， 感觉被它牵着鼻子

走。 在实际教学中， 有时师生只是想着去完

成上面的任务， 而不能从宏观上将所教内容

和导学案融会贯通起来。

怎样充分发挥小组作用。 导学练案使用

应该是针对不同层次学生的。 而在实际教学

中， 由于有的学生基础差， 使得有的小组只

有组长在唱独角戏， 其他学生不会踊跃表

达、 参与， 似乎把任务都留给了组长。

长期使用导学案， 是否仅是中高年级师

生的事。 目前， 我校导学案的推行主要是小

学中高年级语数两科， 而学生的学习习惯问

题需要衔接。 如果到了三年级时来个急转

弯， 开始使用导学案， 师生可能都会不习

惯、 有困难。 因此， 有必要提前做好衔接、

渗透工作。

如何从导学案中对学生是否达到了三维

目标进行准确、 快速地评价。 比如， 字词方

面， 学生通过预习、 查阅工具书明白了字音

字义， 教师可能就不会在具体的语境中再次

进行点拨。 而此时， 教师需要得到来自学生

的反馈， 了解他们是否真的学会了。

把握好教师导的“度”的问题。语文课上，

怎样做到使用导学案、朗读及其他点拨、讲授

都不耽误，做到不顾此失彼，需要我们继续思

考和实践。 可见，导学练案的使用环环相扣，

需要各年级各学科教师通力配合。

学案不是教案的浓缩、试题的集合，否则课堂将千课一面

这样使用学案要不得

■

河南省新郑市第三中学 贾会彬

我曾观察过一所学校推行的学案教

学法， 发现他们的学案其实就是教案的

浓缩， 是教案上所有问题的大搬家。 而

且， 该校要求每一个类型课 （包括新授

课和专题复习课） 的教学流程都是： 首

先学生做学案， 半节课后学生讨论不懂

的地方， 最后教师进行简要的讲评。

我认为， 这种使用学案的做法有待

商榷， 因为它损害了学科的教学艺术和

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

在教授新课时 ， 这种学案教学的做

法使新授课变成了讲评课，文本之美也不

复存在。 教师的任务只是讲评学生不懂的

试题，一节节课堂变得千课一面，没有个性和

创新。 功利化的学案使我们追求的教学艺术

也荡然无存， 语文课堂变成了没有任何技术

含量的课堂。 没有诵读，没有语言的品味，没

有情感的熏陶，七宝楼台被拆碎成片断，一篇

篇美文被肢解成一道道直指考点的试题。

这样使用学案， 使新授课和专题复习课

变得预设有余， 生成不足。 一方面， 课堂的

所有问题已经展示在学案上， 而教学又紧紧

围绕这些问题来展开， 因此， 课堂总是按预

设的道路前进， 缺少了临时生成的激情和惊

喜， 课堂显得非常机械。 另一方面， 由于学

案事先已被学生做完， 有心的教师对学生的

各种失误已经了然于胸， 并已经想好对策。

这对于一节讲评课来说至关重要， 但对于一

节新授课来说则未必是好事。 这样的课堂缺

乏了对教师教学机智的需求和挑战， 教师只

要在课前准备好学案以及答案就足够了。 这

样的课堂也不需要教师的步步点拨， 依照考

点找原因就行了。 长此以往， 教师的教学能

力将会不进反退。

那么， 我们应该如何在语文新授课上正

确使用学案呢？ 我们不妨变学案为 “预习学

案” 和 “拓展阅读学案”。

先说说“预习学案”的使用。 有一些问题

是为解决课堂重点问题作铺垫，必不可少，但

若放在课堂上思考阅读又影响了品析重点的

时间。我们不妨把这些问题作为预习题，放到

学案中，题量控制在

15

分钟之内。 这样一来，

我们既利用学案节省了课堂时间， 又让课堂

有了不可预知的生成空间， 为师生能力的锻

炼和展示提供了足够大的舞台。 比如一位教

师讲《记叙文开头》一节，在预习学案时展示

了两个记叙文开头———一个是开门见山的，

一个是绕了一大圈才切入叙事的。 学案问题

是：“你更喜欢哪一个开头？为什么？请修改你

不喜欢的开头。”学生们都喜欢开门见山的开

头， 但在修改另一个开头时却又不能很好地

修改到位。针对学生知道但不会运用的情况，

这位教师分类解读了开门见山的种类， 以学

案的预习问题为引子，指出学生的失误，再归

纳这种开头方式的种类，效果不错。

再说说“拓展阅读学案”。 有时为扩大学

生的阅读面， 教师会在新课后推荐学生读一

些好文章，但学生常常没有时间或条件去读。

因此，我们不妨把这些文章统一印在学案上，

形成“拓展阅读学案”，发给学生。 这样一来，

让学生阅读的目的就容易达到了。 比如一位

教师在讲完《小狗包弟》后，向学生推荐了另

外两篇文章， 并印出了文章节选。 学生们阅

读后就对相关内容有了更深的认识。

学案要紧扣课标和教材要求， 而不是只围绕考点、 题型来编写

要展现高度宽度与深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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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学案内容丰富 ， 形式多样 。

这些学案都把教材转变为学材， 把知识

转变为问题， 把知识构建当作目标， 让

学生自主预习教材知识。 不过， 我们也

发现， 教师在编写学案时出现了某些偏

差， 学案缺乏应有的高度、 宽度与深度。

首先， 学案要紧扣课标和教材要求

的高度， 不要平视考点、 只围绕考试要

求编写 。 学案应依据教材和课标编写 ，

但不少教师为了多快好省地提高课堂教

学的分数效益 ， 往往依据 《考试说明 》

中的考点内容编写学案， 至于教材和课

标规定的其他非考点内容， 也就忽略了。

有的教师甚至根据《考试说明》中的了解、

说明、应用等不同能级要求，把本应由学生体

验的推导过程省略。这些做法的好处是省时、

直达，但缺点也显而易见。 一方面，教材知识

有一个完整的逻辑结构， 而人为地选取其中

的部分内容而不教其他内容， 学生就只能掌

握片言只语，无法纵览知识的全貌，更不能实

现知识之间的纵贯横连。另一方面，学生无法

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 无法

真正掌握其中的科学方法。

因此， 教师应该把编写学案的基点放在

课标和教材上。 诚然， 紧扣考试的学案有利

于帮助学生尽快聚焦考点， 但这样的学案在

考试之外又有多大的价值？ 如果我们自觉地

站在课标与教材内容的角度、 从学生发展的

高度去编写学案， 就有利于让学生系统地掌

握知识， 还能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教材内

容， 进而转化成生活中的认知。

其次，学案要展现三维目标的宽度，不要

脱离灵魂只围绕知识目标编写。 学案的灵魂

即学案所蕴含的思想与价值取向。 知识目标

固然是编写学案时应关注的重要方面， 但学

案不能只关注知识目标， 否则学案就成了教

材知识的练习册。 这种缺少情感、态度、价值

观引领的学案，失去了应有的灵魂，不具有思

想性和可读性，很难推动学生全面发展。

因此，教师要立足三维目标展开教学。一

方面，学案的内容除体现教材和课标要求外，

还应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如对劳动成

果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的感受等。

另一方面， 关注现实生活及学生生命成长问

题，如财富观、价值观、人生理想等。

再其次， 学案要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究的

深度，不要一味地求精求细、只盯着问题类型

编写。 不少教师在编写学案时会把一个问题

可能出现的类型、走向细分地非常小、非常具

体，同类问题的各种可能性都尽力兼顾、概括

完整。学生只要记住了特定类型，学会模仿套

用，考试时就不用发愁。 事实上，教师概括的

程式化套路虽然带给了学生解题的速度和能

力，却剥夺了学生的探索、归纳、体会的过程，

学案也就只剩下应试价值了。

编写学案时，教师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教

师应创设情境让学生去思考、感悟，把问题的

产生、演变过程放给学生去探究。教师要灵巧

地捕捉各种意外，引导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只有这样，学生才能逐渐反思、检视和欣赏自

我，实现学、思、疑、问的结合。 学习过程也就

是“慧眼识契机”、“曲终蕴余韵”的过程了。

从课标和教材的高度去编写学案 ， 学

案才不会偏离整体的教育方向； 展现三维

目标的宽度， 学案才会给人以绿色的生命

感 ； 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究的深度与广度 ，

学案才能成为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和自主

能力的平台。

学案教学

助农村娃不再胆怯

■

贵州省普安县楼下小学 李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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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 刚跨出师范学院的大门， 我来到

了一所地处农村的民办小学教书。 学校里多是

些民办代课教师， 他们淳朴、 热情， 教学也很

勤恳。

刚开始 ， 我在教学中比较注重技巧 。 比

如， 我发现学生在学习时的兴趣不高， 能力不

强， 甚至在传统的 “包办教学” 中养成了不爱

问、 不想问、 也不知道要问什么的习惯， 还形

成了盲目崇拜书本和老师的思想。 为此， 我开

始尝试学案教学。

学案是一个相对于教案的概念， 但两者具

有不同的含义。 教案强调的是 “教”， 学案强

调的是 “学”。 我在编写教案的同时也设计学

案。 编写学案并不容易。 那时， 一些老师还不

习惯学案， 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

在学案设计上， 我尽量尊重学生， 贴近学

生特点。 我知道农村学生胆怯、 怕问， 就设置

一些设问、 疑问、 反问的问题， 激发学生的探

索欲望。 在学案的内容上， 我尽量做到学案不

偏离课本， 紧紧围绕学习目标、 学习方法以及

重点、 难点等展开。 村里没有电脑， 我就用镇

上的家用电脑写好后自费打印， 分发给学生。

在推行学案的过程中， 师生的角色发生了

变化， 教的时间相对少了， 更多的时候是让学

生去学。 可有些老师却认为我在偷懒， 认为我

在教学中不愿意吃苦， 不愿为农村孩子花费精

力。 我别提有多委屈了。 还好， 我看到那些过

去胆怯怕问的孩子逐渐变得积极主动了， 敢说

敢问， 敢想敢做 ， 我才坚定了持续推行的决

心， 没有动摇。

随着学生的成绩逐步提高， 我很快又得到

了村民、 老师的理解和认可。 我认为， 学案的

导入， 不仅使这些农村孩子克服了他们的一大

弱点———胆怯怕问， 帮助学生系统全面地把握

知识内容， 减少了教材阅读和作业中的困难，

使他们能准确理解知识、 提高学习效率， 而且

还让当时初涉教育的我知道学生理解了什么、

解决了哪些问题、 不理解什么、 存在什么问题

和困难等， 从而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 教学效

率也得到提高。

如何让作业不再成负担

作业能帮助学生巩固所学知识， 帮助教

师诊断教学效果。 但是， 在实际教学中， 作

业往往布置得不够合理， 有些作业不仅不能

起到相应的作用， 相反让学生疲于应付， 成

为学生的负担。

在减负增效的前提下， 如何科学处理作

业与学生学习的关系？ 如何设计少而精的作

业？ 什么样的作业能够促进学生的知识、思维

与能力的发展？您在作业方面又有何有效的改

进与尝试？ 欢迎就此话题来稿，一篇文章只展

示一个方面的思考，不要泛泛而谈。 请于

7

月

3

日前将稿件发至邮箱：

jybjiaoxue@vip.sina.com

（主题请注明“作业征文”）

下 期 教 学 征 文

打磨出科学的学案教学模式， 才是通向

知识森林的捷径。 本版插图 付业兴 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