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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下面，请大家抢答，哪些东西是

通过丝绸之路从西方传到中国的？”5
月14日上午第二节课，内江六中的阶

梯教室，一名身着汉服、戴眼镜的年

轻女教师提问之后，课堂气氛进入高

潮，孩子们放下之前的羞涩，争相起

立发言……课堂效果赢得了在场观

摩课堂数十名教师的点头赞许。

任教的刘琳均是凉山民族中学

的初中历史教师，她从西昌远道而

来，将这节《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

路》以借班上课的方式，与来自全省

各地200余名历史教师分享、交流。

5 月 13-14 日，16 节历史观摩课

在内江铁路中学、内江六中、内江二

中、内江七中集中“上演”。来自成

都、南充、泸州、宜宾、凉山、攀枝花、

自贡、内江 8 个市州的历史教师代表

和内江市各县区、市直属学校的历史

教师、内江师范学院在校本科生，近

三百人分校点观摩了展示课。

据悉，这场四川省历史名师工作

室课堂展示活动由四川省贾雪枫名

师鼎兴工作室、绵阳师范学院四川基

础教育研究院、四川省基础教育学科

改革研究团队、新华文轩内江市分公

司、内江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

“我们要求展示课的知识量丰

富，呈现方式多样，教学设计层次清

晰，课魂突出；教学充分体现‘问为表

征，道为内核’的‘问道’教学理念。”

主持人、历史名师工作室领衔人贾雪

枫说，“其目的是，让‘历史’走出课

本，真正实现在立德树人中的独特价

值。”

“让学生爱历史，比上历史
课更重要”

汉服式样的白色裙子，是刘琳均

为《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一课

精心选择的着装，没人看出来她头一

天坐了 7 小时大巴，风尘仆仆地从西

昌抵达内江。从教十年的她分外珍

惜展示和交流的机会，想把最好一面

呈现给内江的学生和来自全省各地

的同行。

她首先以《汉武帝时期世界形势

图》导入，紧接着讲述罗马凯撒大帝

身穿中国丝绸出席盛会的故事，成功

激发学生兴趣，顺势引入“丝绸之路”

的概念。“面对初一学生的历史教学，

一定要生动、形象。”刘琳均说，因为

本课涉及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的知

识，空间跨度大，且学生没有相应的

历史地理知识储备，增大了教学实施

的难度。“引导学生搭建一个通道，让

学生通过这个通道体验和解读历

史。”她说。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是本节课的

重点内容。经过与学生合作探究，刘

琳均将故事作为媒介和手段，引导学

生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和思考社会与

人生，理解张骞“一生只做一件事”的

坚持以及威武不屈的家国情怀。

教学的后半段，刘琳均用互动的

方式启发学生进行思考，设置了“丝

绸之路我来画”和抢答环节，培养学

生“眼到、心到、手到”的学习能力，

学生们的反应非常积极。“通过问

题来设置课堂压力，从而激发学生

的兴趣。”整堂课气氛活跃，师生配

合默契。

“这样的课堂充分体现了教师对

‘五育并举’的理解，更符合学生的发

展特点。”听完两节课，四川基础教育

学科教学改革研究团队负责人、绵阳

师范学院教授张天明告诉记者：“对

于初中段的学生来说，让他们爱历

史，比上历史课更重要。”

张天明说，2016 版新教材使用，

就是让历史教学走出过度的专业性，

从枯燥、机械的记忆式教学方式转变

为适合学生接受的故事性、形象化方

式，运用视频、实物，激发学生对历史

的兴趣。在教学中，提倡合作教学、

启发式教学，培养学生自主意识和个

性化理解，增加学生的课堂参与度，

让他们对历史的理解来自直观的感

知，最终走向理性的认知。

“教学宜深思，深思有所获”
早上 7：30，四个展示点已经聚集

了来自省内各地的教师。在内江铁

路中学学术报告厅，来自自贡沿滩中

学的宋丹、成都七中万达学校的曾丽

娟、西昌阳光学校的邹玉菊、泸县二

中外国语实验学校的谢贞兰以问题

导向，为观摩老师奉上精彩的展示

课。内江七中的展示课堂设在录播

室，观摩教师在大教室观看课堂，最

大限度地保证了课堂的真实性和师

生互动不受外界干扰。内江七中的

黄娟、富顺二中的宋孟霜、会东参鱼

中学的普俊、泸州 18中的周霞 4名老

师，将他们对问道历史教学的理解呈

现给大家。

内江七中的黄娟和泸州 18 中的

周霞都执教《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

一课。黄娟采用“先学后教、以学为

主”的教学方式，注重启发学生思维，

让学生主动发问，鼓励其他学生来试

着回答问题，最后从国际背景做补充

讲解。她充分地将“问”与教学过程

相融合，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体

现了“问”主体的多样性、数量的合理

性、设计的科学性。

“结合自己的思考，我将本课课

魂定位为‘独立自主’，设置为暗线。

明线为新中国初期的外交成就，为更

好地为暗线服务，我重构了本课，分

为三个板块：中国之中国（独立自主

的和平外交）、亚洲之中国（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世界之中国（万隆会议），

层层递进。”周霞课堂设计构思非常

巧妙，整堂课利用了图片、视频、小游

戏等教学资源，营造了轻松活跃的课

堂气氛，展现出她对教学的严谨态度

和良好的教学素质。

在课堂结尾，周霞播放了2021年

3月18日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视频。两

相对比，根据 1901 辛丑年和 2021 辛

丑年中国外交形象的视频展示，学生

们深深地被吸引了并陷入深思，最后

以热烈的掌声结束了该课。

展示课结束以后，周霞在题为

“教学宜深思，深思有所获”的教学

反思中说：“思之则活，思活则深，思

深则透，思透则新，思新则进。对于

新手教师来说，反思自己本节课的

教学行为，总结教学的得失与成败，

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回顾、分析和

审视，才能形成自我反思的意识和

自我监控的能力，才能不断丰富自

我素养，提升自我发展能力，逐步完

善教学艺术，以期实现教师的自我

价值。”

内江市教科所历史教研员代焰

明老师进行了针对性的评课。他说，

每堂课的“道”都是不一样的，“问”要

问得彻底，“道”要道得透彻，以“问”

体现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的变革，

以“道”贯穿历史教学立德树人根本

目标。

“历史课要有历史味”
与高校联合，让高校的专家、教

授参与诊断教师的课堂改革，同时将

“准教师”纳入名师工作室培训的范

畴，是此次四川省历史名师工作室课

堂展示活动的一大亮点。

在内江二中献课的是内江二中

的杨梦蕾、泸州纳溪区东升学校的柴

美红、宜宾龙文学校的文艺和南充五

星中学的敬欢。这几堂课的主要观

众则是一群“准教师”——内江师范

学院历史系的学生们。为了在校大

学生和听课教师更好地理论联系实

际，博士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陈辉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

点评和指导。

首先，怎么体现历史课的历史

味？陈辉说，从文化课的角度来看，

历史课要除了史学之外，要展现社会

生活，会用到不少唐诗宋词。历史教

师要注意和语文课中讲文学的方式

方法进行区分，比如讲到“婉约派”，

要注意挖掘其故事背后的社会历史

背景。他建议初中、高中历史教师要

进行联合教研，这样才会在教学中目

标一致、方向一致。

其次，怎么进行主题教学下的专

题教学？陈辉将“大概念”教学和“课

时教学”进行了区分，他举例，在讲宋

元时期的社会变化时，教师讲江南经

济中心的南移中，要基于优秀文化的

传承来讲课，目的是帮助学生树立文

化自信。“主线要用优秀文化来贯穿，

再用不同的手段、方法，结合现实，抓

住‘大概念’进行教学。”

再次，讲文化就要讲好故事。陈

辉认为，初中历史教学离不开故事教

学，如果教师能把语文教材中涉及到

的历史故事梳理出来，并运用在教学

中，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历史教

师要有跨学科的能力，要思考故事的

价值在哪里，用故事传承给学生什么

东西？”

最后，问题要有深度。陈辉提醒

教师，在设计问题时，一是要“思考学

生在教材中能够找到答案的问题该

不该问？”避免过于浅显的问题；二是

在教学中注意融入地方史资源，“讲

培植家国情怀，有国才有家，中间还

有一个‘乡’。”陈辉建议老师们除了

要用宏观和微观的教学资源，还要注

重运用中观资源。

本报讯（记者 钟兴茂）5月20日，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举办“助推青羊

课堂样态变革的主题研讨活动，深度

总结反思青羊区“20 年磨一剑”的课

堂教学改革历程，系统交流推进区域

现代课堂新样态的思考和实践，为进

一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方向与思

路定调，共享经验、共谋发展、共创未

来。

活动中，青羊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发布并解读了“青羊好课堂”指南。

所谓的“好课”就是面向全体学生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高效能、高质量课

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多元化、高质

量的教育服务，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释放潜能、全面发展。“指南”则是从

教师行为、学生学情、课堂样态三个

维度，包括教学观念转变、学生课堂

状态、教学方式优化、教师专业成长、

深化评价改革等众多方面，为各学校

的课堂教学改革提供指导。

据了解，“青羊好课堂”指南是

在该区 20 年区域课堂改革的经验中

凝练而成。研讨会上，青羊区教育

科学研究院院长邵开泽作了题为

“课堂革命·青羊表达”的专题汇报，

介绍了青羊区 20 年来从行为摸索到

理论构架再到实践构建的课堂改革

历程，形成区域有主旨（打造高质量

现代课堂）、学校（学科）有主张、教

师有主见；促进学生发展为核心的

“三主一核”课改革。并从主体、客

体、过程三个方面分享了青羊区课

改的经验。他们认为，课堂改革的

主体是教研机构，是区域课改持续

推进的重要动力源，能为教师持续

提供专业支持。而作为客体的课

堂，其变革就是从国家课改精神到

区域课改活动再到课堂样态变化，

最后促进学生发展的过程，但在具

体实践“自上而下”的过程往往效果

不好，青羊区的经验是，进行课改

时，引导教师从具体的教学行为、课

堂样态入手，进而反思课堂表征，最

终形成课堂主张。

此次研讨活动，是在推进成渝双

城经济圈建设、成渝教育协同发展的

背景下举行。活动中，青羊区教育局

与西南大学签署了共建教师教育改

革实验区战略合作协议；与西南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签署了构建现代教师

教育体系合作协议。活动还邀请了

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于泽

元作了名为《核心素养与大观念：课

程变革的密码》的专题报告。

农村小规模学校多为单班教

学、教师间、学科间的集体备课

少，老师从发达的网络上下载课

件与教案，不结合实际进行修改，

就拿到课堂上使用。加之，老师

认为学生少，上课比较轻松，好教

好管，课堂不必那么讲究。随着

时间的推移，小规模学校随堂课

的随意性越来越凸显，导致课堂

没有守住应有的底线。要提升农

村小规模学校教学质量就得加强

课堂教学管理，让“平庸”“病态”

的随堂课成为有滋有味的成长

课。

一是学校负责人要担负起提

升课堂有效性的责任，深入课堂，

“手把手”教。学校负责人坚持经

常深入课堂，为教师的课堂把诊

问脉，及时指出教学方法和教学

过程存在的问题。组织老师学习

课标，从备课入手，促进老师认真

研究教材与学生，深入学习有效

课堂教学理念，让学习、思考真正

在课堂中发生。

二是鼓励教师利用网络学。

要根据课堂存在的问题，利用网

络向老师们推荐窦桂梅、于永正

等名师教学实录，先学后教，学习

优质课堂的教学方法，对比自己

的课堂，发现问题与同伴、领导深

入探讨，将优质课例的教学理念

应用到自己的课堂中，切实转变

教与学方式，让学生成为学习的

主体。

三是让教师“走出去学”。偏

远小规模学校受到条件限制，为

开阔教师眼界，可在自主学习的

基础上，让教师“走出去学”。老

师带着问题去知名学校学习，找

到理论与实践的差距，明晰课堂

的“规矩方圆”。走出去学不仅提

升教师专业素养，也开阔教师视

野，提振教师信心。让走出去学

的教师，回到学校在教研会上谈

学习心得，上一堂示范课。通过

教师“走出去学，推上台讲”小规

模学校的教师很快就成熟起来，

随堂课也变得规范。

四是变教学过程督察为展

评，让教学过程更扎实。为让教

学过程评价更加实在，学校可将

教学过程进行集中展评，让每位

教师参与评价。这样公开、透明

的展评，既解决了教师对教导处

评价教学过程等级的不满，也让

教师知道了自己的不足，学会了

他人的优点。每位教师在这样的

教学过程展评中，都愿意展示自

己的创新性，使备课更具针对性，

有效解决了下载课件直接使用。

五是让每周随机确定一名公

开课执教者成为惯例。每周星期

一周前会上，教导处面对全体教

师随机抽取一名教师上公开课，

这种随机抽取上课者，促使每位

教师都得提前认真准备好自己的

教学任务，让随堂课的课堂准备

更加充分，真正不在随意了。

面对课堂的随意，学校还要

加强师德教育活动。可设置“学

楷模、讲故事、叙事件（学校事

件）、摆现象、找细节”等方式的演

讲，在演讲中陶冶师德，在“结合

自身实际和工作实际谈体会”中

剖析问题，明确方向，修身正德。

在课改的当下，小规模学校

应让教师在守住随堂课的底线

下，努力提升自身专业素养，让教

师的教学具有更多的主动性和创

新性，结合班级学生实际实施因

材施教，让小规模课堂不“随意”！

问中求道，让“历史”走出课本
——四川省历史名师工作室课堂展示活动侧记

■ 本报记者 夏应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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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发布中小学“好课”指南

自贡沿滩中学宋丹老师在内江铁路中学执教《宋元时期的都市和文化》（唐仁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