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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定野有用冶的
自学提示
阴 杜娟
在课堂教学中袁 我们经常会看到
这样的自学提示院 采用自己喜欢的方
式读课文袁 边读边思考刚才提出的问
题袁 画出相关语句尧 圈出重点词语袁
并把自己的体会批注在旁边遥
教学有法袁 但教无定法遥 这样千
篇一律的自学提示袁 我认为不利于提
升学生的自学和思考能力遥 那么袁 教
师究竟该如何来拟定自学提示呢钥
一是界定读书的方式遥 一般来
说袁 低年级学生适合朗读袁 高年级学
生适合默读袁 默读更有利于学生集中
精力尧 边读边思考遥 另外袁 高年级的
课文普遍较长 袁 一篇 一两 千 字的 课
文袁 若让学生朗读一遍袁 半节课也就
过去了袁 有些浪费时间遥 这就需要教
师在自学提示中袁 依据课文特点尧 学
生情况袁 合理安排默读尧 浏览尧 朗读
等多种读书方式遥
二是凸显体裁特点遥 比如袁 叶女
娲创造人类曳 是一篇神话故事袁 自学
提示中应提醒学生在品味语言尧 了解
人物形象的同时袁 关注神话的特点曰
叶埃及金字塔曳 是一篇说明文袁 应该
让学生揣摩作 者 采用 了哪 些 说明 方
法袁 说明了什么特点曰 等等遥
三是关注写作方法遥 比如袁 叶小
兵张嘎曳 详略安排合理袁 又巧用了侧
面描写曰 叶江姐曳 不仅详略得当袁 又
对人物的神态尧 语言尧 动作等做了工
笔细描遥 学习这些内容袁 教师就要指
导学生抓住这些写 作 方法 袁 用 心 品
味袁 再把几篇课文放在一起比较袁 学
习运用不同的人物写法遥
四是明确自学方式遥 野画出相关
语句尧 圈出重点词语冶袁 这样的学习
要求太过笼统袁 教师应向学生指明院
用什么方式自学尧 达到什么程度遥 特
别是对中年级学生袁 要明确提示所运
用的符号袁 如 院 用 野 吟冶 标 出或 用
野茵冶 圈出重点词语袁 在读不懂的地
方画上 野_____冶袁 并打上 野钥冶袁 随时
批注下自己的读书体会等遥
渊作者单位院 西峡县城区第一小学冤

根据学情拟定明确的自学提示

一次野偷拍冶
触发的高效课堂
阴 杨红丽
一天袁 我在学校值班袁 无意间看
到很多美好的场景院 主动扶正倒伏花
草的小女孩尧 帮同伴拿文具的少年尧
喂弟弟喝水的姐姐尧 帮学生辅导功课
的老师噎噎我把它们一一拍了下来遥
第二天数学课上袁 我要讲解 叶图
形的放大和缩小曳袁 但我改变了原有
的教学设计遥 课堂一开始袁 我把 野偷
拍冶 到的美好瞬间一一播放给学生
看遥 看到屏幕上的自己尧 同学尧 老
师袁 孩子们兴奋极了遥 我抓住时机
问院 野你们觉得哪张图最美钥冶
学生纷纷举手袁 说出了自己的答
案袁 而且还阐述了理由遥 之后袁 我补充
道院 野只要我们细心观察尧 善于发现袁
生活中到处都有美浴冶 学生连连点头遥
其实袁 以上只是课堂引入袁 接下
来要进入正题了遥 野为了看得更清
楚袁 我们任选其中的一张图片放大
吧浴冶 我边说边把图片纵向拉伸遥
野不行袁 老师袁 这样就跟原来的
图形不一样了袁 变了噎噎冶 学生七嘴
八舌地说遥 野变了钥 什么变了钥冶 我
故作疑惑地问遥 野比例变了袁 各部分
之间的比例变了噎噎冶 他们回答遥
这正是我想要的答案袁 我 接着
问院 野那么究竟如何放大或缩小袁 图
片才不会变形呢钥 大家在小组内讨论
交流一下吧遥冶 讨论结束后袁 他们一
个个争着抢着要上台展示袁 兴致极
高袁 教学效果也很好遥
本节课在学生的欢呼声中结束了袁
但它留给我的思考是深刻的院 数学教
材中的内容比较抽象袁 语言精练尧 概
括性较高曰 因此袁 我们在教学中应适
当扩充贴近学生生活的学习材料袁 引
导学生观察尧 探索生活中的数学问题袁
让学生真正明白数学来源于生活袁 也
要回归生活遥 只有当数学不再板着面
孔袁 而是更加贴近学生生活的时候袁
学生才会产生学习的兴趣袁 真正感受
和体验到数学的魅力和价值袁 增强对
数学的理解和应用数学的信心遥
渊作者单位院 鹤壁市淇滨区明达
小学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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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管理是激发学生
好的管理不是控制而是激发袁 这是管理学
界公认的道理遥 但激发学生不是 野忽悠冶 野打
鸡血冶袁 它有一整套的科学方法袁 主要策略包括
以下 10 个方面院
1.组织结构遥 有利于激发学生的组织结构一
定是扁平的袁 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袁 全班师生是
合作互助的关系遥 每一个人在组织中都拥有自
己的位置袁 有一定的自主权尧 话语权袁 也有机
会参与班级各项重大事务的决策遥
2.班级制度遥 班级制度首先应该体现公平正
义袁 不仅能保护学生的权益袁 让他们有安全感袁
还能弘扬正气袁 激励学生做正确的事遥 其次袁
制度不仅是从班主任管理的需要出发袁 更是基
于促进学生成长的考虑而定的袁 因此需要学生
参与尧 学生做主遥 再次袁 班级制度是激发学生
的主要保障袁 要突出激励功能而不是限制遥
3.目标遥 班主任要认真制定班级整体的奋斗
目标袁 目标要明确具体尧 清晰可见尧 触手可及袁
让学生感觉到有实现的可能遥 同时袁 班主任要
指导学生确定各自的奋斗目标袁 要注意班级目
标和个人目标的协同遥 个人奋斗目标应该是有
个性的尧 多元的袁 不局限于学习成绩遥
4.事件遥 任何一次活动尧 一项工作袁 都可以
激发一部分学生遥 教师可以引导被激发起来的
这部分学生袁 将他们的热情迁移尧 扩散袁 用于
改善在做其他事情时的态度遥 当然袁 班主任不
能随意制造事件袁 需要知道什么样的事件可以
激发什么样的学生袁 什么样的学生需要用什么
样的事件来激发遥
5.任务遥 把任务变成挑战可以更好地激发学
生遥 班主任可以面向全班或针对个别学生布置
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遥 能否达到激发的效果袁 一
方面取决于任务本身的难度袁 要有一定障碍袁
但并非无法完成遥 另一方面取决于班主任布置
任务时的表达方式袁 带有神秘感尧 鼓励性的表
达方式袁 更能激起学生接受挑战的欲望遥 班主
任要帮助学生不断积累成功尧 获得成就感袁 而
不是泛泛地鼓励和夸奖遥
6.需求遥 需求产生动机袁 动机产生行为遥 我
们要研究学生的需求是什么袁 采取多种措施满足
他们的需要袁 或为满足他们的需要提供条件袁 从
而激发他们遥 只有当 野激励因素冶 得到满足时才
能调动人的积极性遥 激励因素包括工作时的愉悦
感尧 成就感尧 奖励袁 对未来的期待尧 对职务的责
任感袁 等等遥
7.时机遥 激发学生要讲求时机袁 关键时刻的
激发可以起到 野四两拨千斤冶 的作用遥 一个是
充分利用重要的时间节点尧 重大事件的临近时
刻袁 面向全班的激发遥 另一个是针对每个学生
不同的成长节奏袁 把握好时机遥 学生开悟前袁
可能会有相当长的蛰伏期袁 因此班主任一定要
耐心等待袁 不可急于求成遥 当然袁 引导工作也
要做好遥
8.评价遥 为什么很多评价不能激发人袁 因为
我们用的是 野医生式的评价冶 要要
要找毛病遥 有

陈大伟院 2018 河南教师成长学院
课题研究班导师袁 成都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教授袁 在课题研究尧 校本研究尧
观课议课等领域产生广泛影响袁 被誉
为教师教育的 野桥梁专家冶遥
陈宇院 2018 河南教师成长学院班主任
班导师袁 南京市第六中学教师袁 南京市德
育创新奖获得者袁 国内知名的 野个性班主
任冶 和 野问题学生冶 教育专家遥

利于激发学生的评价应该有这样几条原则院 多
元化尧 激励性尧 过程性尧 发展性尧 制度化遥 评
价应该在 野我期望他做到什么冶 和 野他做得怎
样冶 之间建立袁 让学生明确以下问题院 一是哪
些方面我做得很好钥 二是哪些方面我可能会做
得更好钥 三是要想做得更好袁 我应该如何学习钥
而班主任则应通过评价明确院 为了让他做得更
好袁 我应该给他提供怎样的帮助钥
9.人遥 一般而言袁 和学生关系最为密切的人
有家长尧 同学和老师遥 很多家长并不懂得如何
激发学生袁 相反经常打击自己的孩子遥 班主任
应该积极做家长的工作袁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引
导家长学会激发孩子遥 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袁
同伴对其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遥 班级里的各种
评选尧 师徒结对等活动都能发挥同伴的激发作
用遥 班主任是激发学生最重要的因素袁 除了具
体的工作袁 班主任的人格魅力对学生的影响也
很大遥 很难想象袁 一个因循守旧尧 谨小慎微尧
对工作缺乏热情的班主任能培养出思想活跃尧
活力十足的学生遥
10.文化氛围遥 一个班级袁 有怎样的文化氛
围袁 就会有怎样的学生表现遥 什么样的文化氛
围最有利于激发学生呢钥 首先袁 宽容大气遥 容
得下各种类型的学生袁 任何形式的有益尝试尧
创新都是被允许和鼓励的遥 其次袁 可以试错并
包容错误遥 再次袁 互相欣赏遥 师生之间互相欣
赏袁 学生之间也互相欣赏遥 最后袁 也是最重要
的袁 自由遥 班主任应少一点干涉袁 让学生可以
自由思考袁 做自己喜欢的正确的事遥

与
导
在师
二精
誘彩
一互
七动
河
南
教
师
成
长
学
院
踪
学
员

渊本版图片院 本报资料冤

陈宇导师课程设置
日期

上午

晚上

报到

7 月 21 日

1援班队建设 渊学员见面会冤
1.开班典礼
2.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叶科学管理班
2.公共课 渊10 位导师分别 做主题 报 级 渊上冤曳
告冤
3.学员做经验分享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4.互动交流
渊分班进行冤

第九届 河南 最具成 长 力
教师候 选人 专业发 展 演
讲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7 月 22 日

1.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叶科学管理班级
渊下冤曳
2.河南名班主任做经验分享
3.互动交流
渊分班进行冤

根据导 师的 安排自 主 研
修
渊分班进行冤

7 月 23 日

1援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设曳
2.学员做经验分享
3.互动交流
渊分班进行冤

7 月 24 日

1.导师上班会观摩课院 叶朋友曳 渊学
生人际交往冤
2.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叶主题班会课的
设计 渊下冤曳
3.互动交流
渊分班进行冤

7 月 25 日

叶班级文化的建

1援中原名师周枫琳做主题报告院 叶课
题研究袁 让专业成长步入快车道曳
2援全国知名专家陈大伟做主题报告院
叶研 究 型 教 师 的 精 神 气 质 和 生 活 方
式曳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1.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管理曳
2.学员做经验分享
3.互动交流
渊分班进行冤

1.河南名班主任做经验分享
2.陈宇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叶班主任
的专业成长路径曳
3. 互动交流
渊分班进行冤

第十届 河南 最具成 长 力
教师尧 第八 届河南 最 具
智慧力 班主 任候选 人 海
选面试

1援河南最美教师王彩琴做主题报告院
叶有爱袁 更要会爱要要
要做一个智慧
的班主任曳
2援全 国 知 名 班 主 任 陈 宇 做 主 题 报
告院 叶最好的管理是激发学生曳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成 长之 夜要要
要2018 河 南
教师成 长学 院毕业 晚 会
暨颁奖典礼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返程

陈宇导师指定阅读著作院

可以提炼出哪些有规律的东西来钥
二是情境填空法遥 笔者给这种读课方法下
了这样的定义院 当读课者遇到课例中某个较难
处理的情境时袁 不是直接看授课者的处理方
法袁 而是像做填空题一样袁 自己先设想一两个
解决方案袁 之后再与课例中的处理方案进行比
较袁 以此体悟教学的技巧遥 使用这一方法时袁
我们要常常问一下自己院 如果我在课堂上遇到
了这样的情况袁 该怎么办钥
三是结构 梳理法遥 前两种 读课 方 法主 要
针对的是局部课堂教学情境袁 而结构梳理法
侧重的则是整体遥 所谓结构梳理法袁 指的就
是读课者在复杂的教学事件中提取出主要的
教学活动尧 梳理出主要的教学线索尧 推断出
核心的设计理念遥 使用这一方法时袁 我们要
常常思考这样几个问题院 这节课设计了哪些
教学活动钥 这些教学活动是靠什么线索串联
起来的钥 作者这样设计的理念是什么钥

编后院
河南教师成长学院因导师制尧 小班化尧 任
务驱动等特点袁 举办两年来袁 深受全省乃至全
国有志于专业成长的教师的欢迎遥 2018 河南教
师成长学院于 5 月 8 日启动报名袁 我们同时在
叶成长力曳 版开设了 叶导师面对面曳 栏目袁 12
位全国一流的导师袁 逐一通过他们的文章袁 传
递了教育教学理念袁 带给我们以思考和启发遥

不到一个月时间袁 2018 河南教师成长学院
10 个班全部报满遥 报名成功的老师们袁 将有机
会在 7 月 21要25 日与导师面对面深 入交 流 曰
没有报名成功的老师们袁 可通过 叶导师面对
面曳 这组文章袁 通过关注 叶教育时报曳 和 野河
南教师冶 野河南班主任冶 微信公众号的后续报
道袁 更多地了解和走近名师袁 为自己的成长注
入新的能量遥

日期

申宣成院 2018 河南教师成长学院课
题研究班导师袁 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
究室教研员袁 特级教师袁 教育学博士袁
首届河南最具影响力教师特别奖获得者遥

叶学生可以这样教育曳 渊提前一个月给每位学员邮寄冤

上午

渊课题研究班冤

下午

晚上

7 月 20 日

报到

7 月 21 日

1.申宣成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叶中小
1.开班典礼
第九届 河南 最具成 长 力
学科研课题的选题与立项曳
2.公共课 渊10 位导师分别 做主题 报
教师候 选人 专业发 展 演
2.学员做经验分享
告冤
讲
3.互动交流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渊分班进行冤
叶中小学

7 月 22 日

1援申宣成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科研课题的实施曳
2.河南名师做经验分享
3.互动交流
渊分班进行冤

7 月 23 日

1援陈大伟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中创新生活曳
2.学员做经验分享
3.互动交流
渊分班进行冤

叶在研究 1.陈大伟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的选题尧 变量和假设曳
2.学员做经验分享
3.互动交流
渊分班进行冤

7 月 24 日

1援陈大伟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的思维改善与发展曳
2.河南名师做经验分享
3.互动交流
渊分班进行冤

叶研究中 1.陈大伟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叶论文
的表达与修改曳
2.陈大伟导师点评学员课题研究方
案和内容 渊学员提前提交冤
渊分班进行冤

叶班级的人本

1.学员上班会观摩课 渊主题由学员
自定冤
2.导师评课并做主题报告院 叶主题 第七届 河南 最具智 慧 力
班会课的设计 渊上冤曳
班主任候选人现场答辩
3.互动交流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渊分班进行冤

7 月 26 日

如何成为研究型教师钥 回答这个问题是
困难的袁 可以说任何回答都不会完美遥 但对
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回答又很有必要袁 我在这
里试举几条袁 抛砖引玉遥
一是富有人文关怀的慈心遥 首先是要树立
以人为本的思想袁 坚定人文关怀的信念遥 只要
真正把人的处境和困难看在眼里尧 放在心上袁
有了慈心就会生出慧眼袁 就会对人周围的一切
敏感袁 就会有不竭的研究动力和不尽的研究问
题遥 其次要把研究的成果用在教育教学和学生
身上袁 真实地去影响人尧 改变人遥
二是怀有理想主义的信念和想象力遥 教
育研究需要实事求是袁 需要严谨尧 科学袁 但
从事研究的人也应该有一种理想主义精神袁
不能缺失教育的想象力遥 只有渴望更加理想
的生活袁 只有相信研究是实现理想生活的最
为有效的途径袁 我们才会相信科研尧 愿意做
科研袁 并在科研中改变遥 墨守成规袁 就很难
有像样的突破和改变遥 研究需要教育想象力袁
需要发挥教师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袁 要敢于实
践和探索遥
三是理性的批判和怀疑精神遥 应该说袁
没有质疑就没有研究袁 没有研究就没有进步遥
做教师的袁 要善于发现当下诸多教育场景中
不合理尧 不理想的地方袁 不轻信尧 不迷信袁
对凡事都进行一种合理的审视遥
四是不畏艰难的勇气遥 做教育研究意味着
需要更多的思考尧 更多的付出尧 更多的劳动遥 要
成为优秀的科研型教师袁 要耐得住寂寞尧 坐得住
野冷板凳冶袁 否则很难有研究的成功和荣耀遥
五是学习和运用科学有效的方法遥 教育
科研要尊重规律袁 遵守一定的研究方法和规
范遥 教育科研方法是作为一个系统而存在的袁
包括哲学层面的方法尧 一般科学研究的方法袁
以及行动研究的方法等遥

陈大伟 申宣成导师课程设置

渊班主任班冤
下午

7 月 20 日

如何成为
研究型教师

读课与我们熟悉的听
课尧 观课的教研方式 既有
野血缘关系冶袁 又有不同之
处院 从研究对象来看袁 读课
比听课尧 观课所涉及的课例
类型更多尧 范围更广曰 从研
究的方式来看袁 读课 更灵
活尧 细腻曰 从研究的深度来
看袁 读课对课例的剖析更为
深刻曰 从研究的主体来看袁
读课是一种更为个性化的活
动遥
那么袁 该怎样去读课
呢钥 我提供三种方法 供大
家参考遥
一是专题分析法遥 该
方法指的是教师针对 教学
中的某个专题袁 如导入尧
提问尧 朗读尧 小组合作等袁
选取不同课例进行比 较分
析袁 从中归纳出具有 规律
性的方法或策略遥 使 用这
一方法时袁 我们要问 一下
自己院 面对同一个教 学问
题袁 不同的课例所提 供的
解决方案有何异同袁 从中

7 月 25 日

1援中原名师周枫琳做主题报告院 叶课
题研究袁 让专业成长步入快车道曳
2援全国知名专家陈大伟做主题报告院
叶研 究 型 教 师 的 精 神 气 质 和 生 活 方
式曳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7 月 26 日

陈大伟导师推荐书目院

1.申宣成导师做主题报告院 叶中小
学科研 课题 的 结 题 要求 与 成 果表
根据导 师的 安排自 主 研
达曳
修
2.申宣成导师点评学员课题研究方
渊分班进行冤
案和内容 渊学员提前提交冤
渊分班进行冤
叶研究

1援河 南 最 美 教 师 王 彩 琴 做 主 题 报
要做 一
告 院 叶 有 爱 袁 更 要 会 爱要要
个智慧的班主任曳
2援全 国 知 名 班 主 任 陈 宇 做 主 题 报
告院 叶最好的管理是激发学生曳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第七届 河南 最具智 慧 力
班主任候选人现场答辩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第十届 河南 最具成 长 力
教师尧 第八 届河南 最 具
智慧力 班主 任候选 人 海
选面试

成 长之 夜要要
要2018 河 南
教师成 长学 院毕业 晚 会
暨颁奖典礼
渊10 个班合班进行冤

返程

叶教育科研与教师成长曳

渊提前一个月给每位学员邮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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