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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第二届全国教育专业学位 

教学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 

	

 

各培养单位： 

 

为进一步推动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开发与案例教学工作，鼓励各培养单位

积极开发高质量的教学案例，实现教学案例的共建共享，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将组织开展第二届全国教育专业学位

教学案例征集工作。现将相关事项说明如下： 

1. 提交案例应为“教学案例”，须紧密结合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课程

教学需要，符合真实性、原创性、知识性、叙事性、启发性等要求，关注当前教

育教学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2. 教学案例分“教育管理类、学科教学类、教育活动类”三种类型，案例

编写者自主判断案例所属类型，提交的教学案例须以统一的入库标准为依据（见

附件 1），并符合相应类型案例的结构与体例格式要求（见附件 2）。 

3. 本次征集工作不接受个人提交的教学案例。各培养单位对本单位人员的

教学案例进行初审， 多可向教指委推荐 10 篇教学案例。通过学校初审并获得

推荐的教学案例，由第一作者负责上传到“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例库”

的教育子库（http://ccc.chinadegrees.com.cn/）。 

4. 提交的教学案例不得有著作权争议，案例编写者须签署作者授权书（见

附件 3），同意该案例授权给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案例库。 

5. 教学案例提交案例库系统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20 日。提交教学案

例的培养单位须在 3 月 25 日前，将 2 份电子材料发送至 edm@bnu.edu.cn：（1）

本单位提交教学案例汇总表（见附件 4）；（2）所有案例的 “作者授权书”扫描

版。（各单位请将所有的“作者授权书”合编成一份 PDF 格式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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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案例评审采用网上评审、专家组集中评审等方式进行。通过评审并根据

评审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达到入库标准的案例，将收录至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

例中心案例库。 

     

 

 

全国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7 年 12 月 1 日 

	

	

附件 1：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入库标准 

附件 2：不同类型案例基本结构与体例格式要求（含参照案例） 

    附件 3：作者授权书 

    附件 4：提交教学案例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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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入库标准 
	
	

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的入库标准，主要考虑案例选题、案例内容、教学说

明以及辅助材料四个方面的要求。具体如下： 

一、案例选题 

1. 属于基础教育领域。案例选题关注的是中国基础教育发展改革、学校管

理、课程教学的实践。此标准为“一票否决”标准。 

2. 坚持服务教学。案例选题应紧密结合教育专业学位研究生相关课程教学

的需要。此标准为“一票否决”标准。 

3. 具有时代性。案例选题紧跟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时代主题，反映当前

教育理论的新认识和实践的新举措。 

4. 具有代表性。案例选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反映一般性的关注。 

二、案例内容 

5. 真实可信。案例是对已发生事实的如实记录，非杜撰、虚构、臆想之物。

此标准为“一票否决”标准。 

6. 材料客观丰富。案例是在系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精心编写而成的，而不

是从已出版论著中简单转抄而来，案例应充分呈现调研获得的一手材料。 

7. 有一定的篇幅与难度。案例正文的篇幅在 8000-15000 字之间。在内容呈

现、概念把握与结构性上有一定的难度，不简单表露问题、观点与价值的取向，

有争鸣和讨论的空间。 

8. 结构完整。案例均由案例标题、首页注释、中英文摘要关键词、背景信

息、案例正文、案例思考题、案例使用说明等部分构成。 

9. 格式规范。在字体、段落、文献标注等方面，严格按照规定体例编写。 

10. 谋篇布局合理。能综合考虑案例的主题和素材，做到主线清晰，案例素

材和主线结构匹配合理，案例内容层次清晰、衔接自然。 

11. 文字简洁规范。用生动、简洁的语言将内容表述清楚，做到段落清晰、

断句清楚、语法和标点符号正确、措辞恰当、表达时态正确、文风平实等。 

12. 可读性强。案例生动有趣，可读性强，内容表述能够激发学生阅读兴趣。 

三、教学说明 

13. 思考题设计合理。问题能紧密结合案例与教学目标，具有启发性、开放

性与层次性；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知识学习与能力提升很好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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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教学目标设定恰当。教学目标设定与课程教学目标和知识点对应，能综

合考虑案例的知识覆盖和对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 

15. 要点提示清晰到位。能清楚交代案例问题的基础理论、相关知识及分析

方法，有利于教师和学生对案例问题进行系统的总结，同时帮助教师和学生有针

对性地学习与案例相关的知识。 

16. 课堂教学建议合理。包括师生课前计划的安排、课堂讨论交流的形式、

时间进度计划、教师注意要点和课后如何评估等内容，能考虑不同学校、学生的

情况。 

17. 推荐阅读具有针对性。推荐文献应紧密结合案例内容与教学目标，具有

权威性，有助于案例的理解、分析与讨论。 

四、辅助材料 

18. 背景信息充分。能很好地交代案例的政策与实践背景、知识与理论背景、

以及案例对象的相关信息。 

19. 案例附件必要有效。能很好地补充案例正文的信息，有利于学生扩展与

深化对问题的思考。 

20. 授权书齐全。签署作者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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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教育管理类教学案例 
基本结构与体例格式要求 

 

 

为顺应教育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需要，进一步推动和规范各培养单位

开发教学案例，深入推广案例教学，切实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教学质量，

特制定教育管理类教学案例基本结构与体例格式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教育硕士教育管理专业领域教学案例的开发与入库审核工作。 

     

    一、案例基本结构 

案例由案例标题（中英文）、首页注释、摘要关键词（中英文）、背景信息、

案例正文、案例思考题、案例使用说明、附件等部分构成。 

（一）案例标题：宜用描述性语言，避免价值主导话语与论文化表述，要准

确，注意匿名处理等；标题需要翻译成英文。 

（二）首页注释：进行作者简介与编制说明。“作者简介”标明作者姓名、

工作单位、研究领域；“编制说明”交代案例性质及技术性处理问题。 

（三）摘要关键词：摘要应精炼，能概括出案例的主要内容，不做评价性分

析或倡导性建议，300 字左右；关键词 3-5 个。摘要与关键词需要翻译成英文。 

（四）背景信息：主要用于说明案例主题的政策与实践、理论与研究的背景

以及案例对象的相关情况。1500 字左右。 

（五）案例正文：篇幅在 8000-15000 字之间。要注意原创性、叙事性、真

实性与可读性等要求。 

（六）案例思考题：要紧密结合案例内容，与教学目标结合起来，能引起讨

论、启发思考。一般以 4-6 道为宜。 

（七）案例使用说明：包括 

    1.适用范围：含适用对象与适用课程。 

    2.教学目的： 

    3.关键要点：含相关理论、关键知识点、关键能力点、案例分析思路。 

    4.教学建议：含时间安排、环节安排、人数要求、教学方法、活动建议等。 

    5.推荐阅读：推荐给教师和学员拓展阅读的文献。 

（八）附件：对理解与讨论案例有帮助，又不适合放在正文部分的资料。根

据需要提供，不要求每一个案例都提供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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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案例编写体例 

   （一）标题层次 

序号层次：第一层用“一、”，第二层用“（一）”，第三层用“1．”，第四层用

“（1）”，第五层用“①”。 

（二）文中注释 

案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图表、数据、照片、插图、历史资料等材料，如需说

明，一律采用表（图）下注释的方式予以说明。 

（三）文献引注 

案例中的文中注释和推荐阅读文献的标注方式，参照 GB/T7714—2015。 

1.专著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

者. 版本项.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

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 1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北京: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北京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历代

王朝与民族宗教[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112. 

    [4]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信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 

GB/T 25100-2010[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0: 2-3. 

[5] 徐光宪, 玉祥云. 物质结构[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6] 顾炎武. 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  

    [7] 王夫之. 宋论[M]. 刻本. 金陵: 湘乡曾国荃, 1865（清同治四年）. 

    [8] 牛志明，斯温兰德，雷光存．综合湿地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2.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A]. 桂林: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0] 杨保军 . 新闻道德论 [D/OL].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0 

[2012-11-01].http://apabi.lib.pku.edu.en/usp/pku/pub.mvc?pid=book.detail&. 

metaid=m.20101104-BP0-889-1023&.cull= CN. 

    [11] 赵学功.当代美国外交[M/OL].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2014-06-11]. http: // www.cadal.zju.edu.en/book/trySingle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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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23884/1. 

    [12]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汶川地震震害研究[M/OL]. 

上 海 : 同 济 大 学 出 版 社 , 2011: 5-6 [2013-05-09].http://apabi.lib. 

pku.edu.cnlusplpkulpub.mvc?pid=book. detail&.metaid=m.20120406-YPT- 

889-0010. 

    [13] 中国造纸学会. 中国造纸年鉴：2003 [M/OL].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3[2014-04-25]. http ://WWW.cadal.zju.edu.cnlbooklviewl25010080. 

    [14] PEEBLES P Z, Jr. Probability, random variable, and random signal 

principles[M] . 4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1. 

    [15] YUFIN S A. Geoecology and computer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of Computer Methods in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oscow, Russia, February 1-4, 2000[C]. 

Rotterdam: A. A. Balkema, 2000. 

    [16]BALDOCK P. Developing early childhood servic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OL]. [S. l.]: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5 [2012-11-27]. 

http:lllib.myilibrary.comlOpen.aspx? id= 312377. 

    [17] FAN X, SOMMERS C H. Food irradiatio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2nd ed. 

Ames, Iow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25-26[2014-06-26]. 

http://onlinelibrary. wiley.comldoi/10.100219781118422557.ch21summary. 

2.专著中的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识].析出文

献其他责任者∥专著主要责任者.专著题名:其他题名信息.版本项.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年:析出文献的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 周易外传: 卷 5[M]∥王夫之. 船山全书: 第 6 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1109. 

    [2] 程根伟. 1998 年长江洪水的成因与减灾对策[M]//许厚泽, 赵其国. 长江

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32-36. 

    [3] 陈晋鏕, 张惠民, 朱士兴, 等. 蓟县震旦亚界研究[M]//中国地质科学院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中国震旦亚界.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56-114. 

    [4]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302. 

    [5] 贾东琴, 柯平.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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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 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 2011: 45-52. 

    [6] WEINSTEIN L, SWERTZ M N. Pathogenic properties of invading 

microorganism[M]//SODEMAN W A, Jr, SODEMAN W A. Pathologic 

physiology: mechanisms of disease. Philadelphia: Saunders, 1074: 745-772. 

    [7] ROBERSON J A, BURNESON E G.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regulations 

and goals[M/OL]//American Water Works Association. Water quality & 

treatment: a handbook on drinking water,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11:1.1-1.36[2012-12-10]. http://lib.mylibrary.com/Open.aspx?id=291430. 

3. 期刊、报纸中的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连续出

版物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年, 卷（期）: 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

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 袁划来, 陈暂,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

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 55(34): 3219.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

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 

2013-01/12/nw.01l0000rcnmrb_201301l 2_5-02.htm. 

    [3] 李炳穆．韩国图书馆[J/OL].图书情报工作，2008, 52(6)： 6-12[2013-10- 

25].http ://www.docin.com /p-4002 65742.html. 

    [4]  李幼平, 王莉．循证医学研究方法：附视频[J/OL].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

版 )2010, 4 (3) : 225-228[2014-06-09]. http://www.cqvip.com/ 

Read/Read.aspx? id= 36658332. 

    [5] 武丽丽, 华一新, 张亚军, 等．“北斗一号”监控管理网设计与实现[J/ OL]. 

测绘科学, 2008, 33(5):8-9[2009-10-25].http://vip.calis.edu.cn/CSTJ/Sear.dll? 

OPA_CreateDetail. DOI: 10.3771/j.issn.l 009-2307 .2008.05.002. 

    [6] KANAMORT H. Shaking without quaking [J]. Science, 1998, 279(5359) : 

2063. 

    [7] CAPLAN P. Cataloging internet resources [J]. The public access computer 

systems review, 1993, 4(2): 61-66.  

    [8] FRESE K S, KATUS H A, MEDER B. 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from 

understanding biology to personalized medicine [J/OL]. Biology, 2013, 2(1): 

378-398 [2013-03-19]. http://www.mdpi.com/2079-7737/2/l/378.DOI: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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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0/biology2010378. 

    [9] MYBURG A A, GRATTAPAGLIA D, TUSKAN C A, et al. The genome of 

Eucalyptus grandis[J/OL]. Nature, 2014, 510: 356-362 

(2014-06-19)[2014-06-25]. http: //www.nature.com/nature/journal/ 

v510/n7505/pd£/nature13308.pdf. DOI :10.1038/naturel3308. 

4. 专利文献 

专利申请者或所有者. 专利题名: 专利号[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公

告日期或公开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 邓一刚. 全智能节电器: 200610171314.3[P]. 2006-12-13. 

[2] 西 安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 光 折 变 自 适 应 光 外 差 探 测 方 法 ： 

01128777.2[P/OL].2002-03-06[2002-05-28].http://211.152.9.47/sipoasp/zljs/ 

5. 电子文献 

主要责任者．题名：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更新或修改日期）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

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第四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现状统计报告[R/OL]. 

(2012-01-16)[2013-03-26].http://www.cnnic.net.en/hlwfayj/hiwxzbg/201201

/P02012070935264469680.pdf. 

    [2]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转发北京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暂行实施办

法的通知 : 京政办发 [2005]37 号 [A/OL]. (2005-07-12)(2011-07-12]. 

http://china.findlaw.cn/fagui/ pl/39934.html. 

    [3] BAWDEN D. Origins and concepts of digital literacy[EB/OL]. 

(2008-05-04)[2013-03-08]. http://www.soi.city.ac.uk／～dbawden/digital% 

20literacy%20chapter.pdf. 

    [4] Online Computer Library Center, Inc. About OCLC: history of 

cooperation[EB/OL]. [2012-03-27]. http://www.oclc.org/ about/cooperation. 

en.html. 

    [5] HOPKINSON A. UNIMARC and metadata: Dublin core [EB/OL]. 

(2009-04-22) [2013-03-27]. http: // archive.ifla.org/  IV/ifla64I 

138-161e.htm. 

 

    三、案例排版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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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例标题 

中文——黑体、小二、居中；英文——Times New Roman、三号、加粗、居

中。 

（二）首页注释 

楷体、小五、单倍行距（所有文中注释也为楷体、小五、单倍行距。文中页

下脚注为宋体、小五、单倍行距） 

（三）中文摘要、关键词 

文字内容用楷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摘要”与“关键词”本身用楷

体、四号、加粗。 

（四）英文摘要、关键词 

文字内容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行间距固定值 18；“Abstract”和“Key 

words”本身用 Times New Roman、四号、加粗。 

（五）背景信息 

文字内容用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背景信息”本身用黑体、四号。 

（六）案例正文 

一级标题用黑体、四号；二级标题用黑体、小四；三级标题用黑体、五号。

正文文字内容行间距固定值 18。“案例正文”本身用黑体、四号。 

（七）案例思考题 

文字内容用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案例思考题”本身用黑体、四

号。 

（八）案例使用说明 

文字内容用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案例使用说明”本身用黑体、

四号；“适用范围”、“教学目的”、“要点提示”、“教学建议”、“推荐阅读”本身

用黑体、小四。“相关理论”、“关键知识点”、“关键能力点”、“案例分析思路”

本身用黑体、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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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管理类参照案例（此参照案例仅为结构与体例格式示范） 

 

 

 

“新平民教育”：F校办学理念的实践探索∗ 
 
 

摘要：作为新近合并的九年一贯制学校，F 校面临师资整体素质层次不齐，以及生

源质量亟待提高等诸多挑战。F 校在 L 校长的带领下，确立了“新平民教育”的办学理念，

给在校学生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教育。为此，F 校积极开展“本色课堂”教学模式改革，通过

设置“20+20”的课堂教学要求，以实现真正关注学生发展、促进学生能力提升的教学目的。

此外，学校极其重视学生的养成教育，通过实施“诚信考试”制度，从中引导学生学会自我

监督与自我尊重。学校主张“新平民教育”就是要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利用全校运动会

充分给予学生展示自己的舞台，从而为每位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 

关键词：“新平民教育”；学校变革；办学理念 

	
“New Grassroots Education” :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Education Ideology of F School  
 

Abstract: As a newly consolidated school with the nine-year education, F 
school faced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the different qualities of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incipal L, the education ideology of F school 
is the “the New Grassroots Education”, and that is providing students with the suitable 
education. In order to practice the education ideology, F school carries out the 
teaching mode reform actively, and establishes the new teaching mode which is “the 
Instinctive Classroom”. F school hopes that this new teaching mode can realize the 
aims of focusing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really, and promoting the students' ability 
by setting “the 20 + 20” classroom teaching requirements. F school pays attention to 
the students’ developing education. The teachers lead the students to learn to self 
monitoring and self respect by carrying out the “Credible Testing”. F school 
advocates that “the New Grassroots Education” is to focus on the growth of each 
student. Therefore, it gives students the stage to show themselves at the sports 
meeting, so as to provide the conditions for each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作者简介：***，女，****人，****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领导与管理。 

编制说明：按照调研学校及当事人的要求，作者对案例所涉的学校名称、人员及相关数据等，做了

必要的掩饰性处理；本案例仅供教学之用，无意提倡或暗示某种管理理念、方法或体制比其他的理念、方
法或体制更为有效或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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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y words: “new grassroots education”; school reform; education ideology 
 
 
背景信息  

 

学校究竟应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才能为每一个孩子提供适合其发展的教育，是我国在教

育改革中亟需加以认真思考的关键内容。毫无疑问，对一所学校起重要影响作用的是其所确

立的办学理念，学校一切的教育教学改革与其他相关活动的开展都与其秉持怎样的办学理念

有关。简言之，一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应建基于其对教育内涵和社会发展变革的深刻理解基础

上，是对学校办学使命的根本阐释。因此，办学理念是学校办学治校的核心指导思想，从中

不仅可看出学校抱有怎样的教育观、教学观、学生观等，而且还能反映出学校未来的改革方

向。为了向社会和学生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和成长环境，J 省 F 校在分析了当前基础教

育改革要求与自身学校发展现状之后，结合对教育本质的理解，提出将“新平民教育”作为

学校的办学理念。 

F 校是当地政府于 2008 年斥巨资，在合并原区域内两所初中和一所农村小学基础上，

而形成的一所九年一贯制实验学校。全校现有 61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约 2500 多人，教职工

约 200 多名。虽然政府与教育行政部门都希望通过 F 校的建立能为区域教育的发展带来新的

活力，但理想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某些较大差距。一方面，从生源质量来看，由于合并之

前的三所学校的教学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且合并之后的学校地处城乡结合部，总体来看，F

校的学生以新市民子女为主，其家长普遍忙于生计，家庭教育环境较差，同时也缺乏相对正

确的家庭教育理念。因此，相比其他学校而言，F 校生源质量较差；另一方面，从师资配备

来看，F 校教育队伍整体素质参差不齐，特别是由于受到原学校发展的局限性，面对新课改

的要求，部分教师仍不愿寻求教育教学理念与方法上的主动变革。如此一来，F 校急需新的

办学理念为其开启新的改革发展之路。而在办学理念的形成过程中，不得不提的便是在 F

校合并之后直至现在一直担任学校重要领导的 L 校长。 

L 校长是该区近些年从其他区域重点引进的一名有着丰富教育教学管理理念和实践的

基础教育领域的名校长。在调入 F 校担任校长之前，L 校长已在 J 省 S 市的多所义务教育学

校担任过校长，特别是在对九年一贯制学校的管理和薄弱学校的改造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也积累了不少办学治校的经验。在教育系统内工作 20 多年，L 校长逐渐形成了自己对教育

改革和学校发展的看法。他认为，如今的基础教育需要一种更为回归朴素的教育。这种“朴

素”指的是教育要由“精英化”转向真正重视每一个孩子，特别是家庭环境不是很好的孩子

的成长，要以培养未来普通的劳动者为目标，去挖掘每一个孩子的潜能，要以更加饱满的精

神去热爱每一个孩子，从而使我们的学校能尽可能摆脱残酷的竞争式和选拔式的教育模式。 

L 校长带着这样一种教育理念与教育信念来到了 F 校，在充分的调研之后，L 校长表示

自己有信心办好这所学校。因为他一直觉得，学校的发展与人的发展相类似，都有一种“成

长自觉”，这种“成长自觉”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L 校长相信有了这

种“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再加之有效的管理方式，F 校 终一定能步入优质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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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列。因此，在 L 校长的带领下，“新平民教育”就成为 F 校的重要办学理念，且这一办学

理念也影响并贯穿于整个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 

 

案例正文 

 

一、本色课堂：引领学校教学模式改革 

 

在一篇关于 L 校长和 F 校“新平民教育”的文章中曾对 F 校做出了这样的描述：“作为

一所新兴学校，没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没有趋之若鹜的优质生源，有的知识操着不同放眼的

新市民子弟和该区的平民学子，家长们都忙于生计，不要说每年带孩子出去旅行开拓视野了，

就是‘六一’界，家长们都往往在菜市场、工地、商场、超市劳作，他们将所有的期望和责

任都交给了学校。”②在 L 校长看来，其实每一位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接受到优质的教

育，也希望学校能够给予自己孩子更多关注。L 校长曾提出，“平民教育”思想与实践古今

中外皆有之。唯物主义历史观告诉我们，社会越是向前发展，民主化程度越高，便越是依赖

普通劳动者的素质。我们所倡导的“新平民教育”，与传统平民教育相比，“新”就新在——

在平民已经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以未来社会小主人为对象，以培养和发展未来普通劳动者的

基本素质为目标的教育。与此同时，L 校长也认为，今天的教育是在世界信息化、经济全球

化的背景下，坚持“三个面向”，坚持素质教育方向，目标是培养现代的世界公民。教育要

关注差异，关注底层，尊重多元，协调发展，而这也是“新平民教育”的“新”之所在。③

因此，结合 F 校的实际状况，L 校长决定首先从学校教育的核心部分——课堂教学，开始实

践他的“新平民教育”主张。 

随着近些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很多中小学都纷纷依据新课改的基本理念，

在结合本校实际教育教学情况的前提下，开展了丰富多样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且从中也的

确产生了不少具有校本特色的新的教育教学模式。但无论怎样，我们 终都希望能够尽可能

打破原来“填鸭式”的、单纯以知识传授为目的的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变过去的被动听课

为现在的主动参与，在激发学生学习内动力的同时，也能让教师主动运用教育教学智慧，在

与学生的交流中，变“课堂”为“学堂”，真正实现“教学相长”。也就是说，我们要尽可能

“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

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居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④尽管课程改革已实施多年，取得了很

多成果，但其中所存在的种种问题也不容忽视。特别是在当前仍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校教

育教学质量的主要标准的背景下，学校应如何在教育的现实需求与理想愿景间寻找到一条合

适的改革之路，则成为摆在所有教育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对于 F 校的发展而言，同样也面临

着重要的改革困境。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在 L 校长的带领下，F 校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课堂

教学改革理念，即尝试建立“本色课堂”，通过遵守与回归 纯真的课堂教学形式，在真正

凸显以学生为本的同时，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②
 潘其勇.L 校长和他的“平民教育”[J].新教育,2011(5):6-13. 

③
 L 校长.我所理解的新平民教育[J].学校品牌管理,2013(10):27-29. 

④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M].傅任敢,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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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本色课堂”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大量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涌入城市，给城市基础教育带来

诸多挑战。如何让这些农民工子女，以及符合条件后成为“新市民”的子女也能享受到与城

市孩子平等的教育，是社会各界共同的责任。F 校地处城乡结合部，周边居民中很大部分是

由外来务工人员和后来成为“新市民”的务工人员及其子女组成。据不完全统计，F 校新市

民子女比例占全校学生总是人的约 50%，针对这一生源特征，学校格外要求重视对这部分学

生群体的关爱与教育，拒绝一切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歧视行为。因此，F 校在 L 校长的带领

下，开展了一场扎根于课堂教学的学校教育改革。L 校长认为，“新平民教育”就是要摒弃

在基础教育阶段就出现的，对学生所开展的各种甄别式与淘汰式的教育评价活动，要让教育

回归到“人”的关注。需强调的是，这里的“人”是每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学校在对其加

以培养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教育与社会生活的紧密联系，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接受到平等的、

充满人文性的、能引导其在现代社会中文明生活的教育，而这一点对于 F 校的学生来说尤为

重要。然而，现代很多教育教学中仍存在使学生与生活相分离的问题，且在不少看似“精彩”

的公开课背后，其实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一面。因此，F 校的 L 校长和全体教师在“新平民

教育”的学校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希望通过“本色课堂”的教学改革，真正找到适合广大平

凡学子成长的教育。 

按照 L 校长的阐释，“本色课堂”中的“本色”就是指本本分分做好教育的事情，这其

中要更加符合教育的本来目的，要从理念到实践中真正突出以“学生的学”为主，并在此过

程中去提升教育教学成绩，而不是“为了展示给别人看”去进行表面化的课程改革。具体而

言，“本色课堂”意在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要注重从学习动机、学习内容、学习方法、

学习环境、学习时间、学习过程等各个方面对课堂教学进行重新深刻的研究与改革。根据“

近发展区”理论，每个孩子在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发展水平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其中，实

际发展水平指的就是孩子在活动中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水平，而潜在发展水平则指的是孩子

在其他人的帮助下所拥有的能力，这二者之间的区域则视为孩子的“ 近发展区”。“本色课

堂”要求教师应关注学生的“ 近发展区”，在开展教育教学的活动中，提出适当的教育教

学目标，经过自学、讨论、联系、检查等， 后师生共同对知识点给予总结，从而完成学生

主动学习这一过程。“本色课堂”摒弃那些“哗众取宠”式的教学改革与教学环节，将“先

教后学”转变为“先学后教”，从而建构起“自主、合作、探究、高效”的，真正有助于学

生能力提升的课堂。 

（二）“20+20”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为进一步将“本色课堂”的教学改革理念落实到教育实践中，F 校依据本校原有教学基

础较为薄弱，学生生源层次不齐的现状，提出要从课堂结构的变革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在

L 校长看来，如今的课堂必须要培养学生对学习的兴趣，以及好的学习习惯和相关能力。然

而，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教师更多关注的是对教材内容的传授，却忽略了对学生情况的了

解和分析，所以传统课堂中的教师会占用了大量时间去讲解知识，而这也造成了学生在被动

听讲的过程中，不仅失去了对学习的兴趣，降低了有关自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的能力。毫

无疑问，这种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早已受到教育界的批判，且明确提出要加以系统变革，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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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中，也总是由于缺乏可将其付诸实践的有效“抓手”而使教学模式的改革显得步履

维艰。从建校之初直至现在，F 校教学改革 大的任务之一便是不断思考如何激发大面积学

困生的学习信心。L 校长在充分征求全校教师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20+20”的课堂教学

改革要求，目的是改变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能有更多机会去主动思考、自主

探究。在具体实施中，“20+20”课堂教学模式指的是教师课上所有关于知识点的讲授、梳理，

以及相关点评等的用时不得超过 20 分钟，与之相对应，学生自主探究、讨论、思考、展示、

交流等的实践则不得少于 20 分钟。此外，学校还要求教师要努力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做到“三讲”（讲重点、讲难点、讲易错易漏易混合知识点）和“三不讲”（学生已经会的不

讲、学生自己能学会的不讲、学生学不会的不讲），从而在提高教学效率的同时，真正提升

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为配合这一课堂教学改革，F 校也积极尝试改变原来的课堂座

位形式，教师可根据课堂组织的需要，将传统的“秧田式”改为“马蹄形”来进一步方便师

生以及生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当然，好的课堂并不只限于一种具体模式，因此，根据教师教

学能力的不同，F 校在实践“本色课堂”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提出可在“本色课堂”基本教学

模式的基础上，生成不同具体的课堂教学模式，从而丰富“本色课堂”的教学理念与实践，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 

L 校长认为改革课堂教学便是进入了教育改革的核心领域，需要尽可能摒弃传统课堂所

奉行的那种通过大量重复练习来巩固知识的教学模式，真正从学生的需要出发，注重给予他

们更多表达与展示的机会，进而让课堂成为促进学生发展的地方。当前，F 校仍在不断加强

有关“本色课堂”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并邀请相关专家来学校进行课堂教学指导，与此

同时，师生也相比之前更愿意主动参与其中去开展教学实践活动。L 校长相信“好的教育是

近乎无言的”，F 校也希望通过“本色课堂”教学改革，不仅能让教师对每一个学生都充满

信心，而且让学生自己也会逐渐找到学习的兴趣，并 终在教与学的幸福体验中提升教育教

学质量。 

 

二、“诚信考试”制度：彰显学校养成教育特色 

 

学校德育工作究竟应如何开展，是每一所学校在办学治校过程中必须要去思考的重要问

题，且对学生人格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因此，面对当前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德育工作的巨大

挑战，如何将德育与学校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也成为 F 校开展“新平民教育”

过程中所要研究的一大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就是培养人养成良好习惯的过程，应体

现在对人思想与行为等各个方面一点一滴的影响与改变上，而这也就是养成教育的力量。因

此，F 校便把推动养成教育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在“先懂事，后考试”的理念引导下，

建立了学生考核与激励新机制。其中不得不说的便是 F 校的“诚信考试”制度。 

当前很多时候，教育将目标过多地集中在所谓的“好学生”身上，而往往对在传统教育

评价体系中被视为“差生”的学生则要么疏于管理，要么觉得其“一无是处”，需要格外加

以批评教育。但在 L 校长看来，“教育 大的功能不是把好学生培养好，而是要把普通培养

成优秀，把薄弱培养为成功”。F 校的学生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教育相对较为落后的地区，且

由于没能受到较为正确的家庭教育，有些孩子甚至连 基本的文明生活常识都显欠缺，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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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说远大的抱负了。面对这种情况，L 校长提出将学生的行为习惯的养成作为学校的常规工

作，不仅从学生生活、学习的细节中，去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习惯，而且特别设立了“诚信

考试”制度。 

“诚信考试”制度在 开始实施阶段，很多教师都在担心，认为在无人监考的情况下，

学生能否真正做到诚信考试是很值得怀疑的，且如果学生靠作弊完成了考试，那么这样的成

绩如何能反映学生掌握知识的真实水平。很多学生也觉得很稀奇，头一次遇到考试竟然没有

教师监考，在这种情况下，考试能顺利进行下去吗？其中，就有个别老师向学校建议，是否

能够选择个别班级，例如主要是针对较为优秀的班级，来采用诚信考试的形式，而其他大部

分班级则仍采用传统的监考方式去进行考试。为此，L 校长和其他相关的学校领导特意开会，

并邀请部分班主任和教师前来参与讨论。在会上，各位老师谈了自己的各种担心，而其中

为主要的便是对考场秩序和对考试成绩真实性的担忧。L 校长在讨论中也阐释了自己力求开

展诚信考试的原因，他认为作为教师，我们应试着去相信学生，而且诚信考试并不仅仅是一

种考试形式，其更渗透着对学生品行的养成教育。当然，在开展诚信考试之前，还需要对教

师与学生进行必要的动员，以及建立相关制度予以保障。虽然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老师们也

认同诚信考试在学生品行的养成方面的重要意义，因此，同意在考试中尝试采用诚信考试的

方式，但内心深处却仍有很多担心。就这样，在师生的种种疑虑中，从 2008 年建校开始，F

校在初中部开始实行了“诚信考试”制度，在第一年的两次期中考试期间，学生在没有监考

教师全程监督的情况下，两次诚信考试未出现一例违规行为。这不仅给师生增强了信心，也

充分表明 F 校在诚信教育上的成功。F 校的学生在诚信考试中体会到了尊重与被尊重，也学

会了自我监督。如今，“诚信考试”在 F 校已被认为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教师和学生都相信，

我们的考试成绩一定是真实的、可靠的、有效的。 

当然，“诚信考试”制度能够在 F 校得以顺利实施，不仅在于其树立了要相信学生、尊

重学生的教育理念，而且也归功于 F 校已通过多种形式对学生开展诚信教育。其中，F 校会

在正式“诚信考试”之前，请学生就相关方面的内容开展国旗下讲话活动。选择这样一个场

合和时间，既能对全体学生进行“诚信考试”的总动员，又能通过同学的倡议，而不是老师

的说教来说明“诚信”的重要意义，这也让学生真正感到“诚信考试”是自己要主动做出的

承诺，而不是老师要求之后才被动的去接受。下文选自 F 校一次关于“诚信考试”的学生国

旗下演讲内容。 

 

F 校一次关于“诚信考试”的国旗下演讲稿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大家上午好！我是 F 校××年级××班的××。 

随着期中考试的临近，我们感受到了四月的校园里充斥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紧

张的学习氛围。大家努力复习着，只为考出一个好成绩，不辜负老师和家长的期

望，也不辜负自己这半年来做过的一张张试卷，不辜负那深夜时分窗前的灯光。 

在这里呢，我想先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小故事：许多年前的一天，几位日本

摄影师请当地一位少年代买啤酒，这位少年跑了 3 个多小时。第二天，那个少年

又自告奋勇地再替他们买啤酒。这次摄影师们给了他很多钱，但直到第三天下午

那个少年还没回来。于是，摄影师们议论纷纷，都认为那个少年把钱骗走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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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夜里，那个少年敲开了摄影师的门。原来，他只购买到了 4 瓶啤酒。然后，

他又翻了一座山，趟过一条河才购得另外 6 瓶，返回时摔坏了 3 瓶。他哭着拿着

碎玻璃片，向摄影师交回零钱，在场的人无不动容。面对诱惑，不为其所惑，虽

平淡如行云，质朴如流水，却让人领略到一种山高海深。这是一种闪光的品格，

诚信。 

从小到大，长辈常常教育我们，做人要讲诚信。《狼来了》的故事想必大家

都听过，故事中，小男孩为了自己的私欲多次撒谎，因此失去了别人对他的信任，

后只能自食其果。其实，在我们内心深处的某一个角落，都有着这样的一个小

男孩。请同学们好好地问自己这么几个问题：你欺骗过别人么？答应了别人的事，

你有没有做到？许下的承诺，你有没有遵守？“若有人兮天一方，忠为衣兮信为

裳”。可见，诚信是多么的重要，它是联接人与人之间友好关系的桥梁。 

同样，在考场上，我们也要做到讲诚信。讲诚信，就是在考试时不左顾右盼，

交头接耳；讲诚信，就是在无人监考的情况下，认认真真独立思考；讲诚信，就

是同学之间相互督促，相互提示，制止作弊，弘扬正气；讲诚信，就是绝不抄袭

他人答案，相邻考生不出现雷同卷。讲诚信，就是全校学生共同营造“守纪光荣，

违纪可耻”的氛围，文明考试，诚信克己。遵从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不作

弊，自尊自爱，自省自律。 

请大家来算一算，假如你为了一时漂亮的成绩，想留下所谓的“光辉”的一

笔，而失去了人之根本——诚信，在家长、老师、同学不信任的目光中，你还抬

得起头么？除了一个虚假的成绩，你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我想，答案一

定是后者。我们赢要赢得漂亮，输也要输的光彩。 

学以载道,诚信为本诚信是道路，随着开拓者的脚步延伸；诚信是智慧，随

着博学者的求索积累；诚信是成功，随着奋进者的拼搏临近；诚信是财富的种子，

只要你诚心种下，就能找到打开金库的钥匙。 

对于“诚信”这个话题，同学们都能侃侃而谈一番，但请不要做语言的巨人，

行动的矮子。让我们带上智慧与信心，带上诚信与勇敢，走向美好的明天！ 

 

此外，F 校还会请每位参加“诚信考试”的学生填写个人诚信考试承诺。将诚信教育融

入庄严的仪式中，使学生更能感受到那份来自学校老师、同学的信任，从而不仅让学生真正

从心底去遵守“诚信考试”的相关规则，提高了自主学习主动性与自我监督的意识，而且也

让“诚信考试”变得不只是一次考试，而是一次重要的诚信教育。下文是 F 校的《诚信考试

承诺书》。 

 

F 校诚信考试承诺书 

我是 F 校考生，为体现本人是一位知荣辱、守诚信的学生，在考试期间作如

下郑重承诺： 

1.我已知晓《F 校诚信考场规则》的详细内容并愿意自觉遵守。 

2.我保证按有关规定参加考试，并自觉遵守相关制度，如有违反，自愿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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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 

3.我自愿遵守诺言，并在承诺书上签上自己的大名，以实际行动争做合格“F

校人”！ 

承诺人签名：             

                                          （   ）班    年    月    日 

 

尊重与信任其实是 好的教育，且教育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性活动，所谓的德育与智育是

不能分开的。基于校情，在保证教育教育质量的前提下，F 校将养成教育落实到日常教育教

学中点点滴滴。毫无疑问，“诚信考试”已不仅成为 F 校养成教育的一大特色，也成为了学

生形成自我监督与自主学习意识，及其他良好行为习惯的重要途径，而这些也都是学校“新

平民教育”办学理念的具体体现。 

 

三、全校运动会：为每个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 

 

教育不仅要把人培养成为拥有一定知识储备的现代公民，而且更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

供空间与平台，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要加强对提升学生身体素质方面的重视程度，这

不只是依据国家相关要求所必须执行的课程内容，也因为在体育活动中的确能使学生不同方

面的能力得到提升。体育活动能帮助学生拥有健全的人格、阳光的心态和积极乐观、勇于拼

搏的精神品质，而这些不仅对学生在校的学习生活会有促进作用，且对学生的未来成长与发

展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因此，作为承担着为学生多元发展奠基这一重要使命的基础教育，绝

不能只把目光聚焦在课堂教学成绩上，还应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通过丰富多样的体育

活动，不仅增强学生的身体素质，更为其提供展示自我、提升自我的舞台。 

F 校从建校以来，就一直坚持“阳光体育”运动，确保学生每天有 1 小时的体育锻炼时

间，并充分利用学校在其他方面的优势，积极创新“阳光体育”形式，从而形成了本校的体

育特色。其中，不得不说的便是 F 校的运动会。与很多学校不同，F 校每学年举行两次全校

规模的运动会，春季运动会以竞技体育为主，重在提升学生的体育运动能力，冬季运动会以

趣味体育为主，重在激发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 

每当学期开学时，F 校都会首先确定好本学期运动会的主题，然后经过一定范围内的讨

论之后，交由德育处主要负责并具体实施。而对于运动会主题与形式的确定，L 校长也有着

自己的思考和看法。他认为运动会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全校性质的活动，不仅要让每个班级都

积极参与其中，更要给每个孩子展现自己的机会，绝不能让 F 校的运动会变成多数孩子陪

少数体育突出的孩子进行的运动会，要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运动会中受到重视，并得到成长。

这一理念也得到了 F 校广大教师的认可，因此，各班级在为运动会做准备的过程中，会尽

可能发挥班里的每一个学生的长处，甚至在部分高年级中，有关运动会的策划工作都由学生

来完成，教师只是给予必要的辅助。在运动会举办期间，从准备工作到正式开幕，再到比赛

项目进行，都能看到每个学生沉浸在体育活动所带给自己的快乐体验中。 

2016 年春季刚开学，F 校的所有校级领导就开始积极筹划本学期的运动会，大家都在

思考如何在充分彰显“新平民教育”理念的同时，让本次运动会能在形式与内容等方面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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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的突破与创新。经过反复商讨，学校确定以“民族大团结”为活动主题。一方面，学生

可通过本次运动会对我国各民族的风土人情、文化特色等有所了解，是一次难得的研究性学

习；另一方面，学校将尽可能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运动会中，这不仅丰富了学生的校园文

化生活，而且相信其也将成为他们学习生活中一次难忘的经历。有了明确的目标，在 3 月中

上旬，学校德育处将校长室有关本次运动会的主题与意义等通知到各班级，并召开班主任工

作会议，认真听取大家相关意见和建议， 终形成了本次“民族大团结”运动会的流程安排。

接下来，在各班派代表抽取了本班所要重点介绍的民族之后，有关运动会的准备工作正式开

始了。虽然由于受家庭条件的限制，F 校的很多学生没有机会在课外学到其他方面的特长，

但这并不代表这些学生就一定没有创造力，且实践证明，只要学校能给他们更多表现的机会，

在一次又一次的锻炼中，每一个学生都有值得称赞和骄傲的地方。例如，有些班级依靠学生，

在运动会入场式的服装设计方面做出了很多新的尝试；也有些班级是班主任和全班同学齐上

阵，共同编排了具有民族特色的舞蹈节目。当然，运动会的很多准备工作需要利用课余时间

完成，但可以看出，学生们对此充满了热情与期待。4 月 8 日上午八点，F 校如期举行了“民

族大团结”春季运动会的开幕式，全校以班级为单位，每个班“代表”一个民族，在主席台

前，各班按次序分别从不同方面向大家展示了所“代表”民族的特色，与此同时，每个班选

派一名学生代表对相应的民族进行了简要介绍。开幕式结束后，部分班级的学生还通过自己

的研究制作了相关民族的简报（见图 1），在进一步加深其认识的基础上，也提升了学生的

综合能力。经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本次运动会中各班级共研究并展示了景颇族、哈尼族、

普米族、东乡族、毛南族、白族等 49 个民族。 

 

图 1  F 校学生有关“民族大团结”运动会的活动简报 

 

在运动会举办期间，F 校还特意邀请学生作为部分项目的裁判员和志愿者。也许这些学

生的学习成绩很一般，但通过在运动会时热心为其他同学服务、一丝不苟地去公正评判每一

位同学的比赛成绩，学校、老师和同学看到了他们也有值得大家学习的闪光点。而这时，这

些平日在班里总是被忽视的学生，也许是第一次得到了表扬，也使他们突然意识到“原来我

也有值得称赞的优点！” 如此一来，F 校的运动会不仅变成增强全校学生身体素质的运动会，

而且通过给予每一位学生展示自己优点的机会，极大地提升了学生的自信心，增强了班级的

凝聚力，也使运动会成为学生在读书期间一次快乐与幸福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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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倾情的参与、全心的付出，才能分享到成功的喜悦。很显然，F 校的运动会已远远

超出了运动会本身的价值，成为该校实现“新平民教育”办学理念的重要途径。人的能力是

有限的，也是无限的，特别是对于学生而言，他们的很多潜能其实常常是在活动中被激发出

来的。F 校的每个学生都能在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会中找到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学校也十分

重视通过运动会给予学生更多发展的平台。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会发现，可能就是在参与

某次运动会的过程中，学生不仅重新认识了自己，而且也再次对未来有了新的期待，从而促

使他们努力学习，并 终学有所获。 

 

结语 

 

对于学校办学理念的理解，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认识。有学者认为办学理念就是学校

发展中的一系列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即其教育价值所追求的集合体，是学校自主建构起来的

学校教育哲学⑤；也有学者提出学校办学理念是以学校为载体并致力于以学校发展为目标的

办学宗旨及其价值实现，规定了学校的精神、使命、宗旨、功能与价值观⑥。无论从哪个角

度来看，办学理念不仅对学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也成为影响学生成长的主要因素，因

此，每所学校都会非常重视对办学理念的研究。 

F 校在充分了解了本校学生的家庭教育、学习现状等情况后，结合中小学的主要任务就

是为学生的成长奠定基础这一核心要求，提出要开展“新平民教育”。L 校长认为，如今的

基础教育改革看似轰轰烈烈，实则仍无法摆脱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育模式。从小学到中

学，通过层层选拔式考试，使得部分学生早已被淘汰。这种教育不仅违背了基础教育的要求，

而且也让这些学生失去了继续学习的动力，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持续发展。因此，L 校长认为

我国的基础教育急需一场解放，这种“解放”是让教育回归 朴素的一面，即要以悲天悯人

的教育情怀去关心所有的孩子。相比于 20 世纪 20 年代晏阳初所倡导的以识字为先，以生计

教育、文艺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为“四大教育”的平民教育而言，F 校的“新平民教

育”以培养合格的现代公民为根本立场，强调在当前教育信息化与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

景下，基础教育要在注重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的同时，更加关注底层学生的多元发展，为每

位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条件，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彰显，从而凸显基础教育的普惠性、公

平性与现代性。 

在学校的教育实践中，F 校的“新平民教育”办学理念主要是通过“本色课堂”教学模

式改革、建立“诚信考试”制度，以及举办全校运动会为全体学生提供不同的展示机会这三

方面来加以体现的。在“新平民教育”办学理念的引领下，F 校的 L 校长与教师一起正在努

力为每一个普通且平凡的孩子搭建成长的平台。从 2008 年建校以来，F 校先后被评为全国

和谐教育名校、全国养成教育实验学校、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实验学校、省中小学校创先

争优先进集体、省体育工作先进学校等。教师和学生也纷纷在国家级、省级、市级等各类比

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经过短短几年，F 校已成为所在区域内的一所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学

																																																								
⑤
 郭元祥.论学校的办学理念[J].教育科学论坛,2006(4):5-8. 

⑥
 孙绵涛.校长办学理念的价值取向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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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如今，走进 F 校，整洁美丽的校园映入眼帘，学生的朗朗读书声传入耳中，迎面走来一

位谦和的校长，向你讲述在“新平民教育”的实施过程中，F 校点点滴滴的变化。我们无法

预知学生的未来，但可以为他们的成长插上“翅膀”，与此同时，F 校有关“新平民教育”

的故事还在继续…… 

 

 

案例思考题  
 

1.请思考学校办学理念对学校发展的作用。 

2.结合案例，请对 F 校所坚持的“新平民教育”办学理念做出评价。 

3.谈谈从 F 校的办学理念中可看出当前我国中小学在办学治校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都有

哪些？ 

4.通过对本案例和其他学校办学理念的反思，谈谈形成学校办学理念的依据有哪些？ 

5.结合 F 校与其他学校的办学理念，讨论究竟什么样的办学理念才能真正促进学校教育

的发展？其背后应持有的教育立场又是什么？ 

 

案例使用说明  
 

1.适用范围 

适用对象：教育领导与管理专业研究生或本科生，学校管理人员与教育行政人员等 

适合课程：学校办学治校的理论与实践，学校管理变革等 

2.教学目的 

①了解和掌握学校办学理念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经验，特别是加强对当前学校办学治校中

的成果与问题等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 

②培养学员从宏观层面重新看待学校办学理念的地位，并能对学校办学理念的变革原

因、形成路径等内容有所思考； 

③形成对传统学校办学理念的反思态度，特别是对学校办学理念在引领学校发展方面能

有新的认识，鼓励学员对不同学校办学理念及学校管理改革进行评价。 

3.要点提示 

相关理论： 

学校教育理论：学校教育的目的、学校教育的功能、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 

学校变革理论：变革的目的、办学理念的作用、办学理念的依据。 

学校管理理论：校长权力、校长领导与管理的艺术、学校管理的改革趋势。 

课程改革理论：课程改革的内容、课程改革的现状、课程改革的完善策略。 

关键知识点：学校办学思想、教育观、学生观 

关键能力点：深刻理解以学生为本位的教育内涵，反思当前学校办学理念的立场与

实践方式，并提出改善学校办学现状策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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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思路：通过对 F 校办学理念的形成依据、举措等方面的分析，引导学员对

学校办学理念在学校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不同学校办学理念做出评价，并结合 F 校办学治

校的实践，鼓励学员思考如何在现实需求与理想愿景间寻找一条合适的学校教育改革之路。 

4.教学建议 

时间安排：大学标准课 4 节，240 分钟。布置和预习 1 节，上课讨论 3 节。 

环节安排：内容布置→学生分组→小组查阅资料、走访学校→讨论研习→上课交流→师

生互动。 

适合范围：40 人以下的班级教学。 

教学方法：案例教学讨论为主，教师参与点评、互动。 

工具选择：录音笔、多媒体、发言记录本、案例打印资料等。 

组织引导：明晰案例学习任务，提出必要的讨论问题，提示学员充分查阅相关资料。 

          引领学生分享学习思考，比较其他学校与 F 校办学理念的异同。 

鼓励师生互动中给予及时点评和反馈。 

活动设计建议： 

在案例教学之前，要分好学习小组，并提出课前准备要求，鼓励学生尽可能收集相关理

论与实践材料，并对类似的学校进行实地调研。 

在开展案例教学期间，要给予不同小组学生充分发表观点的机会，提醒小组成员做好发

言记录或者录音整理工作。教师准备好点评资料和相关内容提纲。 

在课后，教师要及时做好教学反思，以便对后续课堂教学进行有效完善。同时，教师要

及时对学生提交的总结报告给予反馈，并鼓励小组内部及不同小组间对总结报告做出自评与

互评。 

5.推荐阅读 

[1]孙绵涛.校长办学理念的价值取向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2]陈永明等.《中小学校长专业标准》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3]张新平.领导理论:为办学管校提供高位引领[J].中小学管理,2013(1):17-19,32. 

[4]史燕来.中小学校办学理念探析[J].中国教育学刊,2004(5):59-62. 

[5]叶文梓.论中小学校长的办学理念[J].教育研究,2007(4):8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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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类教学案例 

基本结构与体例格式要求 
 

 

为顺应教育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需要，进一步推动和规范各培养单位

开发教学案例，深入推广案例教学，切实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教学质量，

特制定教育活动类教学案例基本结构与体例格式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教育硕士各领域/方向校本课程开发、活动类课程教学、教师

专业团队建设、教研科研、校内外德育和班团队会等教育活动类的教学案例的开

发与入库审核工作。 

 

    一、案例基本结构 

本类型的案例文本，应由案例标题、首页注释、摘要/关键词、背景信息、

案例正文、案例思考题、案例使用说明等部分构成。 

各部分基本要求如下： 

（一）案例标题 

选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反映中小学活动类课程教学、德育工

作以及教师专业发展等各类组织与开发活动之中的突出问题。 

宜用描述性语言，避免价值主导或宣称性话语。同时附上英文。 

（二）首页注释 

标注案例作者基本信息、项目来源、案例真实性及其教学功能。 

（三）摘要/关键词 

用于概括案例的主要内容。行文简明扼要，不做评价性分析或提倡导性建议

要求。200∼300 字之间。 

选择“关键词”时应从案例内容、蕴含主题等方面加以取舍。一般 3∼5 个。 

摘要和关键词附上英文。 

（四）背景信息 

用于说明该案例的时代背景、理论基础及其现实脉络等。字数在 1500 左右。 

（五）案例正文 

呈现案例的主体内容，案例正文的描述一般以过去时态编撰和组织材料，素

材具有真实性、新颖性、故事性、冲突性和原创性，提倡文风朴实、紧扣主题、

措辞恰当、立场中立，不要分太多小点（即尽量减少标题层级）。 

对于案例涉及到的一些敏感信息，应进行掩饰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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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幅一般在 8000∼15000 字之间。 

（六）案例思考题 

针对案例主题和争议性问题为案例学习者提供思考题，引导其运用案例中的

理论与策略解决类似的德育教研等问题，从而增强案例的辐射性， 大化地发挥

案例教学的功能。 

思考题一般为 4∼6 道。 

（七）案例使用说明 

用于帮助教师更方便地使用案例开展案例教学。可以分条的方式呈现，要相

对精练，不宜表述过多。其内容主要包括： 

1. 适用范围：包括适用课程和学习对象。 

2. 教学目的：包含教学目标及其涉及的相关理论、策略与技能。 

3. 关键要点：包含案例中的关键信息、关键知识点、关键能力点与案例分

析的思路。 

4. 教学建议：包含案例教学过程中时间与环节的安排、教学方法与工具的

选用、组织引导、活动设计等建议。 

5. 推荐阅读：推荐给教师和学习者课前阅读或拓展阅读的文献。 

（八）附件 

对理解与讨论案例有帮助，又不适合放在正文部分的资料。根据需要提供，

不要求每一个案例都提供附件。 

 

    二、案例编写体例 

   （一）标题层次 

序号层次：第一层用“一、”，第二层用“（一）”，第三层用“1．”，第四层用

“（1）”，第五层用“①”。 

（二）文中注释 

案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图表、数据、照片、插图、历史资料等材料，如需说

明，一律采用表（图）下注释的方式予以说明。 

（三）文献引注 

案例中的文中注释和推荐阅读文献的标注方式，参照 GB/T7714—2015。 

1.专著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

者. 版本项.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

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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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 1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北京: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3] 北京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历代

王朝与民族宗教[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112. 

    [4]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信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 

GB/T 25100-2010[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0: 2-3. 

[5] 徐光宪, 玉祥云. 物质结构[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 

[6] 顾炎武. 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2.  

    [7] 王夫之. 宋论[M]. 刻本. 金陵: 湘乡曾国荃, 1865（清同治四年）. 

    [8] 牛志明，斯温兰德，雷光存．综合湿地管理国际研讨会论文集[C].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2. 

    [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辽宁省档案馆. 中国明朝档案总汇[A]. 桂林: 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0] 杨保军 . 新闻道德论 [D/OL]. 北京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10 

[2012-11-01].http://apabi.lib.pku.edu.en/usp/pku/pub.mvc?pid=book.detail&. 

metaid=m.20101104-BP0-889-1023&.cull= CN. 

    [11] 赵学功.当代美国外交[M/OL].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2014-06-11]. http: // www.cadal.zju.edu.en/book/trySinglePage/ 

33023884/1. 

    [12]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防灾国家重点实验室. 汶川地震震害研究[M/OL]. 

上 海 : 同 济 大 学 出 版 社 , 2011: 5-6 [2013-05-09].http://apabi.lib. 

pku.edu.cnlusplpkulpub.mvc?pid=book. detail&.metaid=m.20120406-YPT- 

889-0010. 

    [13] 中国造纸学会. 中国造纸年鉴：2003 [M/OL].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03[2014-04-25]. http ://WWW.cadal.zju.edu.cnlbooklviewl25010080. 

    [14] PEEBLES P Z, Jr. Probability, random variable, and random signal 

principles[M] . 4th ed.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1. 

    [15] YUFIN S A. Geoecology and computers: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s of Computer Methods in Geotechnical 

and Geo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oscow, Russia, February 1-4, 2000[C]. 

Rotterdam: A. A. Balkema, 2000. 

    [16] BALDOCK P. Developing early childhood servic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M/OL]. [S. l.]: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11: 105 [2012-11-27]. http:lll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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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ilibrary.comlOpen.aspx? id= 312377. 

    [17] FAN X, SOMMERS C H. Food irradiation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2nd ed. 

Ames, Iowa: 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25-26[2014-06-26]. 

http://onlinelibrary. wiley.comldoi/10.100219781118422557.ch21summary. 

2.专著中的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志/文献载体标识].析出文

献其他责任者∥专著主要责任者.专著题名:其他题名信息.版本项.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年:析出文献的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 周易外传: 卷 5[M]∥王夫之. 船山全书: 第 6 册. 长沙: 岳麓书社, 

2011:1109. 

    [2] 程根伟. 1998 年长江洪水的成因与减灾对策[M]//许厚泽, 赵其国. 长江

流域洪涝灾害与科技对策.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9: 32-36. 

    [3] 陈晋鏕, 张惠民, 朱士兴, 等. 蓟县震旦亚界研究[M]//中国地质科学院

天津地质矿产研究所. 中国震旦亚界. 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0: 

56-114. 

    [4]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35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302. 

    [5] 贾东琴, 柯平. 面向数字素养的高校图书馆数字服务体系研究[C]//中国

图书馆学会. 中国图书馆学会年会论文集: 2011 卷.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

版社, 2011: 45-52. 

    [6] WEINSTEIN L, SWERTZ M N. Pathogenic properties of invading 

microorganism[M]//SODEMAN W A, Jr, SODEMAN W A. Pathologic 

physiology: mechanisms of disease. Philadelphia: Saunders, 1074: 745-772. 

    [7] ROBERSON J A, BURNESON E G. Drinking water standards, regulations 

and goals[M/OL]//American Water Works Association. Water quality & 

treatment: a handbook on drinking water, 6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2011:1.1-1.36[2012-12-10]. http://lib.mylibrary.com/Open.aspx?id=291430. 

3. 期刊、报纸中的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连续出

版物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年, 卷（期）: 页码[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

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 袁划来, 陈暂, 肖书海, 等. 蓝田生物群: 一个认识多细胞生物起源和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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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演化的新窗口[J]. 科学通报, 2012, 55(34): 3219. 

    [2] 余建斌. 我们的科技一直在追赶: 访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N/OL]. 人民

日报, 2013-01-12(2) [2013-03-20].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 

2013-01/12/nw.01l0000rcnmrb_201301l 2_5-02.htm. 

    [3] 李炳穆．韩国图书馆[J/OL].图书情报工作，2008, 52(6)： 6-12[2013-10- 

25].http ://www.docin.com /p-4002 65742.html. 

    [4]  李幼平, 王莉．循证医学研究方法：附视频[J/OL]. 中华移植杂志(电子

版 )2010, 4 (3) : 225-228[2014-06-09]. http://www.cqvip.com/ 

Read/Read.aspx? id= 36658332. 

    [5] 武丽丽, 华一新, 张亚军, 等．“北斗一号”监控管理网设计与实现[J/ OL]. 

测绘科学, 2008, 33(5):8-9[2009-10-25].http://vip.calis.edu.cn/CSTJ/Sear.dll? 

OPA_CreateDetail. DOI: 10.3771/j.issn.l 009-2307 .2008.05.002. 

    [6] KANAMORT H. Shaking without quaking [J]. Science, 1998, 279(5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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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例排版格式 

（一）案例标题 

中文：黑体、小二、居中；英文：Times New Roman、三号、加粗、居中。 

（二）首页注释 

楷体、小五、单倍行距（所有文中注释也为楷体、小五、单倍行距。文中页

下脚注为宋体、小五、单倍行距）。 

（三）中文摘要/关键词 

文字内容用楷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摘要”与“关键词”本身用楷

体、四号、加粗。 

（四）英文摘要/关键词 

文字内容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行间距固定值 18；“Abstract”和“Key 

words”本身用 Times New Roman、四号、加粗。 

（五）背景信息 

文字内容用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背景信息”本身用黑体、四号。 

（六）案例正文 

一级标题用黑体、四号；二级标题用黑体、小四；三级标题用黑体、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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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文字内容行间距固定值 18。“案例正文”本身用黑体、四号。 

（七）案例思考题 

文字内容用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案例思考题”本身用黑体、四

号。 

（八）案例使用说明 

文字内容用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案例使用说明”本身用黑体、

四号；“适用范围”、“教学目的”、“要点提示”、“教学建议”、“推荐阅读”本身

用黑体、小四。“相关理论”、“关键知识点”、“关键能力点”、“案例分析思路”

本身用黑体、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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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活动类参照案例（此参照案例仅为结构与体例格式示范） 

 

	

我是谁——大队辅导员 Q 老师的角色冲突∗ 
 

 

摘要： “立德树人”被确立为教育根本任务后，少先队建设与大队辅导员工作的重

要性更加凸显，也提出了知识和实践上如何进一步明晰大队辅导员身份的要求。Q 老师工作

三年后，被校长任命为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她在工作中时常遭遇“教师还是管理者”、“正式

行政人还是边缘管理者”、“服务者还是干扰者”和“业余者还是专业人员”的角色混乱，并

带来任务繁重、压力加大、认同不够、矛盾增多、定位不明等问题。Q 老师的经历与困惑，

提出了在知识和实践层面思考中小学大队辅导员的职业角色定位、大队辅导员队伍专业化的

必要性与建设路径、以及更具一般性的教师兼职等问题的要求。 

关键词：大队辅导员；角色冲突；教学；行政；专业化； 

 

Role Conflicts of Teacher Q in Charge of Young Pioneers 
 

Abstract： In new period, we must adhere to take high moral values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Accordingly, it becomes more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Young Pioneers work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its supervisor’s personnel, and to clear the role of Young Pioneers 
supervisor. After worked as a Chinese for nearly three years, teacher Q was appointed 
as the Young Pioneers supervisor by school principal. She often faces role conflicts at 
work, teacher or administrator, formal administrator or informal administrator, server 
or disruptor, and amateur or professional. These role conflicts gave rise to a lot of 
problems. They remind us to think some knowledge and practical questions, such as 
the role definition of Young Pioneers supervisor, the necessities and paths of 
professionalization of Young Pioneers supervisor and part-time teacher and so on. 

Key words： Young Pioneers supervisor, role, teaching; administration, 
professionalization	
 
背景信息  

 

																																																								
作者简介：***，男，***人，***大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教育领导与管理研究。 
编制说明：按照访谈学校的要求，作者对访谈学校的名称、所在城市及相关人员等，做了必要的掩

饰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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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的确立，进一步凸显了少先队工作的重要性。少先队辅导员

又是少先队工作的基石。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人事部和全国少工委于 2007年联合颁布的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中指出：少先队辅导员是少先队员的亲密朋友和指导者，

是我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力量。2010 年

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明确少先队辅导员是少先

队工作中 为重要的力量，是少年儿童人生追求的引领者、实践体验的组织者、健康成长的

服务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者和良好发展环境的营造者。 

近些年，中央和地方围绕入职条件、组织建设、学习培训、考核奖励等问题，研制相关

制度，积极推动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其中， 为重要的文件之一就是《关于进一步加强

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然而，实践表明，如果不能实质性地明确少先队辅导

员特别是大队辅导员的工作身份，其他的各项工作都很难实质性地推进。目前，大队辅导员

身份不清或多重角色担当，仍是一种常态。这带来了大队辅导员的工作职责不明晰，与相关

教育主体的工作关系不协调，业绩考核评价不合理，自身职业发展定位不明确以及工作负担

过于繁重等问题。	

在既有的教育管理学教材和知识体系中，有关少先队工作与大队辅导员角色问题的专门

讨论还不普遍，主要放在德育管理或学生管理的主题下阐述。学术研究方面，聚焦大队辅导

员与少先队工作的系统深入的研究也较缺乏。《关于进一步加强少先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若

干意见》提出，要“探索在国家一级学科教育学下设与少先队组织根本任务紧密相关的二级

学科，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在高职高专、本科、研究生教育中开设相关教育教学内容，在此

基础上，探索建立辅导员参加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的专业科目，制定辅导员职业发展规划，

促进辅导员队伍向专业化发展。”这意味着，少先队实践工作与队伍建设的加强，亟须理论

研究、知识生产、教材建设、课程开发、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的支撑。可以说，没有

成形的、扎实的理论与知识基础，辅导员队伍的专业化很难真正实现。而明晰少先队辅导员

的身份与少先队工作的性质，则是理论探索与知识体系构建的首要任务。	

Q大队辅导员是一名女性教师，大学本科专业是旅游管理，通过参加认证考试获得教师

资格，并经由公开招聘考试成为江苏北部某地级市 A 小学的一名语文学科教师。在承担三

年教学与班主任工作后，被校长任命为学校的大队辅导员。A小学教育教学质量优良，在当

地有着不错的社会声誉，学校有学生 3000多人，教职工 100多人。所以，能够在工作不久

后被任命为学校的大队辅导员，Q老师感到是一种充分的肯定。至于为什么能够成为大队辅

导员，除了自己做事比较主动、投入，性格相对开朗之外，Q老师也时常猜测是不是与自己

的本科所学专业有关。从消极处看，她没有学科专业背景，分担一些“杂事”可能看上去更

加理所当然；从积极处看，学过相关管理知识的人，可能在别人眼里，更适合做一些“行政”

工作。不过，自真正负责少先队工作之后，究竟什么原因使自己成为大队辅导员已经不再重

要， 初“清晰”的被肯定感，越益被“模糊”的身份认同所替代。	

 
案例正文 
 

一、教师还是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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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命为学校大队辅导员时，Q老师有着一种“升级提档“的感觉。因为，校长对她说，

“现在也算是学校的中层干部与管理者了，以后要好好把工作做起来，要有大局观，要多讲

奉献，多为学生、为老师、为学校发展服务。”Q 老师 初以为，做了大队辅导员后，工作

的重心要转到学生与学校管理方面，教学工作要相对减一减了。不过，后来她发现，真实的

情况是“做加法”，而不是“此长彼消”。一方面，仍然要承担与以前一样的教学工作；另一

方面，还要做好少先队的工作。她说：“担任大队辅导员快五年了，我一直弄不清自己到底

是教师型管理者，还是管理型教师。”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职责有：抓好学校少先

队基础建设；组织开展少先队大队的各项活动；指导和协调中队辅导员工作；培训中队辅导

员；关注队员的身心健康，反映他们的意见和成长中的需求，争取学校、家长、社会的支持

和配合；维护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促进他们健康成长全面发展；协助学校行政管理工作；

协助社区少工委工作。履行好这些职责，意味着大量的工作。Q 老师说道：“大队辅导员的

工作说得宏观点，就是要抓好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教育，加强少年儿童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

深化少先队素质教育，使少年儿童在少先队组织中健康成长，全面提高少年儿童的综合素质。

但是，所有这些目标都要落实到具体工作上，落实到每一天、每一周、每一个月、每一个学

期的安排上。那就是一个相当大的工程量。”	

以 2016年为例，Q老师每一个月都要组织完成一项主题活动：一月份是学期总结月，

二月份是常规工作推进月，三月份是“行为规范 举止文明”月，四月份是“学会尊重 担

当责任”月，五月份是“珍惜时间 学会自律”月，六月份是“诚实守信 自信乐观”月，

九月份是尊师重教月，十月份是爱国主义教育月，十一月份是快乐成长月，十二月份是安全

法制教育月。按《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纲要（试行）》规定看，月度主题活动还只是各项工作

中的一种，作为少年儿童“人生追求的引领者”、“实践体验的组织者”、“健康成长的服务者”、

“合法权益的保护者”和“良好发展环境的营造者”，大队辅导员需要承担繁重的周复一周、

日复一日的常规工作。Q老师说道：	

	

工作日程早就排得满满，从周一到周五，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去做，从周一

的升旗仪式开始，每天要安排好红领巾广播宣传，安排好每天的小记者和播音员；

每周三、周五的鼓号队排练；每周还要安排召开一次中队会议；还有每天的红领

巾监督岗的工作安排，每个月还有雏鹰争章评比，唉，好多好多事情，忙不完的

节奏…… 

 

每天的事情就有好多，就拿安排每周一升旗仪式这项工作安排来说：要落实

好主持人，确定好讲话稿，选定发言人；要规范升国旗仪式，抓好从出旗、升旗、

国旗下讲话、一周小结、升旗手介绍等每一个过程；要组织学校领导为获得上周

纪律卫生流动红旗班级颁发流动红旗的活动；等等。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步骤都

要安排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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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大队辅导员，不仅要理所当然地负责少先队的各项工作，还意味着承担学校的许多

其他事务性的任务。Q 老师提到：“我不仅有忙不完的少先队工作，还有学校里其他琐碎繁

杂的行政事务要做。学校很多事好像都能跟我们大队辅导员搭上边，似乎哪里需要就都有大

队辅导员的事。大队辅导员就是万精油，干杂事的，好像学校的什么事情都要管。”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大队辅导员每周兼课一般不超过 6 课时，

从事少先队的工作时间每周不低于 10课时。大队辅导员的工作量要折算成相应的教学工作

量。”但实际上，大队辅导员的教学工作量并没有按规定控制与减抵。Q 老师感到，目前工

作上 头疼与矛盾的是“难以兼顾教学与行政事务”。	

	

我是由校长直接任命，成为应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的，但同时我还兼任学校语

文学科的教学工作，一周 10 节课，课时一点也不比那些没有任何行政事务的老师

少。教学这边，要备课，要批改作业，要参加备课组活动、教研活动，要为职称

晋级写文章，要积极争取、认真准备各个层次的公开课。少先队工作这边，有新

队员入队学习、宣传栏、卫生评比、中队会议、少先队干部会议、广播站等工作。

每天都忙得不停歇，同事们开玩笑都说，“每天见到我都是风风火火的”。所以，

一方面要做教师，要努力做个好教师；另一方面又要承担行政事务工作，做勤奋

的管理者。既想要教学出成绩，又要少先队工作做出成效，两方面都要照顾好，

真的很难。 

	

这种教学与管理双重工作带来的困扰并不是个别现象，据 Q 老师说，她身边的很多大

多辅导员平均每天要有 4-5小时的时间花在少先队工作上，甚至少数大队辅导员用于少先队

工作的时间达 4-5 小时。Q 老师说：“之前没有担任大队辅导员这项工作时，也听说过这项

工作的事务繁、杂、多，做了之后发现，确实是这样，总是让你手忙脚乱、应接不暇。”Q

老师所在学校德育处 F主任的话，让人更好地了解了教师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对于大队辅

导员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他说：	

	

学校的大队辅导员一般都由年轻老师来承担，因为刚刚走上工作岗位没有几

年，他们教学上还没有完全成熟，职称晋级以及参加各种比赛的压力也比较大，

需要投入不少时间。同样，事务管理上，他们也缺乏相应的经验基础，很多事情

都需要自己摸索，要比有经验的老师花费更多的时间。加之是年轻人，资历浅，

不仅组织别人参加工作方面有困难，而且其他人交代他们做什么事情都不好意思

推脱，不知不觉、不情不愿地揽下很多活。 

	

以至于在一次会议上，Q老师所在学校的 M校长也一再感叹：“说实在的，少先队工作真的

不是个好差事，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真的很累，每天接踵而来的事务性工作让人忙得就跟陀螺

一样转个不停，的确很累！” 

Q 老师说，繁重且具有分裂的双重工作，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每天下班后，都有

精疲力尽的感觉。”“工作和生活上一点也不从容，总是一件事赶着一件事，好多工作都是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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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关头才交差，感觉慌慌张张的，常常有焦虑感，虽然很困，但晚上就是不容易睡觉。”

“有时候累到无力的时候，甚至跑到房间里偷偷哭。”	

	

二、正式行政人还是边缘管理者 

	

Q 老师有点委屈与不甘地说：“真正纠结的还不完全是教师还是管理者的身份不清，更

大的问题是，大队辅导员到底算不算正式的管理者还要两说。”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大队辅导员按学校中层管理人员进行管理和

使用，列席校务会议。从事少先队工作多年，且成绩特别突出者，可列入教育系统后备干部

培养序列。”然而，Q老师很多时候感觉自己并不是一个正式的管理者。	

	

我一直感觉在学校的身份比较尴尬，说是中层吧，可各方面又没有达到像其

他中层管理者那样的待遇，说不是中层吧，可有时候又干着中层管理者的工作。 

	

“从上课工作量，我就跟学校其他中层管理者不一样。其他中层的课时上都有相应减免，

课时要求少一些，而我做了大队辅导员之后，课时仍然与以前的差不多，每周还是要上 10

节课。”Q老师说，	

“开会方面，也能够看出来。有时候开行政例会，教务主任、德育主任不在或有事时，

校长会要等他们来了才开始会议，或让他们把手上的事情调开来参加会议。如果是我有事，

行政例会毫无疑问会正常进行。我们学校还算做得不错了，每次开行政例会都让我汇报一下

少先对这方面的工作。在其他不少学校，有的虽然参加行政例会，但一般不常规性地汇报工

作，只是需要时才进行汇报；有的还不参加行政例会，只有要举行重大少先队活动时，才让

大队辅导员参加。 简单地，我每次行政例会，我都是坐在 边上、 远的地方。”	

工作补贴也是能反映大队辅导员身份的一个表现。《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对

少先队辅导员的培训、考核与奖励问题作出了相关规定，但没有涉及常规性的工作补贴问题。

Q老师说：	

	

少先队工作繁琐繁重，学校应该给予大队辅导员相应的工作补贴。从我了解

的情况看，绝大多数学校对于大队辅导员都有一些工作补贴，只有极个别学校没

有。但总体上，我们的工作补贴都不高。记得有次在教育局组织的大队辅导员工

作会议上，谈到补贴问题时，好多人认为，就目前的工作量来说，我们的工作补

贴每月应该再提高 600-700 元。在我们学校，大队辅导员是有工作补贴的，补贴

发放参照中层管理副职的标准。说句实话，我自己也从没有奢望过我的工作补贴

能跟中层正职一样，能够给到中层副职的标准已经很满足了，这个标准已经很不

容易了。我这种情况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貌似其他很多学校给的补贴都有限，

达不到中层副职的标准，只是象征性的。 

	

在 Q老师看来，校长在工作上支持与否，也反映了大队辅导员的行政地位。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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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校长以前一直从事教学工作，没负责过德育工作，更没做过大队辅导

员，现在当了校长，注重的还是学校教学，对于我们的少先队工作，要么不管，

要么应付应付，都是把事情推给我去做，还美其名说信任我，相信我能做好。 

对于少先队工作，校长基本的态度就是不出岔子就行。有时候，他也想搞一

些大活动，造出一些影响，但又不投入，啥事不问，全让我一个人搞定。 

记得有一次，我认真思考之后，带着方案满怀信心地跟校长汇报，准备如何

把庆祝少先队建队节搞得隆重一些，做出一些特色。结果校长却说，不用这么麻

烦，太复杂了，简单点就可以了，活动搞那么大，不仅人折腾，还要浪费不少钱，

如果活动中出现什么事，更得不偿失。想起刚刚开始这项工作时的热情，现在都

觉得有些可笑，现在我已经很少主动做什么设想设计了，真要是决定做了还是自

己倒霉，承担所有工作。 

其实，我也一直主动争取校长的支持。比如，学期开始时，把我的工作计划

拿给校长看，请他提提意见。可他要么就扫两眼，然后有点敷衍地说“计划还可

以，你就按照你的想法去实施吧”；要么让我把计划放他拿，说看过后回复我，但

之后就不会有什么反馈了。有时候我邀请校长来参加少先队的相关活动，他经常

推三阻四的。即使好不容易表示支持，来参加活动了，也常常刚看了 10 分钟不到，

便说临时有事走了，还不如不来呢。 

还有关于培训的机会，我们校长专门对我说，少先队工作方面的培训，只能

参加教育部门认可的。其他的相关培训，能不去就不要去了，学校也没有什么经

费可以资助。 

	

Q老师认为，这种工作上的不太支持，跟少先队工作本身被认为不太重要有很大关系，相应

地也与大队辅导员的身份有关系。“我感觉身份与工作重要性是相辅相成的。工作本身被认

为不太重要，造成身份地位也不高；身份地位不高，同样也让别人不太看重你的工作。德育、

后勤甚至教学方面，也有一些无关紧要的工作，但只要相关中层领导提出想法或邀请校长，

他一般都会尽量支持。”	

在学校大多数教师眼中，大队辅导员也不是正式的中层管理者。Q 老师说：“没有人把

你当回事，不要说把你看作中层干部了，有时我都觉得‘大队辅导员’就是‘不用太在意’

的代名词，地位比普通教师还低。似乎担任大队辅导员的，都是那些没有多少资历，缺乏经

验，甚至是喜欢露风头的年轻人。你要开展一项活动，就得求爷爷告奶奶地请老师们支持。

他们配合你的工作，完全是给面子，而不是因为你是中层干部，你让他做的是其应该做的事。

有时候，他们叫你一声‘领导’，不是跟你开玩笑，就是在寒碜你，让你感觉很不是滋味。”	

Q老师所在地团市委学校部的 L副部长认为，大队辅导员作为中层干部的身份之所以不

能明确，与大队辅导员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有一定的关系：	

	

大队辅导员本身的情况有些特殊，从大队辅导员的身份看，他们是由少工委

领导的。不过，学校的大队辅导员又都是由教师兼任的。从教师的身份看，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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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事关系又由当地教育局管理。这相当于双重领导。少工委是挂靠在团市委下

的一个分支机构，相当于协会性质，而不是正式的行政管理组织。这不仅给管理

带来了不便，也造成了大队辅导员身份的模糊性。到底是按干部体制管理大队辅

导员，还是协会中的一名事务管理者进行管理，有点模棱两可。有时候要看各个

学校的情况。 

	

三、服务者还是干扰者 

	

开展少先队工作，需要与班主任、科任教师和家长打交道，大队辅导员的使命就是与各

主体同心同力，为他们服务，以一起共同促进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然而，实际工作中，大队

辅导员与班主任、科任教师和家长的关系却很复杂，常常被看作是“干扰者”。	

Q老师就曾经因为礼仪检查岗的事，与一位班主任老师产生过激烈的冲突。	

	

那天，我们的大队长跑过来跟我说：“老师，F 老师又过来骂我们的礼仪检查

岗了。”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因为 F 此前就多次说过我们查岗的同学，而且态度

很不好。所以，前几天我就跟 F 说：“以后要是觉得礼仪检查岗学生的扣分有什么

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来跟我说，不要为难孩子。”想不到她还是骂学生了。 

虽然很生气，但我还是先向学生了解了具体情况。学生说：“刚才我们去检查

各班做眼保健操的情况，F 老师班有几位同学做得不认真，我们就记下来了，扣

了分。F 老师就走过来，严厉地对我们说，以后这种检查，她在教室时，不要我

们来查，学生做得好不好，她自己会管。” 

就在我准备找 F 去理论时，她却气势汹汹地走了进来，冲着我说：“以后我们

班的事，我自己来管，不需要你们大队部来管。” 

我刚好正在气头上，就拍起桌子对她说：“你每次都是这么不支持我们大队部

的工作，之前看着你年纪比我大，是前辈，我一直尊敬你。但你却每次这样，实

在忍无可忍。只要在学校里，只要我还是大队辅导员，这种事我们大队部管定了。

要么你去找校长把我撤了，要么你就不干，要么以后还请配合我们的工作。” 

后是校长出面当了和事佬，才息事宁人。 

	

Q 老师说，这种激烈的冲突很少，但隐性的矛盾和细小的摩擦却不少。“我就私下听一

些班主任抱怨，‘大队辅导员真的很能折腾人，一个接一个的活动，都快累死我们了。’还有

班主任直接对我说，‘你是大队辅导员，你当你的，我们没有意见，可是你千万不要有事没

事地给我们布置那么多事情啊。’”Q老师觉得，班主任与大队辅导员之间出现矛盾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	

	

大队辅导员一般都是年轻人，而很多班主任自认为有一定的教育经验和资历，

大多数都比大队辅导员年龄大，对年轻的大队辅导员有些不放在眼里。 

大队辅导员与班主任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不够，如果大队辅导员不讲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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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方法，只是认为少先队工作是学校要求，一味布置下去，简单强调检查，很容

易引起班主任的反感。 

班主任的工作任务与压力也很大，既要完成沉重的教学任务，又要抓好班级

管理，还要配合学校各种乱七八糟的事，一旦事情多起来，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

有时不能很好地配合大队辅导员的工作。 

	

除了班主任之外，Q老师还面临着与科任教师工作上的矛盾。Q老师所在学校的几位科

任教师，就表达了对学校少先队工作的不满：	

	

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参加了学校的少先队活动。其他同学的作业我都能当

天批改，这几位同学的作业我却需要额外找时间单独批改。辅导上也是，这几位

同学因为少先队活动不能参加课外辅导，我有时还需要单独给他们进行辅导。不

仅打乱了教学节奏，也增加了工作量。 

 

一般情况下，我对少先队活动还是支持的，它对学生的全面发展也确实有好

处。不过，上次碰到我自己要参加省级公开课的比赛，为了把课磨好，我就跟大

队辅导员商量，我们班的两名同学能不能暂时不参加鼓号队的训练。恰好，鼓号

队也正在准备一项重大的活动。所以，跟 Q 老师沟通时，她就有点不爽气，我们

俩弄得不是太愉快。倒不是觉得影响了我个人，而是觉得对于学生而言，终究还

是学习更重要，学生能够参与省级公开课也不容易，可以开拓他们的视野。 

 

学校都是按照成绩来说话的，我 近压力大啊，眼看着都快学期末，学科均

分总排名我必须要往前挤一挤。少先队的工作又不评比，又没有排名压力，完全

是搞场面、弄形式。多一次少一次活动有多大关系，一次两次训练少几个同学又

有什么影响。 

	

随着家庭对于孩子教育的关注日益加强，家长与大队辅导员之间也会出现认识与想法上

的不一致。有些家长认可少先队的相关做法，有些家长则不能很好地理解，以致出现一些矛

盾。在学生入队问题上，Q老师就经常碰到来自家长不同的态度。10月 13日是少先队建队

节，全国所有学校都会组织队员开展入队仪式，有的学校采取同一年级的新生同一时间一起

入队，而 Q 老师所在学校则采用考核通过者先行入队的方式，然后再在接下来的元旦或者

六一等重大节日里，举行第二批入队仪式。因为分批入队，时间上有先后，有些家长就有意

见了：	

 

昨天孩子放学回来，心情不是很好，向我寻求安慰。她说，“妈妈，老师今天

公布了第一批能够加入少先队的名单，可是这个名单里没有我。”女儿有点失望地

问，是不是由于这次数学只考了 95 分，其他同学考了 100 分，所以我才没有能第

一批入队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我觉得，入队不应该有什么考核，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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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根据学习成绩，但学习成绩与能否入队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本身就不科学

合理。 

	

孩子刚入学才仅仅两个月，学校根据什么来划分优秀学生？部分学生戴上了

红领巾，部分学生未能戴上红领巾，这对于没有戴上红领巾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什

么样的打击啊。 

	

孩子班里公布了第一批入队的名单，可是我孩子没能在第一批名单里，回家

后很低落。这才开学几天，学校竟然就开始给孩子分等级了。 

	

上面是一些反对的声音，也有一些家长对分批入队的方式表示支持：	

 

有竞争才有进步，第一批没有入队的会羡慕那些先入队的同学，也会鼓励自

己继续努力，以他们为榜样，争取早日入队。而先入队的同学会自觉做好榜样，

容易营造良好的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 

 

分批入队有缺点，但是实行全童入队弊端更多。大家认为都会入队，对红领

巾的珍惜度就会减弱。 

 

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比如参加合唱队的资格、大队委的竞选、鼓乐队的训练时间

等等，家长们都很敏感，又有不同的想法，总口难调之下 Q 老师很难做到恰当的平衡，从

而产生各种矛盾。有时被看作积极的服务者，有时则被视为不当的干扰者。	

	

四、业余者还是专业人员 

	

“是不是谁都可以做大队辅导员？”“大队辅导员是否应该由专职人员来担任？”这是

Q 老师经常思考的两个问题。她说：“在一些同事眼中，大队辅导员不需要什么专业技能，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承担这项工作，只是不愿意罢了。其实不做不知道，大队辅导员并不是每

一个人都能做的，至少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好的。”“大队辅导员事情多、涉面广，需要投入

充足的时间与精力，让教师兼职来做很难长期做好。”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辅导员应具备以下条件：	

 

1．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能自觉实践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2．热爱少年儿童，热爱少先队工作，品行端正，作风正派，具有奉献精神，

竭诚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服务。  

3．掌握教育规律和当代少年儿童成长规律，引导少年儿童在实践体验中提高

全面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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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综合素质比较全面，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和一定

的理论研究能力。  

					

团市委学校部的 L副部长提出，	

	

大队辅导员首先，在精神层面上，要心中有爱、富有激情、热爱生活、脚踏

实地。其次，要有少先队方面的专业知识，懂得孩子们的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

总之，只要你热爱少先队工作，你就会一定越做越好。此外，还要有准确的口语

表达、基本的文字写作技能、有效信息整合能力、与时俱进的创新性思维、有一

定的艺术才华。 

	

团市委 C总辅导员认为，	

	

大队辅导员要有爱心、责任心；思路活，有创意，有计划。同时也要有一定

的教育学、心理学知识储备，还应该全面的去涉猎有关自然、社会、环保、营养

卫生、安全、实时形势等方面的知识。 

	

Q 老师说：“除了这些之外，大队辅导员要比较细心，能协调好大大小小的诸多事务，

一定要少说多做。也要能够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例如与校长的关系，与教导主任的关系，

与中队辅导员的关系，等等。”她认为，“大队辅导员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精深的某一项专业

技能，但广泛地了解与掌握相关基本技能，恰恰是其特点，或者说是大队辅导员专业性的体

现。反正我觉得，与法律、医生相比，大队辅导员的专业性可能没那么强，但它的专业性至

少不低于教师职业，可以成为与教师一样的共同服务于学生成长的专门职业。”	

因为没有专门的人才培养体系，所以从提升大队辅导员工作素养与能力的角度看，职前

与在职的培训就显得比较重要。据 Q老师说：“我们这边，上岗之前，大概有一半以上的大

队辅导员没有参加过任何级别的上岗培训，其中主要集中在乡镇小学；参加过区级以下培训

的估计有三成，主要是一些乡镇小学和部分市区普通小学的；剩下有两成左右参加过区级以

上培训，集中于市区的品牌小学。”她自己也没有参加过岗前培训。	

	

在我刚接任大队辅导员工作的时候，压根不知道具体要干什么？也不清楚这

是一个什么样的岗位？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我觉得，刚开始非常需要有一个

人能给予指导，告诉我具体需要负责哪些方面的工作？工作的基本程序与步骤是

什么？记得刚上任的时候，校长也就跟我说了个大概，核心内容就是说，大队辅

导员的工作主要负责管学生。但具体管学生的哪些方面，需要做哪些基本工作，

工作上需要注意的方式方法，可能碰到的困难与挑战等问题，几乎都没有讲。所

以工作的开展，只能是边学边做，自己摸索前进。 

	

在职培训方面，虽然有，但也不是很系统。该市团市委少工委 B副主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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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上岗前没有系统的培训。每年有一次全市辅导员培训，一般每年 4-5

天，是由团市委牵头举办的。但一般都是间歇性的，系统化程度也不高。另外，

辅导员技能技巧大赛也搞过几次，但不是很规范，也没有制度化。 

 

Q老师担任大队辅导员工作后，参加过一次市里举办的培训班，她感觉，培训是非常必

要的，也能给工作带来一些有益的启发和指导，但一年 200 多天的实践工作仅仅靠几天的

培训是远远不够的，而且目前一些培训的质量也不是很好，成效不明显。	

《少先队辅导员管理办法（试行）》中专设了“对辅导员的培训”一章：	

	

第十六条 各级少工委要把对辅导员的培训作为重要的工作任务，制订年度

培训计划，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对辅导员进行培训，并为他们参加培训创造条件。  

第十七条 辅导员培训以“实际、实用、实效”为宗旨，应着重做好上岗前的

专业培训、在岗期间的业务培训和更新知识的专项培训等。  

第十八条 辅导员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少先队业务、少先队重大工

作项目等。辅导员培训大纲、计划、教材要由省级以上（含省级）少工委组织专

家编写。  

第十九条 辅导员培训按照分级培训、分类负责的原则实施，分为全国、省、

市、县四个层次。全国和省级少工委的培训以总辅导员、骨干大队辅导员及专项

培训为主，市（地）、县（市、区）两级培训要扩大到中队辅导员，县级少工委培

训要以中队辅导员为主。 

第二十条 各级少工委要努力创造条件为辅导员受训提供经费支持。要落实

各级团费的 10%用于少先队辅导员的培训的要求，同时积极争取财政和相关方面

的支持。各中小学校应把辅导员的培训纳入教师继续教育体系。 

第二十一条 新任或拟任辅导员的优秀教师，参加上岗培训的时间一般不少

于 3 天。在岗的大中队辅导员、总辅导员每年累计参加各类培训（含以会代训）

的时间一般不少于 5 天。培训结束要颁发相应的证书。 

 

在 Q老师看来，这些规定和要求在实际工作中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	

Q老师认为，培训其实也不是 为主要的方面，更为深层的问题在辅导员队伍能否真正

实现专业化，在职称体系上与教师序列并行。她说：	

	

每年一度的教坛新秀评比活动开始时，看到自己那可怜的几本证书，我就会

产生怀疑。想想自己这么拼命地忙碌，到底是为了什么？领导的夸赞？看到别的

教师获得一堆又一堆教学上的各项荣誉，自己忙于这些杂事，却荒废了自己的学

科专业教学，这真的值得吗？所以我努力地权衡这两项工作，尽可能地合理安排

好时间。可是实际情况呢？大队辅导员的工作很多时候并不是你能安排好的，因

为除了常规工作之外，还有很多你想不到的额外工作与突发情况，再加上学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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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安全管理工作，根本容不得你自己安排。其他同事都称我为“牛人”。现在

听到这样的称呼，我已经没有什么被夸奖的感觉了，而是开始慢慢地厌倦它。我

的上一任辅导员曾告诉我，她以前为学校争得过好多荣誉，但是属于自己的却不

多，她很失落。现在的我非常能体会她的感受。 

 

有人说，女孩子当个老师是再好不过的职业了，体面又稳定。是的，做一个

普普通通的人民教师，认真教好一门课，可以获得成就感。如果说再当个班主任，

虽说班主任的工作琐碎了点，但是一个好的班主任可是家长眼中的大明星！但少

先队辅导员算什么呢？辅导员的路，为什么就那么艰辛？“年年花开花相似，岁岁

人来人不同。”学生长大了，他们是否依旧记得尘封箱底已久的红领巾？守在这片

长不大的天空里，我在守望什么？ 

 

Q老师相信，如果少先队辅导员可以有专业职称这条道路选择，会有人愿意在这个岗位

上好好学习、钻研、成长，专心致志地投入这项工作。	

	

有了专业职称的话，辅导员工作就可以成为一个单独的序列，正如像语文、

数学、英语这些学科一样，这至少能改善目前大队辅导员群体中的一些茫然状态。

说真的，我在这方面的工作经验还是蛮欠缺的，都是在工作中摸索着前进。在没

有专门职称的情况下，教学又肯定是不能丢的。非常期待辅导员专业职称能够实

现，对于辅导员个人来说，不仅仅是多了一种选择，更重要的是可以明确自己的

发展道路，而不是像现在“左顾右盼”、“一心二用”。 

	

结语 

	

Q老师在逐渐适应大队辅导员这一角色后，在推动学校少先队工作方面很有成效，但从

话语中可以看出，她对目前的工作状态并不太满意，对将来的发展定位也不甚明确。这很大

程度上与大队辅导员角色身份的不清晰或多重性有关。Q老师说，她现在就是在熬时间，等

再过几年有更年轻能干的人来做这件事，自己就可以解放了。如果仍按目前的情况发展，可

以想象的是，下一任大队辅导员很可能也要经历类似的“前摸索，后煎熬”的过程与“角色

不清、关系复杂”的状态。这无论是对大队辅导员的个人发展，还是对少先队工作的有效有

序开展而言，都不是有益的。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与中小学素质教育，真正实现

学校教育立德树人使命的时代背景下，当前需要从实践和理论层面明确一个问题：大队辅导

员的职业角色定位。	

	
 

案例思考题 

 

1. 少先队工作在当前的中小学德育管理中居于什么样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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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队辅导员的主要工作困难有哪些？ 

3. 大队辅导员队伍是否有必要走专业化建设道路？ 

4. 如果走专业化建设道路，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表现及其建设路径是什么？ 

5. 如何看待学校管理工作中普遍存在的“兼职管理”现象？ 

 

案例使用说明 

 

1.适用范围 

适用对象：教育管理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 

适用课程：学校管理学、中小学德育管理 

2.教学目的 

①在知识层面，能够丰富对中小学德育管理内容的理解； 

②在认识层面，能够聚焦角色定位，洞察大队辅导员实践工作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③在分析层面，能够围绕专业化视角，深入思考大队辅导员的相关知识与实践问题； 

④在应用层面，能够提出大队辅导员队伍专业化建设的实践建议，分析更具一般性的中

小学管理者兼职身份问题。 

3.关键要点 

相关理论： 

角色冲突理论：一种社会学理论，是指当一个人扮演一个角色或同时扮演几个不同的角

色时，由于不能胜任，造成不合适宜而发生的矛盾和冲突。通常包括角色内冲突与角色间冲

突。本案例侧重于工作角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角色，且重在角色间冲突。 

学校组织科层与专业双重性理论：学校组织既有与一般组织类似的科层性，需要建立明

确的职权体系，以确保分工明确，运行通畅；又因为工作专业性较强，需要突出专业知识的

重要性。因此，学校的大多数管理岗位都是由教师承担的，这便带来了案例中教学与行政工

作不能很好兼顾的问题。 

专业化理论：涉及专业化的历史、概念、标准、条件与反思等基本问题的认识。本案例

中主要涉及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必要性、可能性、建设路径等问题的理解与分析。 

关键知识点： 

借助既有的组织学知识与专业化知识，明晰少先队工作的性质、大队辅导员工作的独特

性、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内涵、大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路径等基本问题，形成初步的大队辅

导员队伍建设与专业发展的知识体系。 

关键能力点： 

概念提炼能力：能够基于大队辅导员 Q 老师工作中碰到的各种角色混乱，提炼出“大

队辅导员专业化”这一统摄性的概念，并据此展开相对较深入的分析；能够基于我国国情，

通过比较分析，形成“中国特色德育管理体系”的概念。 

实践应用能力：能够提出完善当前大队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相关建议；能够结合自身工作

经历与需要，形成改进自身工作的思路与方法。 

案例分析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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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教师还是管理者”、“正式行政人还是边缘管理者”、“服务者还是干扰者”和

“业余者还是专业人员”四个问题逐一进行探讨。其中，“教师还是管理者”侧重于教学与

行政的关系；“正式行政人还是边缘管理者”侧重于大队辅导员的管理体制；“服务者还是干

扰者”侧重于学校教学与少先队工作的关系；“业余者还是专业人员”侧重于大队辅导员的

素质要求与专业发展。然后，在上述具体分析基础上，提出“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概念，

讨论少先队工作的性质、大队辅导员是否有必要走专业化道路、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内涵、

大队辅导员专业化的建设路径等问题。这部分侧重于概念辨析与知识框架构建。 后，基于

前两个方面的讨论，共同探索当前大队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的改进策略以及对进一步理解自

身工作的启示。 

4.教学建议 

时间安排：大学标准课 3 节，120 分钟。 

环节安排：（1）分组讨论。用 30 分钟时间，围绕思考题进行组内讨论；（2）组间交流。

用 50 分钟时间，每组派一名代表逐一交流对每道思考题的看法，每道题约 10 分钟；（3）生

成问题讨论。用 15 分钟时间，全班共同参与讨论学员阅读或小组讨论过程中生成的问题。

（4）教师点评。用 15 分钟时间，对讨论进行概括与进一步引导，明确共识与分歧点。（5）

政策风暴。用 10 分钟时间，全班进行头脑风暴，思考当前大队辅导员队伍建设实践的完善

要点以及对个人工作的启示。 

适合范围：20 人以下的班级教学。 

教学方法：小组与班级讨论为主，教师点评为辅。 

组织引导：教师布置任务清晰，预习要求明确。 

          为学习者提供参考资料的清单。 

活动设计建议： 

提前两周布置阅读任务。包括案例文本、政策文件和理论文献。 

组织学生在适合分组讨论的教室上课，每个小组提供一张小组讨论记录表，包括主讲人

及小组成员的发言记录和综合的观点。指定一位学生做好录音工作。教师准备好点评的资料

和提纲。 

课后根据各小组的汇报情况及时分析案例教学的得失，以便为今后的案例教学做进一步

的改进与完善。 

5.推荐阅读 

[1]张新平. 论学校管理的科层取向与专业取向[J].教育评论，2001（5）. 

[2]晏祥辉，等.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职业角色定位于职业认知的关系研究——以 110 名

四川省少先队大队辅导员为例[J].成都师范学院学报，2016（4）. 

[3]赵康. 专业化运动理论——人类社会中专业性职业发展历程的理论[J].社会学研究，

2001（5）. 

[4]赵勤. 少先队辅导员人才培养历史与现状的调研报告[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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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类教学案例 
基本结构与体例格式要求 

 

 

为顺应教育类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需要，进一步推动和规范各培养单位

开发教学案例，深入推广案例教学，切实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教学质量，

特制定学科教学类教学案例基本结构与体例格式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小学各学科教学案例的开发与入库审核工作。 

 

    一、案例基本结构 

本类型的案例文本，应由案例标题、首页注释、摘要/关键词、背景信息、

案例正文、案例思考题、案例分析和案例使用说明等部分构成。 

各部分基本要求如下： 

（一）案例标题 

选题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能够突出地反映中小学各学科课程与教学

之中所需要的关键理论、策略与方法以及学科教学实践中的重点与热点问题。一

般包括课程开发、教学分析、教学设计、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版块。 

宜用描述性语言，避免价值主导或宣称性话语。同时附上英文。 

（二）首页注释 

标注案例作者基本信息、项目来源、案例真实性及其教学功能。 

（三）摘要/关键词 

摘要应精炼，能概括出案例的主要内容，不做评价性分析或提倡导性建议要

求。一般在 200∼300 字之间。 

选择“关键词”时应从案例内容、蕴含主题等方面加以取舍，一般 3∼5 个。 

摘要及关键词附上英文。 

（四）背景信息 

阐述案例主题的政策与实践背景、知识与理论背景以及案例对象的基本情

况，字数在 1500 字左右。 

（五）案例正文 

篇幅在 8000-15000 字之间。要注意原创性、叙事性、真实性与可读性等要

求。 

（六）案例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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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学习者提供思考问题，引导其理解和分析课例中蕴含的学科知识理

解、教学原理、方法与技能等，并能运用案例中所反映出来的策略与方法解决类

似的教学问题。 

（七）案例使用说明 

用于帮助教师更方便地使用案例开展案例教学。可以分条的方式呈现，要相

对精练。其内容主要包括： 

1. 适用范围：包括适用课程和学习对象。 

2. 教学目的：包含教学目标及其涉及的教学理论、策略和技能。 

3. 关键要点：包含案例中的关键信息、关键知识点、关键能力点与案例分

析的思路。 

4. 教学建议：包含案例教学过程中时间与环节的安排、教学方法与工具的

选用、组织引导、活动设计等建议。 

5. 推荐阅读：推荐给教师和学习者课前阅读或拓展阅读的文献。 

（八）附件 

对理解与讨论案例有帮助，又不适合放在正文部分的资料。根据需要提供，

不要求每一个案例都提供附件。 

 

    二、案例编写体例 

    （一）标题层次 

序号层次：第一层用“一、”，第二层用“（一）”，第三层用“1．”，第四层用

“（1）”，第五层用“①”。 

（二）文中注释 

案例中所涉及到的一些图表、数据、照片、插图、历史资料等材料，如需说

明，一律采用表（图）下注释的方式予以说明。 

（三）文献引注 

案例中的文中注释和推荐阅读文献的标注方式，参照 GB/T7714—2015。 

1.专著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其他责任

者. 版本项.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

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 陈登原. 国史旧闻: 第 1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29. 

    [2] 哈里森, 沃尔德伦．经济数学与金融数学[M]. 谢远涛, 译．北京: 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23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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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北京市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 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 历代

王朝与民族宗教[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2: 112. 

    [4]全国信息与文献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信息与文献 都柏林核心元数据元素: 

GB/T 25100-2010[S].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201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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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其他责任者∥专著主要责任者.专著题名:其他题名信息.版本项.出版地:出版

者,出版年:析出文献的页码[引用日期].获取和访问路径.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示例： 

    [1] 周易外传: 卷 5[M]∥王夫之. 船山全书: 第 6 册. 长沙: 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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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例排版格式 

（一）案例标题 

中文：黑体、小二、居中；英文：Times New Roman、三号、加粗、居中。 

（二）首页注释 

楷体、小五、单倍行距（所有文中注释也为楷体、小五、单倍行距。文中页

下脚注为宋体、小五、单倍行距）。 

（三）中文摘要/关键词 

文字内容用楷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摘要”与“关键词”本身用楷

体、四号、加粗。 

（四）英文摘要/关键词 

文字内容用 Times New Roman、小四、行间距固定值 18；“Abstract”和“Key 

words”本身用 Times New Roman、四号、加粗。 

（五）背景信息 

文字内容用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背景信息”本身用黑体、四号。 

（六）案例正文 

一级标题用黑体、四号；二级标题用黑体、小四；三级标题用黑体、五号。

正文文字内容行间距固定值 18。“案例正文”本身用黑体、四号。 

（七）案例思考题 

文字内容用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案例思考题”本身用黑体、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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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八）案例使用说明 

文字内容用宋体、五号，行间距固定值 18；“案例使用说明”本身用黑体、

四号；“适用范围”、“教学目的”、“要点提示”、“教学建议”、“推荐阅读”本身

用黑体、小四。“相关理论”、“关键知识点”、“关键能力点”、“案例分析思路”

本身用黑体、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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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类参照案例（此参照案例仅为结构与体例格式示范） 

 

 
余下的“1”怎么办？

——小数除法教学设计与实施∗ 

 
摘要：小数除法既是小学数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学生数学学习的重点

和难点。本案例通过小学数学特级教师 W 老师的一节具有创新意义的小数除法的

教学设计，展示了小学“数的运算”领域的教学设计与实施的过程，为理解小学

数学教学的设计与组织提供范例。从 W 老师的教学实践与课后反思中，表现出 W

老师对学科内容本质的理解、对学生学习状况的把握，进而在创设问题情境、组

织深度探究和揭示数学本质等主要教学环节进行了精心安排。本案例的分析与讨

论，为小学数学“数的运算”领域的教学设计提供有价值的思考路径与实施策略。 

关键词：小学数学；小数除法；教学设计；运算能力 
	

Teaching Design of Decimal Fraction Division 

 
Abstract:Decimal Fraction Division is the core content of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which is also the important and difficult part of 
students' mathematics learning. This case shows the design and process of 
primary math teaching by using a creative teaching example of Decimal 
Fraction Division that is an achievement of a top-tier element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er--- W, and it shows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imary school "arithmetic" field,which providesan 
example that can help us to know how to design and organize a 
mathematical teaching.Through analysis teacher W’s teaching practice and 
after-class reflection, it presents teacher Wu’s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subject content，the grasping of the students' learning, the presenting of 
problem situation, the deep exploring and the analyzing of content.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is case are beneficial to offer valuable train of 
thought and strategy for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design. Th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his case will help to provide valuable thinking 

																																																								
∗	 	 	 	 作者简介：***，男，****人，****大学**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数学

教育、教师教育研究。 

    编制说明：按照当事人的要求，作者对案例所涉及的学校名称、人员姓名及相关数据
等，做了必要的掩饰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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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for primary school "arithmetic" field. 
Key words:Primary Mathematics, Decimal Fraction Division, 

Instructional Design, Mathematical Operation 
 

背景信息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中明确指出，教师的教学应该以

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已有的经验为基础，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启发和因材施教，

使学生学习成为一个生动活泼、主动与富有个性的过程。
①
这是对小学数学教学

活动设计与组织的基本要求，也是对教师教学改革提出的挑战。教学活动应当成

为师生共同参与、交往互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通过组织各项活动来引

导学生参与、交流与思考，彰显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使学生在生动活泼

而又富有个性的氛围中理解与掌握数学知识与技能、积累数学经验、体会数学思

想。与此同时，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2016 年 9 月，

我国正式颁布《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围绕“全面发展的人”这一核心目标，

提出了能够适应终身发展与未来社会要求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②
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的提升离不开日常的教学过程，有赖于具体的学科内容，对数学学科而言

则体现为《课标》中所规定的数感、符号意识等十个主要数学领域的关键能力。

因此，在课程新理念与核心素养的背景下，教师对数学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要基于

数学的学科本质，指向数学核心素养，尊重学生个性，体现数学学科的特点与优

长。 

本案例以小数除法内容作为主题。小数除法作为数的运算领域中的代表内

容，是小学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培养学生运算能力的重要载体。小数除法既

承接了整数除法以及小数加减乘运算的知识，又奠定了后续学习分数内容的知识

基础。小数除法作为一个整体，包括除数是小数的除法，和除数是整数的小数除

法等内容。使学生理解小数除法的算理，特别是正确处理运算中的小数点是小数

除法教学的重点和难点。小数除法与整数除法的算理是相通的，在学习小数除法

之前，学生已经掌握了整数除法的内容，包括除法的口算、笔算和有余数除法；

学习了小数的意义和小数的加减乘法的运算，为进一步学习小数除法做了较为充

足的知识储备。小数除法又与整数除法有明显的不同，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

小数点的问题，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会有一定的难度，在一些关键点会表现出认知

冲突。 

在实际教学中，突破学生从整数除法到小数除法的认知冲突，使学生实现“算

理”上的“通”是小数除法教学的关键。如何设计与组织教学才能突出小数除法

																																																								
①中华人名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11 年版）[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2：2.	
②林崇德.构建中国化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6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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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让学生理解和掌握小数除法的算理呢？关键就在于要沟通整数除法与小

数除法的联系，引发学生的认知冲突，引导学生探索小数除法的中的关键问题，

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W 老师的这节小数除法的设计与实施过程，正是在这些问

题上有所突破，从而为如何进行小数除法的教学设计提供新的思路，也为数的运

算教学的设计与组织提供了范例。 

教师的学科知识、学科教学知识以及对数学学习者的知识直接影响着数学教

师的课堂教学设计和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科知识是指教师对自身任教学科的知

识，反映的是教师对该领域内容的了解程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对数学

学科领域有着深度的研究，熟悉探究的过程和学科中的对话术语，理解信息与概

念之间的关系，并能够利用关键概念组织学科内容。
①
小学数学教师要掌握《课

标》中规定的目标要求和内容体系，深刻理解教学内容，从整体上把握所教内容

的本质。 

教师应具备将成人理解的数学知识转化为学生能够理解的呈现方式的能力。

这就要求教师了解学生数学学习的心理与特点，了解学生学习特定数学知识的特

征，帮助学生厘清迷思观念，理解与掌握所学内容。舒尔曼提出的学科教学知识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ing，简称PCK）有助于教师理解特定内容的教学设

计思路。所谓学科教学知识就是指特定内容如何设计与组织教学的知识。
②
小学

数学教师具备学科教学知识的重要标志是，了解小学数学中基本主题内容的数学

本质和学习目标，理解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特点和困惑，熟悉这些内容的呈现方

式和教学策略。在对小学数学进行教学设计的过程中，不同的呈现方式和呈现顺

序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因此，教师既要在教学前了解学生所处的不同水平及

先备的知识基础，也要不断地在教学进程中关注学生是如何进行思考的，从而在

整体上把握学生的学习情况，适时进行调整。同时，教师要能根据所教内容以及

学生特点进行教学设计，根据需要选择合理的问题情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引导学生思考、交流与探究，从而达到对所学内容的理解与掌握，实现相关数学

能力的培养。 

本案例选自 2016 年 9 月，W 老师在长春市为东北师范大学小学数学教师工

作坊示范性培训班执教的《小数除法》。W 老师，数学特级教师，北京教科院基

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小学数学室主任，全国小学数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W 老师

凭借着自己对教育的热爱努力探索出学生喜爱的数学课堂，中国电视教育台的

《名师讲坛》节目曾为其录制了三个多小时的个人专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

邀请 W 老师为其录制教学片。小数除法属小学五年级的内容，W 老师在此之前并

未见过学生，可谓对学生缺乏一定了解。但这并未影响 W 老师的教学，教师和学

生在短短的一节课中相互学习与交往，奉献了一堂精彩的数学课。 

 

																																																								
①[美]约翰·D·布兰思福特等著.程可拉，孙亚玲，王旭卿译.人是如何学习的 大脑、心理、

经验及学校 

（扩展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8. 
②马云鹏.小学数学教师专业知识的结构与发展[J].教育视界, 2015，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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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正文 

一、如何理解小数除法 

 

    对于小数除法这一内容，W 老师有自己的理解：数的认识与运算在小学数学

中占的比重较大，但老师们常说，计算难教，计算题里面有加减乘除，除难，除

法难教；而除法中又有小数除法，分数除法和整数除法，而在这其中的小数除法

更是难上加难。在 W 老师看来，学生们惧怕、老师们发愁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很

好的抓住内容的本质。通过对教材内容的分析与摸索，W 老师认为，小数除法的

内容可以归纳为“分”和“小数点的定位”这两个主要方面。 

所谓“分”，在 W 老师看来，实际上就是一个细分的过程，是“破坏”一个

原单位建立一个新单位的过程。在十进制计数法中，高一级的单位是低一级单位

的十倍，低一级单位是高一级单位的十分之一，当高级单位无法除尽时，将其“破

坏掉”，分成低一级单位的数就可以继续进行运算。在对计数单位进行解读时，W

老师认为，这时的小数除法和整数除法是浑然一体，体现的就是“通”。通，达

也，W 老师说，我们数学人就是要讲这个通，老师自己都堵着呢，学生越学越累，

记了这个记那个，记了这个记那个，但当老师通的时候，孩子们简直是非常轻松

的把它拿下。因此，在这节课中，W 老师更注重让学生理解算理，实现小数除法

与整数除法的“通”。	

如果说“分”是整数除法与小数除法之间的“共通点”，那么小数点则是小

数除法的“独特之处”。当整数除法无法除尽时，余数 1 就要换成 10 个 0.1，用

“10”来继续进行运算。让学生理解“1”如何变成“10”，以及如何记录除得的

商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一过程中，小数点起到了“定位”的作用。W 老师将小

数点生动的比喻为“定海神针”，小数点在商的数字中一“站”，有几个 1，有几

个 0.1 便清清楚楚，数位便不再混乱。 

通过对教材内容的比较与分析，将小数除法的计算分为三种情况，包括五

个例题，依照“被除数是小数、商是小数（整数除以整数）、除数是小数”的顺

序进行呈现，W 老师将其梳理为下表格中的形式。 

表 1 小数除法的计算内容 

 

  · 

 

被除数是小数 

 

二个例题 

 ·  

整数除以整数商是

小数 

 

一个例题 

 

· 

 

除数是小数 

 

二个例题 

为突出小数除法的本质，使新内容的学习与学生有原有的知识紧密联系，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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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体现小数除法的必要性。W 老师调整了原有教材的编排顺序，以学生熟悉的整

数除以整数的有余数除法作为引入，在解决熟悉问题的过程中运用学生的前概

念，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这样的安排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把握小数除法的本质，

将原本分散的知识点串联起来，依照小数除法的单元内容整体进行教学设计。 

在 W 老师看来，学习小数除法， 重要的就是让学生理解小数除法的算理，

发展学生的运算能力。而运算能力包括：能够根据法则和运算律正确地进行运算

的能力，理解算理算法，以及合理、简洁的解决问题。W 老师将理解算理的过程

形象的比喻为“炸碉堡”，它是运算学习的关键，而其他的问题会在此基础上随

着学习过程的推进自然而然的得到解决。W 老师认为，当学生能真正的掌握内容

本质、理解算理时，后续的学习便会顺理成章。 

 

二、如何把握学生学习小数除法的特征 

 

W 老师认为，作为小学数学教师，理解学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理解学生在

学习某一内容时的前概念，了解学生的困惑与疑难才能更好的进行数学教育。W

老师基于多年教学经验所形成的儿童数学教育思想，相信只有合理的利用学生的

前概念，并使学生的前概念和新问题发生碰撞冲突时，学生的学习才真正发生、

思维才真正的活跃起来。否则，学生只是一个看似努力听课，实则却游离在课堂

学习活动之外的被动接受者。 

基于这一认识，W 老师首先分析了学生已具备的、有助于小数除法学习的知

识，希望能够从学生的前概念入手，让学生在熟悉的运算中发现问题，引发思考。

小数除法的学习是以整数除法的掌握与小数意义的理解为基础展开的。一般教材

的编排是在三年级的下学期开始接触小数初步认识，在四年级上学期完成整数除

法全部内容的学习，到四年级结束时，学生已能对小数进行加减的运算。在五年

级学习小数除法时，学生已经掌握了整数除法和小数的意义，能够熟练的进行整

数除法的计算、理解小数的意义并能对其进行加减的运算，具备进一步学习的知

识基础。可以说整数除法，特别是整数中的有余数除法为学生进一步学习小数除

法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学生对小数除法的学习也存在着一定的困惑。W 老师了解到，在没有接触小

数除法时，学生可以“理直气壮”的用有余数除法的方法报告出结果：如“答案

是 20 余 1”，学生可以用有余数除法的方式解决有关的问题，他们无需思考余下

来的数是否还要继续计算。但在学习小数除法时，教师要设计情境引发学生思考

如何对余下来的数进行处理：当你去买东西的时候怎么办？丈量长短的时候怎么

办？这时用有余数的答案就不灵光了，解决不了问题了，学生会非常茫然，感到

束手无策。对于教学而言，这个困惑与冲突是宝贵与难得的。因为在冲突中，学

生会意识到原有知识的局限性，会真正产生学习新知识的需要和兴趣，而在这一

过程中，数学学习也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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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数除法”的教学设计与实施 

 

（一）问题情境的创设 

创设问题情境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第一步，它关系到整体教学进程的推

进和展开，影响学生的学习内容和过程体验。对于小数除法内容，W 老师在总结

以往教学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学习内容的本质和学生的学情，经过多次的调

整与修改，精心设计了教学的问题情境。 

 

片段一 

	
师：今天我们聊这样一个话题。我先叙述一件事儿，你们不需要每个字儿

都记录下来，你们认为 重要的记录下来。谁愿意到黑板上来？那个男孩儿

来，他第一个举起了手。 

学生上前 

师：甲乙丙丁四人，他们是东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四个同学想毕业前聚

一聚，他们就到东北师范大学的餐厅，一起吃了个饭，一起聊人生。饭后，

服务员过来说，你们该缴费了。甲同学说，我先替你们给吧，就交给服务员

100 元，服务员说，找你 3 元。他们四个人这次的饭费打算 AA 制。AA 制懂

吗？ 

生：平摊。 

师：现在要摊钱了，每个人要交多少钱？这事儿听明白了吗？ 

看黑板上学生的记录情况，学生记录的是：甲乙丙丁毕业了，上一个

餐厅吃一顿饭 

师：你就记住这些了啊？数学人要睁开数学的眼睛。你们还记得什么啊？

看看这个女孩记录了什么？（把本子放到大屏幕下，对黑板上的男孩说）你

要把我所有的话都记录下来呀？ 

师：人数 4 人，地点餐厅，缴费 100 元，找 3 元，97 元。她记得怎么样？ 

生：好！ 

师：假如你是甲乙丙丁中的一位，你 想知道什么？ 

生：我 想知道我们每人应该交多少钱，假如平摊的话。 

师：对呀，每人要交多少钱啊？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你们自

己能解决吗？ 

生：能！ 

师：开始！ 

师：（看着学生在黑板上记录的内容说道）小伙子，吃了一顿饭的事儿，就

不记下了，得简明扼要的，要解决问题了。 

在教室走动，观察学生的计算 

师：这事儿咋解决啊？每个人平摊，每个人要交多少钱？也可以用个竖式

来表达。 

找到一位同学使用竖式得到了有余数的结

果 

师：就把你的式子，好极了，写到黑板上来。挺好的，快来。 

让学生 1 在黑板上列竖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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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黑板上还在记录的学生说）小伙子，你，你还没记完关系呢，我们

都解决完了，快回去办呐！ 

师：来，就这样，你们写你们的啊。 

教师在黑板上板书竖式 

 

                           4 9  7 

 

师：个儿挺高的，来，就把你的式子写到这就行哈。我再帮她把她的横式

写在上面啊。 

教师板书（100-3）÷4 

 

学生进行板书： 

（100-3）÷4＝24……1 
2  4 

                            4  9  7 

                                 8   

 1 7 

 1 6 

                              1     

师：（问黑板板书同学）完了？请问 后的结果是？ 

生 1： 后的结果是：24 元余个一元。 

师：好，我是甲，我要收费了。丙，你给我多少钱啊？ 

生 1 沉默不知道如何回答 

师：我刚才替你教的费啊！给我多少钱？ 

生 1：（迟疑）给你 24。 

师：我不干，既然是平摊么。24 我不干，给我多少？ 

生 1：24 点…. 

师：24 点多 

台下学生纷纷举手，跃跃欲试 

师：不急不急不急！有人给我 25 元的吗？ 

生：（摇头）没有，没有。 

师：26？ 

学生越来越着急的举手、喊老师 

师：不急，这不是急的事儿。我知道你们有想法了，好像这个要交的钱会

在 24 元…. 

生：和 25 元之间。 

师：是吗？ 

生：（点头）对！ 

师：（转向生 1）想回去？没事的，你做的挺好的。那么同学们看一看，刚

刚那个女孩说：报告，每个人要交 24 元余一元。那么你们现在 想知道的

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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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2：这个一元怎么分？ 

	

W 老师基于自身多年的教学经验及其对小数除法内容和学生学习状况的分

析， 终选择以“AA 制平摊饭费”作为问题情境。W 老师认为，“元角分”是学

生们熟悉的事物，学生们对此有着充分的经验，应当利用“钱”来进行一定的情

境创设。因此，在分析、对比不同版本的教材情境及不断的思考与修正后，W 老

师 终选择了“AA 制”作为引入情境，因为在这一情境下，学生必须要按照要

求对钱数进行细分，进而对整数除法中的余数进行分析，从而引出了“如何平分

一元”这一关键问题。在情境的呈现方式上，W 老师选择以讲故事的形式将情境

娓娓道来，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现实的情境，并让学生记录下情境中有用的信息。 

（二）引发学生深度探索 
1.设计大问题，暴露学生思维 

在通过情境引出关键问题“剩下的 1 元怎么办？”后，W 老师让学生独自思

考，自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 W 老师看来，学生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

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形成了丰富的经验，对于“如何平分 1 元”的问题有

着自己的理解，W 老师鼓励学生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在交流比较中逐步修正、

完善原有理解。 

 

片段二 

	
师：这个同学提了一个问题。你为什要关心这个一元怎么分呐？你说

说看。 

生 3：因为一元不够分给四个人。 

师：我听懂了，你们 关心什么？你们是甲乙丙丁的一个，你得….. 

生：怎么给。 

师：对吧，我听懂了。你看啊，甲、乙、丙、丁、四个人平摊这个钱，

先减掉了三元，为什么？ 

生：因为找回了三元。 

师：实际上你们的消费是多少？ 

生：97 元。 

师：97 元要平摊给四个人，我们很关心每个人到底要交….. 

生：多少钱。 

师：那么当然，一元钱就成了我们这节课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生：对。 

师：那一元钱到底怎么分给….几个人？ 

生：（齐说）四个人 

师：这事儿我想你们过去的经验一定能解决。 

学生急着举手 

师：不急！这一元钱怎么分给四个人，你能用你原来的经验或者知识

解决这个问题吗？把你的想法，记录在你的这个本上，好不好？ 

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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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室走动，观察学生的方法 

师：（边观察学生边说）行，挺好的。 

（对另一学生说）有困难了小姑娘是吗？没事，想一想。 

师：（对全班同学说）写横式也行画图也行啊！把你的想法表达出来

就行。 

师：（看一名学生的想法）好极了，你的想法就挺好的。我能把它取

走吗？能吗？ 

学生点头 

师：好，这是第一个想法。还有其他的想法吗？画图也可以啊，怎么

写都可以。 

师：（看一名学生的想法）这是你写的哈？嗯，挺好的，我把你的也

取来好吗？还有没有不同的写法？ 

学生们都急的举手让老师看自己的想法 

师：（看一名学生的想法）你的想法跟他一样了。 

师：你的想法是什么？写大点。 

师：（看到相同想法的时候）你的想法我已经收到了。不急啊。 

师：（对一名学生说）来，你的想法给我。 

师：好的，看来同学们真是有不同的想法。你们这还有是吗？ 

走向另一侧 

师：（对一名学生说）你们还有？这事儿解决了？好，一会你也给我。 

学生把本子交给老师 

师：好，这是你的想法，这个女孩哈。 

老师把本子取走 

师：我看看你的，我看看你的。好，那个女孩也把本子给我。 

师：行了，这样啊，我取了几个，我不知道取全没有。来吧，那个女

孩儿的给我拿过来。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啊，我把同学们的想法放在这

里，同学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边说边把学生们的想法标好号码，将

第一个同学的想法放在投影上 

师：这是第一个同学想的，看到没？ 

第一位同学的想法： 

1 元＝100 分 

100÷4＝25（分） 

25 分＝0.25 元 

24＋0.25＝24.25（元） 

师：看懂了吗？ 

生：看懂了！ 

师：还有，这是第二位同学的想法。 

将第二个同学的想法放在投影上 

第二位同学的想法： 

1 元＝10 角 

10÷4＝0.25（元） 

师：还有没有不同的想法了？同学们没有了是吗？ 

有学生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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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还有？不着急哈，你们的想法大致和他们差不多嘛？ 

边说边走下去看 

几名学生说：老师我用竖式算的。 

师：（边看边说）你们都会用竖式计算了，挺好。 

师：（走向另一名学生）还有同学说是画图的是吗？ 

生：老师我没画完。 

师：哦，她说她没画完，没关系，我把这个图也展示在这儿。我撕下

来好吗？这个同学啊，我不知道想做什么，第三位，她就画了这个很

多很多个圆圈…肯定是有想法啊 

将第三位同学的想法放在投影上 

第三位同学的想法： 

 
 
 

师：其他想法没有了啊？没有了呢，我再添一个想法行不？其中呢，

W 老师曾经上课的时候，北京的同学，有一个是这样写的。 

将准备好的想法放在投影上 

想法四： 

1 元＝10 角 

10÷4＝2（角）……2（角） 

2 角＝20 分 

20÷4＝5（分） 

2 角＋5 分＝25 分 

师：这就算第四个想法了好不好？标一个 4。你们班没有这样的想法

是吧？这个想法没有是吗？ 

有学生举手表明有一样的想法 

师：你有？你是这样的想法？ 

第二名有一样想法的学生：老师我也是这样的想法；我是跟她一样

的想法。 

师：那对不起，我没取来。那你来，你就是老四。一、二、三、到前

面来。来，过来，都是谁的。你们快过来，一、二、三都是谁的？来，

你也来。 

学生走到黑板前 

师：（指出顺序）好，我们就站在这儿。一、二、三、四。 

 

2.分析学生思维，归纳小数除法算理 

    在找出四个“平分 1”的方法后，W 老师开始与学生一起讨论这四个方法，

并在讨论的过程中逐步渗透小数除法的算理，让学生在交流、探讨的过程中理解

小数除法内容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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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三： 

	

师：现在，一、二、三、四，这四个想法有了四位代表。大家有问题

吗？看不明白的，有没有需要问她们的？你想问谁就问谁啊！ 

教师将话筒递给举手的生 4 

生 4：我想问的是，圈是表达了什么意思？ 

代表想法 3 的生 5 回答 

生 5：每个圈表达的是 5 分。 

师：是五分。 

生 4：明白了。 

师：就明白了？你问问她什么要…… 

生 4：你应该就是把它们全都想成分再除以五，画这些圈。 

师：我想她一定有想法。 

将话筒递给举手的生 6 

生 6：我还想根据这个问题再问她一下，那你说你现在画圈还没有画

完，那你都画了整整两行圈了，而且一行都那么多，那你得画多少个

啊？ 

师：她问你想画多少个圈？ 

生 5：五十个。 

师：五十个！不管她画的多少个圈儿啊，你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

那一元怎么了？ 

生 5：都化成五分了。 

师：我听懂了，W 老师还真带来了以个一元。你们来看一看啊。 

拿出一张一元钱 

师：这有一个一元钱对吗？ 

生：对！ 

师：这个一元钱，你把它想怎么样？ 

生 5：嗯，分成…… 

师：变成什么？ 

生 5：都，都五分。 

师：她想变成五分五分的。你干嘛变成五分五分的呀？ 

生 5：……（不知道如何回答） 

师：（举着一元钱）这个怎么了？这个我给他不行吗？ 

说着想把一元放到黑板上写的甲的下面 

生 5：……（不知道如何回答） 

下面学生急着举手 

师：不用举手了，为什么不行啊？ 

学生 7 站起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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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7：不行！那个，要不然，要不然，他们，他们，乙丙丁都不愿意，

因为分多了。 

师：不是分多了。乙丙丁不乐意了就说我们摊的时候有一个条件叫什

么？ 

生：平摊！ 

师：平摊是什么意思？每个人得交的？ 

生：一样！ 

师：如果我把这一元钱就让甲来摊，那三个人没摊，合适吗？ 

生：不合适！ 

师：不符合我这个平摊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女孩你过来。 

将学生 5 叫到身边 

师：（对全班学生说）别看她没画完，她很有想法，你就想把它换成？ 

生 5：五分。 

师：你就要把它换成分分分的对不对？换成 5 分是这个意思吗？挺好

的，人家还没整完呢！行，我明白了，你想把一元换成分分的。 

师：那个一号你们看懂了吗？ 

生：看懂了！ 

师：看懂啥了？真看懂了？你看懂什么了？ 

生 8：我看懂了一号这个……嗯…… 

师：她把一元怎么了？ 

生 8：换成 10 分。 

其他同学不同意纷纷小声说，生 8 不知如何回答 

师：睁大了眼睛看，一号。 

沉默了一会儿小声回答 

生 8：100 分. 

师：一号同学是把？ 

生 8：把一元换成了一百分。 

师：你们看懂了？ 

生：看懂了！ 

师：本来一元要分的话不够了，对不对？多了一个整元了。一号你在

哪？ 

师：她说你把一元……哪是一号？ 

代表一号想法的生 9 举手 

师：（问生 9）他说你把一元换成 100 分，然后呢？100 分怎么了？ 

生 8：100 分再平均分给甲乙丙丁四个人。 

老师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生 8：每人就分到 25 分。 

师：你问她是这个意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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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8：是这个意思吗？ 

生 9：是这个意思。 

师：当一元不好分的时候，你们就退了一步，干脆把一元破坏掉，拿

了多少？ 

生：一百分！ 

师：每人分了多少分？ 

生：二十五分！ 

师：二十五分不就是我们说的？ 

生：0.25 元！ 

师：我听懂了，那这个时候，女孩儿（问生 9），回头看这儿。除了

每人交 24 元，还得再交多少分啊？ 

生 9:0.25…… 

师：多少分？ 

生 9:二十五分。 

师：好，我就记在这儿啊！ 

教师板书，在甲乙丙丁旁边各写了 24 

师：24,24 元的事儿咱们已经开始做完了对不对？ 

生：对！ 

师：这是 24 元，除此之外，这个女孩儿说，还得再交 25 分。 

在甲乙丙丁下面各写上 25 分 

师：（边写边说）25 分、25 分、25 分，是这个意思吧？ 

生：是！ 

师：那这个时候，同学们，平摊了没有？ 

生：平摊了！ 

师：问题解决了没有？ 

生：解决了！ 

师：好了，这个“1”没问题了对吗？ 

生：对！ 

师：看看那个，二同学是谁呀？说说你的想法。 

生 10：我的想法是把一元换成十角。 

师：一元换成了 10 角，然后呢？ 

生 10：（沉默了一会说）再用……十角除以 4。 

师：除以 4，你得到了多少？ 

生 10:0.25 

师：这事儿行不行？不急，我们先把老四请出来好不好？ 

师：老四，来，谁把老四的式子读懂了？ 

请代表想法四的生 11 站出来，下面学生纷纷举手 

师：（对生 11 说）快找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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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1 选择了生 12 回答 

生 12：你是不是先把一元进行了单位换算换成了十角？ 

生 11：对。 

生 12：第二步再用这个十角去平分给甲乙丙丁四个人，它等于的是

两角还余了 2 角。 

生 11：对，我是这么想的，把它们平均分成，再用今天学的小数除

法，利用今天学的小数除法然后再把他们每个人余的数给用上。 

师：那她说了，余的那两角怎么办啊？ 

生 12：那两角她又进行单位换算成 20 分，再把这 20 分平均分给了

甲乙丙丁四个人，是吗？ 

生 11：对！ 

师：是这意思吗？ 

生 9：对！ 

师：那这样，我们把她分的过程看一看好不好？ 

生：好！ 

师：来看着。 

指着一元钱 

师：本来是多少钱？ 

生：一元！ 

师：然后她换成了几角？ 

拿出 10 角钱 

生：十角。 

师：十角，然后每人给了几角？粘到黑板这儿！ 

把十角分给台上学生 

生：两角。 

师：每人给了两角，咦？ 

拿着手里剩的两角看着台下的学生 

生：还剩两角。 

师：这两角在分的时候又不够分了，对不对？ 

生：对！ 

师：于是乎她想到了什么？ 

生：再换成二十分。 

师：在换！两角分给四个人，平均分的时候得不到整角了，又死棋了

对不对？ 

生：对。 

师：于是乎，她把两角换成了多少？ 

指着黑板下面准备的二十分钱 

生：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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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二十分交个台上的学生 

师：每人又给了几分？ 

生：五分。 

教师边说边递给学生五分钱，让学生粘在甲乙丙丁名字下面 

师：这时候分完了没有？ 

生：分完了！ 

师：咦，这个女孩儿记录了她分的过程，可以不可以？ 

生：可以！ 

师：那现在，除了 24 元之外，还得再添多少钱？ 

生：两角五分 

师：每人再添两角五分。（问生 12）是这么想的吗？ 

生 11：对。 

 

W老师认为，教师的功夫在于将学生产生的想法与所讲内容的本质联系起来。

学生的想法虽然都体现了“分”的思想，但 能体现小数除法算理的还要属第四

种将“1 元换成 10 角，再将余下的两角换成 20 分”的方法，因此，W 老师有意

地对第四种方法进行了单独的讲解与演示。W 老师借助情境中的“元角分”之间

的十进制换算关系帮助学生理解从“1”这个高级单位细分到“0.1”这一低级单

位的过程，通过和学生共同“分钱”来逐步地梳理换算过程，增进学生对小数除

法算理的理解。 

对于在分的过程中使用实物纸钞来让学生理解算理的这一做法，W老师表示，

她是想借助于“分钱”让小数除法的算理能够看得见、摸得着，同学们可以从具

体的钱数变化中体会单位逐渐降低的过程，看到老师的思维过程，从而帮助少部

分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理解小数除法的运算道理。 

3.借助竖式计算，深入理解算理 

在运用可见的实物纸钞进行演示后，W 老师决定通过竖式操作带领学生在一

步步的计算过程中加深对算理的理解。为尽可能多的在课堂中照顾到全体学生的

学习情况，W 老师特意邀请了一直没有主动举手发言的后排男生到黑板前进行计

算。男孩计算出的答案并没有点出小数点，这也就进而引出了小数除法学习的另

一个关键点：小数点位置的确定。 

 

片段四： 

 

用实物直观的演示拆分过程之后，教师问学生还有事儿吗？ 

生 12：变成竖式。 

师：我听懂了，你们有这需求吗？ 

生：有！ 

师：他的意思就是说，这样挺合理，但是太麻烦了，能不能把它记录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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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式子里。 

生：能！ 

师：这想法挺好的，那咱们就试试看，都不急啊，谁愿意到黑板上来，把

刚才四的过程记录下来，行不行，谁愿意来？ 

学生纷纷举起了手 

师：我请 后的那个男孩儿，就是你，来！ 

生 13 走上讲台，教师递给学生粉笔 

师：咱们的任务，听好，来。四号同学的那个一元不是不好分了么，对不

对，然后要把一元，她换的过程，记录在这个里面，可以不可以？ 

将板书修改为： 

2  4 

                     4 9  7 

                           8   

 1 7 

 1 6 

 1 元 

生 13：（小声说）可以。 

师：充满信心！看着那四，（指向屏幕）一元等于几角？ 

生 13：一元等于十角。 

师：好，记录。 

生 16 板书 1 元＝10 角 

2  4 

                     4 9  7 

                           8   

 1 7 

 1 6 

 1 元＝10 角 

手指向大屏幕 

师：看看它十角怎么分的，分给几个人？ 

生 13：十角分给 4 个人。 

师：每人几角？ 

生 13：两角。 

师：两角。接着写，每人分了两角。 

学生 16 记录 

2  4 2 

                     4 9  7 

                           8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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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6 

 1 元＝10 角 

师：好，那好，那四个人分走了几角？ 

生：八角。 

师：记录呀。这时候还余下几角？ 

 

2  42 

                     4 9  7 

                           8   

 1 7 

 1 6 

 1 元＝10 角 

8 

2 

生：两角。 

师：我们又死棋了，对不对？又不够分了。于是乎，这个两角就等于了什

么？ 

生：二十分。 

师：这个两角就等于二十分。 

2  4 2 

                     4 9  7 

                           8   

 1 7 

 1 6 

 1 元＝10 角 

8 

2＝20 分 

师：二十分就又活了，我们再平均分给 4 个人，每人几分？ 

生：五分。 

2  4 2  5 

                     4 9  7 

                           8   

 1 7 

 1 6 

 1 元＝10 角 

8 

2＝20 分 

师：好，五分，那四个人分走了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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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对生 13 说）写在这里。 

师：几分？ 

生：二十分。 

师：（对生 13 说）写上二十分。又分走了二十分。 

 

2  42  5 

                     4 9  7 

                           8   

 1 7 

 1 6 

 1 元＝10 角 

8 

2＝20 分 

20 

0 

师：这时候，分完了没有？ 

生：分完了。 

师：（对生 13 说）你还不敢来呢？多好啊，你分的挺好的啊！ 

师：是不是把刚才那个复杂的过程，表示在这个式子里了？ 

生：是。 

师：能看懂吗？ 

边指着式子边说 

师：一元等于十角，十角，每人分走了两角是八角，还剩两角，两角就等

于……? 

生：二十分。 

师：每人又分走了五分。这样就是分完了。 

师：（对生 13 说）告诉大家， 后的结果是？ 

生 13：二十四元两角五分。 

师：完了。有事儿吗？ 

台下学生纷纷举手，说着有 

师：你有啥事？ 

生 14：老师还得把它换算成元。 

师：那不换算咋的了？你看的那个是多少？你看的那个是多少？ 

生 14:24.25 

指着黑板问 

师：你看看现在是多少？ 

生 14:二十四，二十五；两千四百二十五 

学生们都点头说，对呀。 



69	

师：（对生 13 说）你对他们说，不着急，咱们分的就是多少钱？ 

生 13：二十四元两角五分。 

师：人家心里就是这个啊，你们怎么看的是两千多呢？ 

学生都着急举手 

师：（问全班）谁要过来？ 

师：（问一名学生）你要过来？那个男孩儿你过来。 

生 15 走向讲台 

师：你看，等会儿啊，（说生 13）他看的就是二十四元多你们看的就是？ 

生：两千四百二十五 

生 15 拿起粉笔在竖式 24 与 25 的位置点了个小数点 

2  4.2  5 

                     4 9  7 

                           8   

 1 7 

 1 6 

 1 元＝10 角 

8 

2＝20 分 

20 

   0 

学生纷纷点头说对，有同学还鼓起了掌 

师：他还鼓鼓掌。现在是多少钱？ 

生：24.25！ 

师：（问生 13）你看着呢？ 

生 13:24.25 

生 15:也是 24.25 

师：不吵架了啊？ 

生：不吵架了！ 

师：是谁让我把这事儿扳平了？ 

生：小数点！ 

师：咦？就是这个小数点往这一站，谁是元，谁是角，谁是分，让我们大

家，一目…… 

生：一目了然！ 

 

W 老师表示，学生自己思考出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操作起来可能显

得繁琐、耗时，而培养学生能够合理、简洁的通过计算解决问题是运算素养的重

要体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师要在 开始时就直接规定要让学生进行竖式计算，

因为这时学生往往并不理解为何要使用竖式，只是将其视为教材和老师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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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学生感受到如此不停“换算”的麻烦时，学生便主动开始思考是否可以同整

数除法一样将它们也放入到一个式子中进行计算，掌握竖式计算方法也进而成为

了学生们自己的诉求。W 老师认为，用一个式子的记录过程充分体现了运算的合

理性和简洁性。同时，这一过程既能使学生产生继续学习的兴趣，也有助于学生

更好的利用先前竖式计算的经验来更好的完成小数除法的竖式的运算。 

W 老师认为，小数点是学生学习小数除法的另一个“关键人物”。小数点可

以让我们清楚结果到底是 24.25 还是 2425，把运算过程中的 1 变“10”、2 变“20”

后的真实的数值表示出来，凸显了小数除法的本质，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学生只有理解为什么要有小数点、小数点应该点在哪里，才真正的理解小数除法

的算理。同时，W 老师相信，通过利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认识水

平而让学生们自己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会给学生带来更为深刻的印象，学生

对小数点重要性的认识也会更为深入。同时，教师的反问既促进了学生的思考，

也为教师了解学生学习情况提供了宝贵的机会。 

（三）剥离具体情境，突出运算本质 

 

片段五 

 

在学生对竖式讲了自己想的故事之后 

师：不讲故事了，听我说。元、角、分走了，土豆走了，绳子也没了。

我们现在就分 51。51 是个啥东西？ 

生：数！ 

师：刚刚是 51 个一元，51 个一米，现在是 51 个….？ 

生:  1 

师：51 个 1。1 是啥东西，我们来分分 51 个 1，一起跟我分！ 

师：51 个 1 分给两个人，每个人分到几个 1？ 

生：25 个 1 

师：还余下几个 1？ 

生：一个 1 

师：一个 1 不够分把它变成了 10 个 0.1，每人又分了几个 0.1？ 

生：5 个！ 

师：所以是 25 点？ 

生：5！ 

师：来，看这里 

教师走向 9.7 除以 4 的板书 

师：9 是几个 1？ 

生：9 个 1 

师：9 个 1 分给 4 个人，每个人分到几个 1？ 

生：2 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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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还余了几个 1？ 

生：一个 1 

师：一个 1 不够分了，7 是什么？ 

生：7 个 0.1 

师：指着“17”问。合在一起是？ 

生：17 个 0.1 

师：17 个 0.1 分给四个人每人是几个 0.1？ 

生：4 个 0.1 

师：还剩几个 0.1？ 

生：1 个 0.1 

师：又死棋了，把它变成十个？ 

生：0.01 

师：分给 4 个人，每人得到几个？ 

生：两个！ 

师：还剩了两个什么？ 

生：0.01 

师：又不够分了，把它变成？ 

生：20 个 0.001 

师：分给 4 个人，每个人得到几个 0.001？ 

生：5 个 0.001 

师： 后的结果是？ 

生：2.425 

 

W 老师认为，数的运算算理总是与数量的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样，小数

除法的算理也是从小数的意义和小数的表示中被“发现”的。因此，W 老师要求

学生不能仅局限在“钱”或其它数量背景中，而要透过“表面”的情境认识到小

数除法背后的数学本质。 

 

案例思考题 

 

  1.小数除法内容在教材中是怎样编排的？如果你来执教小数除法的内容，你

会遵循怎样的顺序来进行教学？ 

  2.简述你对小数除法内容本质的理解。 

  3.阅读本案例，你是如何看待 W 老师在教学中所设计的问题情境？ 

  4.阅读本案例，简述 W 老师是如何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 

  5.W老师的小数除法课为“数的运算”等相关内容的教学设计带来哪些启示？ 

	

案例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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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适用范围 

适用对象：小学教育专业研究生或本科生，教师教育相关专业的研究生或本

科生，以及小学数学教师的专业培训。 

适用课程：《小学数学课程与教材研究》、《小学数学教学设计与实施》、《教

学设计》、《课程与教学论》、《教学技能》等相关章节。 

2.教学目的 

  ①获得对小学数学“数的运算”领域教学设计与实施的知识与经验，提高教

学设计能力。 

  ②提高对小学数学内容本质的理解与把握。 

  ③理解学生是如何学习数学的，体会如何利用学生的前概念引起认知冲突。 

  ④了解问题情境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作用，获得情境设计方面的经验与策

略。 

3.要点提示 

  相关理论 

教学设计、数学课程与教学、数学学习心理、数的运算教学 

  关键知识点 

小数除法内容的本质理解、情境的创设、学生的认知冲突 

  关键能力 

研读教材的能力、学情分析的能力、教学设计的能力、教学实施的能力 

  案例分析思路 

使用本案例时，可根据具体课程内容的需求，结合相关的理论与方法，从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是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与教材的研读。本案例中的 W 老师对小数除法的内

容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深入思考了如何更好地设计小数除法才能使学生认识小

数除法的必要性、引起学生的认知冲突、体现内容本质特征等问题。在此基础上，

调整了教材内容的顺序，将整数除以整数商是小数的问题作为学生学习小数除法

第一节课。这既利用了学生原有的有余数除法的知识，又在这个情境中产生新的

问题：余数必须继续分，才能解决问题。形成这样的认知冲突，就自然地引发学

生的思考，使学习真正发生。通过对此部分的分析，使学习者意识到研读教材并

非局限于简单的浏览或记录教材中内容，而是要能够抓住内容本质，并根据学生

与教学的需要进行灵活调整。 

第二，把握学生的学习特征。当教师理解学生、清楚学生在学习某一内容时

的前概念，了解学生的困惑与疑难时，才能站在他们的立场设计和实施教学。学

生并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他们在日常的生活和学习中形成了丰富的经验，

对各种现象与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对从未接触过的问题，他们也会基于

自己的生活、学习经验而形成自己对问题的解释。学生已有的对于特定内容的前

概念既是其后续的学习的知识基础，同时也可能成为理解新内容的障碍。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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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应当正视学生的前概念，意识到学生一开始就将他们的信念、理解、

文化实践带进学习中，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意义。 

第三，引导学生从教学中问题情境的设计与运用入手进行分析。教材中已有的例题是教

材编者在理解这部分内容的基础上设计的。实际教学中，可以参考教材的例题，也可以根据

实际需要改编例题。而本案例中 W 老师的“AA 制”情境是 W 老师对这一内容的深入分析的

基础上，为突出小数除法中的“关键问题”，引导学生学习的动机与兴趣而精心设计的。这

一情境既体现将真实的问题“数学化”的过程，又能够使学生经历从大量信息中提取数学信

息以解决问题的过程，培养学生用数学的眼光来看待现实中的问题、用数学的思维来分析现

实生活中的问题，用数学的语言来交流讨论问题。 

第四，在教学中突出的小数除法的数学本质。小数除法的本质是对数的计算。案例中使

用的例子无论是元、角、分，还是米、厘米、毫米，都是对数量的计算。但数学运算的学习

终是要归结为对数的计算，要让学生懂得 51 除以 2 不仅仅是意味着“51 元分给两个人”，

其 终要回归到熟悉的本质，即，51 除以 2 意味着“51 个 1 平均分成两份”。情境的剥离将

小数除法的计算从 开始的细分“元角分”聚焦到对 1 和 0.1 等计数单位的划分，从而回归

数学运算的本质，使学生能够超越具体的情境而真正理解小数除法的算理。 

第五，给学生充分思考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W 老师并未急于告诉学生答案，而是允

许学生充分思考、表达自己的想法。一方面，当学生已能够理解小数除法中的“分”，理解

在进行小数除法时需要对单位进行细化这一运算道理时，W 老师并未直接进行竖式演算，而

是请一位没有发言过的后排学生进行竖式演算，通过学生的板书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判断

学生是否能够在算式中进行完整的小数除法运算。关于学生将如何进行计算是 W 老师并无法

事先计划的。但其根据学生的计算而引导学生发现小数点意义与如何在除法算式中加上小数

点的过程，可谓是本节课的一大亮点。当板书的学生忘记“点”小数点时，W 老师既没有直

接告知学生小数点的重要意义，也没有否定学生的做法，而是鼓励学生们自己发现问题、总

结小数点的作用，在对话与交流的过程中修正错误，理解新知。为此，教师需要进行充足的

准备，包括预期学生的可能想法、适时引出“计划”的方案等，注重对整个教学进程的控制。

在教学中，只有教师做好充分准备才能使学生在总结归纳不同观点的过程中逐步的揭示小数

除法“分”的本质。 

后，案例体现了“数的运算”教学特征。通过对本案例的分析，使学生思考如何对“数

的运算”领域中的其他内容进行设计，包括：如何研读教材以深入理解教学内容？如何进行

学情分析？如何在教学中设计与运用问题情境等等，进而从对个别案例的学习上升到对某个

数学领域内容的教学设计分析。 

4.教学建议 

时间安排：大学标准课 4 节：180 分钟。布置和预习 1 节，汇报讨论 2 节，反思总结 1

节。 

环节安排：布置预习，对小数除法的内容进行梳理→小组讨论进行初步的教学设计→小

组研读案例并进行汇报→小组合作，选择“数的运算”领域中其它的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学

生在课上进行教学实践→教师点评 

人数要求：40 人以下的班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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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参与式教学、小组合作等方式，以师生的讨论为主，讲授为辅。	

工具选择：多媒体、案例打印资料、录像机。 

组织引导：教师布置任务清晰、预习要求明确 

            提供给学生必要的参考资料 

            给予学生必要的技能训练，便于课堂教学实践的进行 

            对学生课下的讨论予以必要的指导和建议 

活动设计建议： 

 ①阅读《数学课程标准》和教材中“数学运算”相关内容，同时查阅相关的教学设计

和实施的文献，对小数除法内容进行初步的教学设计。 

 ②阅读本案例，有条件的可观看案例视频，独立思考，记录思考与问题。 

 ③小组讨论交流，将 终的小组问题列在记录单中。在小组的交流与汇报中，教师进

行点评与提升。 

 ④指导学生在课下对自己的设计进行完善，教师给予必要的指导。 

 ⑤在进行小组汇报交流时，聆听小组要做好记录，便于提问与交流。 

 ⑥教师对小组的设计进行点评，适时的提升理论，把握教学的整体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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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课堂实录整理（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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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实习教师与电流概念学习进阶的“邂逅”*
 

 
 

摘要: 学习进阶是科学教育领域中的研究热点并已应用到多个国家课程标准中，

但在日常教学中却使用甚少。实习教师小张在电流概念的教学中遇到了困难和挫折，在借鉴

他人经验，尝试多项措施均未明显奏效之后，决心求助于学习进阶。几经周折建立起来的电

流概念学习进阶，不仅让他透视了学生的知识缺陷，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补救教学，也促成了

自己知识观和教学观的转变。小张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学习进阶对教学的重要性，普通教师

应用学习进阶面临的挑战以及可能的应对办法。 

关键词：实习教师；电流；学习进阶；补救教学 	
	

An exploration of a student teacher in teaching electric 
current with learning progression 

 
Abstract: Learning progression is widely studied in science education and has appeared 

in some 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 but rarely used in daily teaching. In the teaching of electric 

current, Zhang, a student teacher, encountered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While others' advice and 

some hopeful measures didn’t work well, thus he decided to turn to learning progression. Learning 

progression of current not only helped him frame students’ knowledge and take effective remedial 

teaching,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change of his knowledge and teaching view. Zhang's 

experience shows us the importance of learning progression and also reveal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ordinary teachers and the possible solutions in applying learning progression. 

Key words: student teacher; electric current; learning progression; remedial teaching 
 
背景信息 

	

学习进阶（Learning	Progressions），这个魅力十足的术语，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广泛的关

注和无限的期待，早已成为国际科学教育领域中的一个研究热点，人们一方面希望它来精确

刻画学生对概念的认识程度，更希望用它来实现精准而高效的教学。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简称 NRC）先后从上述两个角度对学习进阶做出过界定。	

	 	 	 	从概念理解的角度，NCR 指出，学习进阶是“对学生在学习某个核心概念时从粗浅到精

熟的描述”。这里核心概念，通常指的是大概念，由多个相关的具体概念按一定的结构组成。

																																																								
作者简介：***，男，****人，****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学教育、教育测量与评价研

究。 
编制说明：本案例根据一位实习教师的真实经历编写而成。为尊重当事人，案例中所有的人物、学

校、地区都用了化名或代号。为降低阅读难度，在不失完整性的基础上，作者压缩了统计分析过程，对这

部分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相关书籍，或从专业网站获得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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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大概念，不仅限于人们熟知的力与运动、能量等传统理科教学中的概念，更多的是研究

者“新造”的，如“自然界中的碳循环”，“热化学”等。如何建构概念，需要课程设计者、研究

者或教师做出选择。	

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角度，NRC 对学习进阶的表述为“对学生在一段时间内的某一

主题学习中所遵循的连贯且逐级深入的思维路径的描述”。这里的主题，不同于教材中的单

元和章节，仍然是大概念。而将学习进阶作为思维路径的定性，为进阶的构成提供了更多成

分来源，在现有的一些进阶中，不乏把技能或能力纳入，甚至作为进阶主题的例子。根据这

一界定，教师的教学就是要在这条思维之路上带领学生朝着 终的目标前进。	

在新一代美国科学教育标准中，学习进阶作为目标达成度，对学生在不同年级的在学习

内容上应有的表现做出规定，使得教师明确知道，通过教学学生应该能够做什么。学习进阶

作为教育标准的一种新形态。我国 2017年公布的小学科学教育标准，已经明确地界定了同

一内容在不同年级目标要求，进阶的思想非常明确。	

课程标准中的这些进阶要求，往往是针对长期目标而言的。对教师而言，更需要能够针

对日常教学中短期目标，甚至一个具体主题的学习进阶。近年来，研究者也开发了不少这类

主题的学习进阶，然而，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并不常见。	

学习进阶的开发，一般先确定一个核心的科学概念为进阶目标，进而围绕这一目标确定

进阶的框架，通过测量学的方法完成进阶建构和检验。学习进阶的开发过程不仅涉及学科知

识，还需要专业的教育和心理测量技术，往往由专业的研究者完成。这样的进阶是否能在实

际教学中被教师所应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学习进阶开发者和使用者的分离，以及由此带

来的适用性、可操作性、变通性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影响其推广应用的主要原因。	

因此，理想的情况是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开发学习进阶，但开发过程中涉及的测量

学问题让众多教师望而却步。物理及其他学科的教师能否在教育测量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完成

自己需要的学习进阶开发？如果教育测量专业人士能够适时地提供帮助的话，答案似乎应该

是肯定的。而小张，某高中物理学科的实习教师，初生牛犊不怕虎，就进行了这样的尝试。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尝试？在这一过程中，他会遇到哪些问题？又有哪些收获呢？	

 

案例正文 

 

一、没想到电流概念这么难教 

 

（一）初执教鞭便受打击 

	 	 	 	 小张从小喜欢当老师，并且认为自己具有当老师的潜质。在师范大学读教育硕士时，

他获得了到 A校当实习教师的机会。A校是 B地区一所省二级普通高中特色示范学校，在当

地虽然名气不是 大，也有不错的口碑。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尝试后，他觉得自己很快

地适应了学校的教学工作，讲课也有点老教师的“范”了，这似乎证实了他确实是块当老师

的料。但是，随着教学的开展，他这种刚刚产生的成就感也慢慢地被困惑取代。	

	

	 	 	 	我在课堂上把每个概念讲解清楚了，但是学生的作业还是有暴露了不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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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找学生订正作业时，发现他们对我在课堂上强调过的重点内容都不理解。	

	

	 	 	 	 尤其是上完恒定电流这一节后，小张老师给学生面批作业时发现，学生对于电流概念

的理解与他设想的相差太多，使他十分震惊。	

	

	 	 	 	就算是现在新高考模式下，上课进度比较快，这个学校学生的物理基础也不能

算差呀，而且电流这个概念应该也没有多难吧。电流就是电荷的定向移动，书本上

定义很明确了。我也查过资料，并且根据资料上提示，提醒学生要注意识别一些典

型错误，如电流会被消耗啊，电流流经用电器有顺序啊，比如分不清出电流和电能

的区别啊，等等。但课后的作业中发现，一些学生还是明显地抱有这些想法，真的

想不通学生为什么会理解不了这个概念。	

	

（二）经验之谈未必奏效	
小张很想把学生教好，为此，他请教了几位同年级的物理老师。他们给小张谈了一

些自己的经验和平时教学的做法。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每个教师都有不同的说法，小张觉

得很难从他们的经验中总结出一种方法来。	

	

电流这个概念挺简单的啊，就是电子的定向移动，你让学生记住就可以了，他

们自己会慢慢理解的。	

	

电流概念高中和初中不一样的，高中说它是电流强度，I=	
q
t 	 。它就一个计算

的物理量，强度不可能被消耗的，它又不是物质。	

	

电流，你就要和学生讲它的产生条件，一个是导体，一个是电势差，你说了这

两个条件，他们就能理解电流是什么了。	

	

将信将疑之间，小张老师还是决定去试一试。他找来了几个对电流理解有问题的学

生进行访谈，并用这些方法对学生进行帮助。试过几位学生之后，他发现这并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学生的问题。学生似乎能够明确电流的定义，但是对于电流概念的内涵，如果

教师换一种问题去问，学生就会慢慢暴露出他本身理解上的问题。	

	

师：电流是什么？	

生：电流是电子的定向移动。	

师：移动快么？	

生：可能不快的吧。	

师：为什么我们一按开关，灯马上就亮了？	

生：那应该移动挺快的。	

师：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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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光速那么快吧。	

	

而有些学生似乎只是在强行记忆电流定义。	

	

师：电流怎么算？	

生：I=	
q
t 	 。	

师：你怎么理解这个式子呢？	

生：就是怎么算电流。q是通过横截面的电荷量，t是时间。	

师：所以电流可以这样算么？	

生：是的。	

师：那我们平时说电池用久了，电路中电流越来越小。为什么？	

生：应该电池中什么被消耗了吧？	

师：什么被消耗了？	

生：电荷吧。	

师：为什么？	

生：I小了，说明 q变少了，所以电源里的电荷被消耗掉了。	

	

在经历了这些事后，小张老师渐渐意识到电流这一概念远比自己预想的难教，学生

在学习这个概念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似乎很难去改变。	

	
二、可用的资源并不解渴 

 

（一）研究者众说纷纭 

为了弄清楚如何才能让学生正确理解电流概念，小张系统地查阅了关于学生如何理解电

流概念的研究文献。研究者通过“迷思概念”来描述学生基于日常经验对某一概念产生的错

误理解，学生的这种“迷思”在电流教学中经常会表现出来，并且往往很难转变。然而在整

理文献的过程中，小张发现由于研究假设、研究方法、研究条件的不同，针对电流的迷思概

念研究往往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结果，这使得各个研究的结果难以归纳成为一个普遍性的结

论。然而，对于电流，学生的迷思概念之丰富是不争的事实，小张觉得如果能够有一种方法

将这些结论整合起来，这个问题便可以明朗许多。  

 

我当时就想，面对如此种类繁多的电流迷思概念，作为教师该如何应对。当面

对一个班级的学生时，我不知道他们都带有哪些迷思概念来到课堂里；也很难预料

有多少学生在通过电流的学习后还会保留这些错误的认识，或者在新的内容学习

中，又产生新的错误理解。感觉光看看文献也没有一个普遍性的结论，这对于教学

来说帮助其实不大。 

 

（二）专家型教师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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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小张询问了学科组长等教学成绩突出、教学经验丰富的专家型教师，与他们的

对话让小张对电流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电流是一个看似简单的概念。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时也会提到它。在一般人的

心目中，电流通过导线流动，就象水流沿着水管流动一样。于是，在这样的类比中，

人们似乎真就认识了电流，很多学生也是如此。当然，电流也有跟水流有不一样的

地方，电流的流动非常快，它的速度达到光速，也就是每秒能“跑”30 万千米，

所以，你一按开关，灯就亮了。但是书上不是说，电流是电路中的自由电荷作定向

移动产生的吗？你让学生怎么想象，在这转弯抹角的电路里，电荷怎么可以跑那么

快呢？再说，还有电阻呢，在不同的电路中，电阻大小不同，对电流的阻碍作用强

弱也不同，电流怎么可能跑的都一样快呢？电流不会被“消耗”掉。如果一条电路

中依次连接着一串灯泡，则流过每一个灯泡的电流是一样的，灯泡不会“吃掉”流

经它的电流，那么，灯泡就这么无需代价地发光吗？想想你的手机，电池的电为什

么会用完呢？你把这些问题往学生跟前一放，他们就懵了。所以电流它这个概念并

不是简单定义，它和其他很多概念都有联系的。 

 

至此，小张渐渐清晰起来：电流这个概念并非一个孤立的“知识点”，它和很多概念有

着联系，如果我们在寻求解决问题办法时，还是局限在一节课里简单地只针对电流定义进行

教学，就无法打破困局。 

另两位老师跟他谈的经验中也说明了这一点。 

 

学生要想理解电流，是需要一些基础的。比如电场，如果学生理解了电场，并

把电流和电场联系起来，他们就能解释，电流不是“白白地”流过用电器的，其中

有一样东西会减少，就是电能。电流是一群电荷在电场作用下在导线中的运动，经

过电阻相当于电荷受到的阻力做功，做功将电能转化为内能，这个过程就这样并不

是电荷被消耗了，更不是电流被消耗了。形象地说，这就像一列车队在公路上匀速

前进，还要经过一些坑坑洼洼，车辆的数量不会减少，但车内的燃料（能量）会被

消耗。学生只有理解到这一层，才能从潜意识中消除电流被消耗的观念。 

 

电流并非是那么容易理解的一个概念，学生要掌握电流这一概念就要理解其本

质，电流中所“流”的不仅仅是电荷这种物质形态的东西，更重要的还有电场，以

及伴随的能量。这些超出人们日常经验的现象，正是电场和能量的表现。如果学生

基于具象的经验来建构电流的概念，必然会带来错误的理解，形成错误的概念模型。 

 

这些专家型教师的话，让小张开了眼界。但这也让他感到很难办：教一个电流要跟学生讲

这么多吗？课堂上没有时间啊！再说，有的学生对力学中的克服阻力做功，机械能转化为

内能都不理解，我在课堂上光给他们补这个就得花个半堂课的时间，我电流教学的正事不

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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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材安排 

虽然老师们的建议让小张认识到学生想要理解电流概念必须搞清楚电流与其相关概念

的联系，同时学生理解概念也应该有一定的顺序。但是和电流相关的概念有哪些呢？这些

概念与电流又是怎样联系的？这些概念教学的先后顺序应该是怎样的？ 

小张想，这些问题会不会在教材中有答案呀？于是他带着这些问题重新去翻阅物理课

本和教学参考书，发现虽然教材中对于电流知识呈现有构建概念网络的意图，并且也体现

了一定的教学顺序，但是由于教材针对的对象范围大，其中也还是不免存在着电流相关概

念联系未阐述清楚，各种概念教学顺序不清等问题。 

 

教材中电流的概念是建立在电场上的，教材在静电场的基础上介绍了恒定电

场，同时引入了恒定电流的概念。教材还有意强调了电流的强度这一物理量。但是

教材在一些方面似乎也不是讲的那么透彻，例如教材虽然在讲解恒定电流概念之前

就讲解了电源的概念，但是电源和电势差和电场如何使电荷定向移动似乎并未提

及，这会使学生对这三者的关系理解不清。而关于电路中电热实质的问题，书本仅

由焦耳定律这一实验定律解释，并没有涉及到电热如何产生，其中做功过程怎样。 

 

    经历了这样一番探索后，小张发现：给学生教电流的概念，就是要在他们头脑中搭建

一个概念框架，所需要的材料，如果循着他们读过的书本去找，似乎都出现过，但在学生

头脑中，有的已经散落得很远，有的则需要改造。如何帮助学生完成这一过程，他感到力

不从心了。 

 

三、学习进阶---把学生标定在学习之路上 

 

    （一）挑战学习进阶 

    小张回师大跟自己的导师交流，导师让他从学习进阶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他不是不

知道学习进阶，但建立一个学习进阶需要很多测量学的知识和专门的技术，这些都是自己

不具备的。 

	 	 	 	 但小张是一个愿意挑战自我的人。导师的建议让他看到了一种新的希望，就是通过自

己的努力，利用学习进阶这个“新武器”，弥补自己教学经验上的不足。于是，他决定建

立一个高中生电流概念的学习进阶。	

    建立学习进阶需要基于已有研究界定一个初始的概念模型，然后基于测验获得的实证

数据验证这一模型。小张发现，用相关物理概念模型组成一个电流概念的进阶模型是自己

能做的，测验的题目也是自己能编的，而数据分析方面用到的认知诊断技术、Rasch 模型

等，则可以找心理测量学方向的研究生小刘等同学解决。 

 

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同学其实是拒绝的，因为他们觉得跨学科了，也不清楚我

后究竟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为了说动他们，我请他们吃饭，并且把前面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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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论文带去和他们一边吃饭一边聊，向他们介绍我的方案。在交谈中，他们逐

渐产生了兴趣，很愿意帮助我，还推荐我用认知诊断技术，画出学生电流概念的学

习之路，使结果更加直观形象，便于在教学中使用。这是他们第一次直接参加物理

教育领域的研究，他们很好奇会出来什么结果，反过来催我赶紧把前面的进阶模型

图画出来。 

 

（二）万事开头难 

    小张回到了实习学校,他要找物理组的老师商量，怎么画出电流概念的进阶模型。他给

自己列出了接下来要完成的任务。 

 

    首先建立关于电流概念相关的一个概念结构，这需要我自己去看文献，访谈

有经验的教师、专家把这个概念的结构给定出来。而认知诊断，其实就是根据这

个概念结构编制题目，组成测试卷，并用通过试卷反馈的数据，通过程序来验证

自己这个概念的结构有没有问题，通过程序 后会反馈好几个数据指标，这些指

标可以判定概念结构的合理性。同时，认知诊断还有将被测学生分类的功能，它

能将每个答题的学生分类至某一“掌握模式”，“掌握模式”便表示了某个学生

对于概念的理解程度。根据不同“掌握模式”的特点与能力高低，我可以将学生

分组，建立起学习进阶，同时也能够制定针对性的教学。	

	

    小张把自己读过的文献中提到的观点都罗列出来，做了一个初步的归纳，画了一个电

流概念模型的知识结构图。他拿着这张图去向物理组的老师请教，请他们判断，自己画的

对不对。老师们都饶有兴趣地和他讨论，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跟他一起修改。改完

图，小张又请老师们跟他一起编题目，组成了一个可以用于访谈学生的口语报告测验。 

    小张用这份口语测验，对同年级其他班级的几名学生进行了一对一的出声思维测试。

这些学生都学过了电流，有的成绩好一些，有些相对差一些。测试的结果说明小张原来界

定的电流概念模型知识结构图还是有问题的。 

 

在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学生理解电流是一个建模的过程。那学生构建电流这个模

型应该需要知道整个电路中和电流相关的一些物理概念，我预先设想是学生要掌

握“电流是电子定向移动”、“电压”、“电场”和“电动势”这四个概念之后

才能真正构建电流的模型，而在对学生口语测试中，我发现学生在做题时对于整

个回路中的“外电路”和“内电路”理解是不同的。他们在理解外电路时，将电

源仅作为一个提供一定电压的电器元件。而由于这个电器元件的存在，使得电路

中有稳定的电流。他们并不需要理解内电路里的能量转化才能理解电流概念。而

在理解其实学生并不需要理解电动势他们就可以掌握电流，他们仅需要理解电压

就是电势差，而电源提供稳定的电势差就可以。	

	



	 82	

    在经过几次修改后， 终小张构建了如下图所示的电流概念模型。图中的每一个圆圈

类似我们常说的知识点，在认知诊断的术语中，称为属性。 

	
	
	
	
	
	
	
	
	
	
	
	

	
图 1  电流概念的属性层级关系 

 
 
图中各属性的含义如表 3.1。 

                     表 1  具体属性含义 
属性 属性名称 属性具体含义 

A1 了解电流概念 

 

知道电流是电荷的定向移动，电流方向是正电荷的移动方向，

和电子移动的方向相反。 

A2 了解电压概念 

 

知道电压是指电路中两点的电势差，电压表可以测量电压，电

源可以提供电路中的稳定的电压。 

A3 了解电场概念 

 

知道电场概念，知道电路中覆盖着的电场，电源提供电压维持

导线中电场。电场中的两点存在电势差。 

A4 了解电阻概念 知道电阻表示导体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大小。 

A5 理解电路中电流

的模型 

理解电源在电路中维持稳定的电场，形成稳定的电势差，电路

中充满自由电荷，自由电荷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一起运动形成电

流。 

A6 理解电流经过电

阻做功过程 

理解电阻对电流阻碍作用的微观解释，电子在电场力作用下经

过导体，会导体内原子相撞，阻力做负功。 

A7 理解电热实质 以做功导致能量转化观点理解电热产生实质，电流做功导致电

能转化为内能，导致电阻发热。 

 

在认知诊断中，学生完整掌握某一概念的知识结构由属性组成，通俗地说，各个

属性代表学生应该掌握的“知识点”。而属性间存在的联系用层级关系表示，即

图中的箭头指向决定了学生掌握该概念结构中的知识点顺序。例如在电流概念知

A1	 A2	 A3	

A4	 A5	

A6	

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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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结构中，学生要掌握“A5 理解电路中电流的模型”，他必须掌握 “A1 了解电

流概念”、“A2 了解电压概念”和“A3 了解电场概念”三个知识点。 

	
    （三）测量那些事 

    建立学习进阶需要实证数据的验证，面对自己陌生的测量学验证过程，小张又找到了

学习测量学的同学小刘询问相关方法，经过一番交谈，小张发现其实这并非一件困难的

事。 

 

	 	 	 	 在认知诊断领域，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验证属性和层级关系的方法。其实在以

前的研究中已经将这套方法集成到了 matlab 的程序中。只要将数据按照对应格式

输入程序，就可以的得到相关数据。这里数据包括了属性层级关系的验证指标性

数据，每个学生的属性掌握情况和每个学生的能力值。其实你只要搜集到对应格

式的数据并且会解读输出相关数据就可以了。	

	

    在听完小刘的解释后，小张豁然开朗。对他来说，搜集对应格式的数据其实就是规范

评分标准，就是按照认知诊断的数据要求去批阅试卷就可以了。而对于输出数据，小张认

为作为教师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解读，才能真正利用它去指导教学。 

 

	 	 	 	 终输出的数据其实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来验证我们假设的知识结构是

否合理，其实只要关注这个数据是否符合要求就好，如果不符合就要重新修改并

再次测量。另一类数据其实是对于个人的分析，包括学生的掌握情况和能力值，

这些数据不可能一个一个去分析，必须对它们进行再次统计并将其分类，对不同

类别的学生进行分析，再去指导教学。 

 

    （四）谜底终揭开 

    根据以上属性层级关系，小张编制了电流概念的认知诊断测验，并对自己的班级进行

了测试，获得了每个学生的“掌握模式”。根据每种掌握模式的特点与能力值高低，他将

学生掌握模式分成九种，每一种模式的能力值不同，根据掌握模式和能力值可以将其学习

之路描述出来，并由此将学生分为四个阶层，下一阶层向上一阶层跃升时都有需要补救的

缺失目标。 后小张整理出了如图 3.2 和表 3.2 所示的学习进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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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电流概念的属性掌握模式和学习之路 
 
掌握模式用 7 位数字编码表示，因为我知识结构中有七个属性，学生掌握某个知

识属性用1表示，没掌握用0表示，例如1110100这个掌握模式就表示学生只掌握

了A1、A2、A3和A5这四个属性。而各个掌握模式有一定的能力值，根据各个掌握

模式的能力高低和特点，1我 终将掌握模式分为 9种来刻画学习之路，并且将学

生分为四个阶层。 

 
随着学习进阶确定后，不同阶层的学生有着不同的特点，而每一阶层学生的教学目标也

非常明确，即按照阶层顺序提升自身阶层。而各教学目标对应着不同类别的知识，针对不同

知识需要不同的教学方法。 

	 	 	 	 	 	 	 	 	 	 	 	 	 	 	 	 	 	 	 	 	 	 	  表 2  不同阶层学生的特点 
所

处

阶

层 

掌握模式 学生特点 
跃升上一阶层的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对应的

知识分类 

第一

阶层 

模式一、模式二、

模式三 

对于电流概念相关的基础

概念：了解电流 A1、电压

A2、电场 A3、电阻概念 A4

等认识不到位。对电流概念

相关事实认识错误。 

掌握相关的基础

概念，了解电流

A1、电压 A2、电

场 A3、电阻概念

A4 等。 

事实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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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阶层 
模式四、模式五 

了解与电流相关的基础概

念（全面掌握 A1、A2、A3、

A4）。但是各个基础概念没

有构成相应联系。在问题解

决是，不能将这些概念与电

流相联系进行思考。 

建构电路中电流

的模型。理解电流

是电荷在电场作

用下形成的 A5。 
概念性知识 

第三

阶层 
模式六、模式七 

在了解相关概念的基础上，

理解电流是电荷在电场作

用下的定向移动，构建起一

个正确的电路中电流的模

型。 

应用电路中的电

流模型分析电流

做功过程 A6、A7。 程序性知识 

第四

阶层 
模式八、模式九 

应用电路中电流模型，结合

电阻概念的了解理解电流

经过电阻做功实质，从能量

转化的角度理解电热实质。 

  

 

而通过对不同阶层的学生电流错误概念的统计。小张发现不同阶层的学生拥有一些典型

的对电流概念的错误理解，例如有电流消耗想法和电流有顺序想法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前两个

阶层，而第三阶层的学生有混淆电流与电能的想法。小张认为学生产生这些错误的想法的原

因主要就是对于该阶层的知识并没有很好的掌握，进而产生错误。同时小张发现有些学生居

然存在着一些超出老师意料的想法，而这些想法也对应了某一个特定的阶层。 

 

师：展示一个由灯泡、开关和电源构成的电路，其中 B、C 是灯泡两端导线上

的点。 

生：开关 s 闭合时是有电的，导线 B、C 两点有电流。电流是电子的移动，从

负极出来，经过开关到灯泡，发亮…… 

师：那当开关断开时呢？ 

生：那断开时，电子的方向是负极到正极。恩……所以只有 C 点是有电流的吧。 

生：就是 S 是一个开关，它闭合之后是有电的，能工作。它断开时，以它为界

的话，右边 C 这边有电子流出来所以有电流，它是一个通路么。而右边不是就没有

（电流）了。 

 

分析上述对话，小张发现该学生其实存在着导线正极到用电器存在电流，负极到用电器

没有电流的想法，而该生对应在第一阶层中，对电流、电压等事实性知识的认识存在问题，

即没有关于这些概念的一个笼统的认识，进而造成了这样的理解错误。 

而小张老师认为如果在教学中实现学生阶层的提升，学生的错误想法也会随之改变。即

学生补全概念结构的过程就是其迷思概念转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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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初试牛刀----学习进阶引导下的电流概念补救教学 

 

（一）目标精准的教学 

在构建了关于电流的学习进阶，并且得到班级中每个学生所处的阶层后。小张开始运用

学习进阶进行教学。由于学生之前已经学习过电流，这次教学目的是补救学生错误的知识结

构。 

1.“诊断报告”式的任务单 

课堂开始了，小张让物理课代表把学习任务单发到每个学生手里时，学生显然对手上这

份不同于往常的“导学案”充满了好奇。听课教师也问学生拿过任务单开始讨论。 

小张认为补救教学以学习任务单作为载体，反馈诊断报告与学生应该完成的任务，让

学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达成概念转变。任务单（部分）如图 4.1

所示： 

 

 

 

	

	

	

	

	

	

	

图 3  学习任务单设计（部分） 

而学生也对任务单充满了好奇，在讨论上面的诊断报告，并翻看上面的任务。 

	

小马是这个班级里的物理成绩中上的学生，当他读到看到任务单上写着：对于

电流概念的理解，要认识到电路中的电流是电子在电场作用下的定向移动。建议：

不需要完成 1、2、3、4的任务，直接从 5开始完成任务。在思考电路中的电流问

题时，请结合“电流是电子的移动”、“电压”和“电场”概念思考。小马看着任务

单上的任务 5略有所思翻开书本开始思考。	

 

一些平时不是特别认真的学生对待任务单也并没有像平时收到学习资料一样直接放入

课桌。 

小袁是这个班级里物理较差的学生，他似乎对任务单上对于自己的诊断产生了

兴趣，并开始按照任务单上的指示思考起任务 1中的问题。	

2. 分组施教 

学习任务单 	
姓名：小金	 	 	 	 	 	 	 	 	 	 	 	 	 	 	 	 	学号：15	 	 	 	 	 	 	 	 	 	 	 	 	 	 	 	 	 	掌握模式：1111000	

电流概念诊断报告：你已经基本建立了对电流的直观概念。但是对于电流概念的理解要认识到电路孩子能

够的电流是电子在电场作用下的定向移动。而电流做功的实质是：电子在电场力作用下经过导体，会与导体

内原子相撞，阻力做负功，导致产热。	

建议：不需要完成 1、2、3、4 的任务，直接从 5 开始完成任务。在思考电路中的电流时，请结合“电流是

电子的移动”、“电压”和“电场”概念思考。	

1.了解电流概念：电流是电子的定向移动。 	

对于这样一个电路，	

① 图中电流的方向是怎么样的？②电子的方向呢？③电子和电流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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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开始时，小张将学生按照任务单上的组别分组，各组人数均不相等，不同组的学生

要求坐在一起。而针对分组小张也将课堂时间安排重新设计希望能够充分利用时间对不同阶

层的学生有效补救，如表 4.1 所示。 

 

既然已经将学生分类，我就直接进行分组教学。分组的依据就是学生知识结构

的类型，我应该将同一阶层的学生分在同组。在教学中，应可能地提高各组教学的

针对性，所以我在这节课中采用了两个主要策略：1.给予不同分组的学生不同的学

习任务单，利用学习任务单明确各组不同的任务；2.课堂时间安排上给予不同组学

生不同时间，其中第一阶层学生要求在 20分钟内完成任务，第二阶层学生要求在

10 分钟内完成任务，第三阶层学生要求在 5 分钟内完成任务。完成任务后，教师

到每个组进行讲指导，随后要求学生完成相应的形成性练习。	

	
                          表 3  课堂时间安排  

时间表 教学实施 

上课 

7:30-7:33 将学生分组，布置班级任务，明确学习目标。 

7:33-7:48 各组分别完成相应任务： 

第一阶层时间：7:33-7:53 

第二阶层时间：7:33-7:43 

第三阶层时间：7:33-7:38 

7:38-7:43 实施补救 A6、A7的第三阶层教学，完成指导后，要求完成相应的

形成性练习。 

7:43-7:53 重点实施补救 A5的第二阶层教学。在完成教学后，对该阶层的学

生进行第三阶层的教学，补救 A6、A7属性。完成指导后，要求完

成相应的形成性练习。 

7:53-8:15 重点实施补救 A1、A2、A3、A4的第一阶层教学，在完成教学后，

对该阶层的学生进行第二、三阶层的教学，补救 A5、A6、A7 属

性。完成指导后，要求完成相应的形成性练习。 

下课 

 

3.教师引导下的概念转变 

在具体教学中，小张认为教师引导是达成学生概念转变的重要过程，他发现随着学生的

知识结构的完善，学生概念发生着转变。 

 

 

 

 

 

 

 

课堂题目：如图，如果开关 S 闭合灯泡 A 和 B 哪一个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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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试卷题目 6 

	

在第二组教学期间，我针对“试卷题目 6的问题”问题向一位学生发问。一位

同学认为靠近正极的 A 灯先亮。他认为“电流的流向是从正极到负极，电流先经

过 A灯泡，所以 A先亮”。在这时有些学生认为 A是错误的，开始了讨论，我制止

了他们的讨论并先让学生们写下自己的观点，并把原因写在纸上并上交，在大致看

了学生的观点后，整理出了三派观点反馈给学生：（1）认为 A 先亮，因为电流先

经过 A。（2）认为 B先亮，因为电子先经过 B。（3）认为同时亮，因为电流速度很

快，经过 A和 B几乎是同时的。我将学生的观点写在黑板上，先说明（1）和（2）

之间的矛盾，在相互收到质疑后，两派学生难以解决这个矛盾，而同学也似乎对自

己原来的观点产生了动摇。而对于（3）的矛盾我向学生提问，如果要考虑极短的

时间，那还是要先经过 A，这个问题其实到 后还是要处理上面的矛盾。所以应该

把重点放到如何处理这个关于电流和电子的矛盾上，我鼓励学生去思考电流和电子

究竟是什么关系？为什么会形成电流？电压，电场和电流是什么关系？电阻究竟是

什么？ 后得到结论：电流在电路中是一个恒定的系统，电子分布于电路的每个角

落，当开关一接通，电场就分布于整个电路中，电子在电场下发生定向移动也就是

电流，所以电流经过用电器并没有先后顺序。	

	

（二）这样的补救有效吗 

1.整班的成绩单 

为了评估补救教学的效果，小张是设计了对照实验的。教学实验的设计和实施都按套路

进行。在前测中，小张设置的实验班和对照班在电流概念掌握模式分组上差异不显著

（P=0.955），实验班实施上述分组教学，对照班则按惯常方式进行复习教学。在实施教学后

的两个星期对两个班进行了后测，实验班和对照班在电流概念掌握模式分组上差异显著

（P=0.028），实验班表现更佳。 

2.学生个人的前后对比 

除了整班数据的比较，小张还在实验班增设了对学生个人的质性分析和比较。他在教学

前和教学两周后，选取几名学生进行访谈做前后对比，发现学生确实发生了预期的转变。 

 

我在补救教学前访谈小黄同学，发现他是抱有“电流被消耗”想法的，属于阶

层二。访谈时我引导他想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没有纠正他的错误。补救教学中我并

没有特别关注他，但在教学结束两周之后的访谈中，他的观念发生的明显的转变，

跃升到了阶层三。 

 

 

 

 

 

前测试卷题目：如图，导线 a 连接电池的正极，灯泡发出很亮的光。有人这样解释这一

现象：电流由导线 a 通过灯泡后，部分被消耗变成光和热，剩余的通过导线 b 回到电池

负极。这个说法对吗？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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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前测试卷题目 

 
师：灯泡的光和热是哪里来的？	

生：是电流产生的。师：电流怎么产生光和热？	

生：焦耳定律说 Q等于 I平方乘以 RT，所以电流就能产生热。	

师：那所以电流就被消耗了？	

生：是的。	

师：那既然电流被消耗了，A的电流要比 B大是么？	

生：不是的，一样大，串联电路电流相等。	

师：这个电路中什么和什么串联？	

生：恩…串联。整个电路的电流应该是一样大的。	

师：为什么一样大？	

生：消耗是指整个电路的电流都被消耗了吧，整个电路中电流都是相等的，但

是在慢慢被消耗。	

师：为什么？生：因为整个电路中电流被消耗，所以过一段时间去测，电流就

会减小的，电池会慢慢用完。	

	

	

	

图 6  后测试卷题目 

	

师：你觉得这个说法正确么？	

生：错误的。	

师：错在哪里？	

生：电流不会被消耗的。	

师：如果电流不会被消耗那么电阻怎么发热的？	

生：电阻发热是电能转化成热能，电能和电流是不一样的。	

生：电流......是电子在导体中移动的，电灯发热......是电子做功形成的。	

生：做功导致能量转化。	

后测试卷题目：对于“电流经过电阻，电阻会发热”这一现象，小明认为：“电流经

过电阻时，电流转化为内能，所以使电阻发热。”你觉得他的观点正确么？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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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你确定电流不会减小么？	

生：根据欧姆定律电流和电压电阻有关，电压电阻都没变，电流一定不会变，

电流它不是和能量一样会被消耗。	

 

结语 

	

这一轮漫长而曲折的电流教学，小张老师历尽艰辛，成长了不少。从点对点地讲定义，

到结构化地教概念，他的知识观、学生观和教学观都有了质的提升，这些都是借助学习进阶

完成的。	

小张的经历说明，在教育测量专业人士的帮助下，学科教师能够克服知识结构上的不足

和测量技术上的困难，完成学习进阶的开发。而且，与小张当时情况不同的是，目前一些专

门帮助教师完成测量和数据分析任务的网站和傻瓜软件已经出现，教师可以便捷地获得相关

知识和技术帮助，那么，老师们是不是做好了准备，可以信心满满地去拥抱学习进阶了呢？	

也许，具有“高大上”特征的的学习进阶会让初步接触它的教师先爱恨交加，再敬而远

之。但是，这种“高大上”是当今社会发展的方向，也是教育发展的方向。逃避现实是没有

用的，主动迎接挑战才是应有的选择。	

	

	

案例思考题 

 

1.关于电流，高中生主要有哪些迷思概念？ 

2.在本案例的电流概念教学中，学习进阶发挥了哪些作用？ 

3.学习进阶能否用于新课教学？如果能，该如何使用？ 

4.物理教师如果要建构一个学习进阶，会遇到哪些主要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5.在什么情况下，物理教师有必要自己建构一个学习进阶？ 

 

案例使用说明 
    

    1.适用范围 

适用对象：学科教学（物理）专业硕士研究生，课程与教学论硕士生和博士生。 

适合课程：物理教学设计与实施、物理课程与教学论，物理教育测量与评价。 

2.教学目的 

    ①了解电流概念的教学困难及其原因； 

    ②理解学习进阶的含义和价值； 

    ③了解学习进阶建构的过程和使用方法； 

    ④培养量化研究思维及其教学应用意识。 

3.要点提示 

相关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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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进阶相关理论：学习进阶与建构主义理论、儿童认知发展理论和认知诊断理论是紧

密相连的。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学生学习知识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而学生的认知随年龄

发展，并存在不同的阶段。这便需要教师关注学生知识建构的过程与阶段，即关注学习进阶。

在测量学中，通常把对个体认知过程、加工技能或知识结构的诊断称为认知诊断评估，通过

认知诊断可以测量学习进阶。 

概念转变理论：概念转变理论研究了学生从迷思概念向科学概念转变的机制、条件和结

果。学生在学习某一概念时，有时会产生许多迷思概念。概念转变理论大量迷思概念的研究

为基础，同时为概念教学提供依据。 

教学设计理论：教学设计是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和教学对象的特点，将教学诸要素有序

安排，确定合适的教学方案的设想和计划。一般包括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策略等要

点。同时也包括了教学的评价与教学有效性的判断。 

关键知识点 

借助案例中的描述与自身学习经验，明确“大概念”、“概念转变”、“学习之路”和“学

习进阶”等概念的具体含义，形成关于基于学习进阶的概念教学的知识体系。 

关键能力点 

量化研究的能力：能够根据案例中学习进阶的建立过程，总结基于认知诊断方法建立学

习进阶的范式，并据此展开对于数据的深入分析，得到相关结论。 

教学设计的能力：能够根据学习进阶结论设计教学。通过阅读案例中的教学设计与教学

过程，理解教学设计的一般步骤，并根据自身情况设计贴合自身情况的教学。 

教学评价的能力：能够在一定的教学理论框架指导下评价案例中的教学过程，并根据评

价形成对教学的反思。 

案例分析思路 

通过对高中生电流迷思概念复杂性的分析，体会认知诊断的作用和价值；通过对电流概

念学习进阶的分析和讨论，了解它的建构过程及其对电流概念教学的作用；通过补救教学案

例的讨论，体会学习进阶对教学的作用和价值，并为学生使用学习进阶提供借鉴。 

4.教学建议 

时间安排：大学标准课 3节，共 150分钟。	

环节安排：	

（1）分组讨论（30 分钟）。每个小组 4~5 人，围绕思考题进行讨论，在逐题讨论的基

础上，每个小组可以侧重一个问题，形成小组意见。 

（2）小组汇报（每组 5 分钟，共 30 分钟）。每组派一名学生，向全班汇报。 

（3）汇总意见，形成观点（30 分钟）。全班对各小组的进行讨论，形成观点，对每个

问题观点，暂不要求统一。 

（4）教师点评（20 分钟）。教师对上述讨论过程和生成的问题进行点评，引导学生讨

论有分歧观点，或引申出新的问题。 

（5）全班讨论和总结（40 分钟）。围绕分歧或新的题，全班进行讨论，教师进一步引

导学生思考，形成若干共识，进行总结。 

适用范围：30人以下的班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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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引导：教师提前两周布置预习，向学生提供案例，以及相关材料清单，提出明确的

预习要求。	

活动建议：	

提前两周布置的阅读和汇报任务，阅读任务包括案例文本、参考文献和理论文献。汇报

任务包括关于思考题见解，形成的的教学设计（片段）。	

小组讨论环节中需要学生明确分工，例如主讲人、资料汇总员，讨论记录员等。该环节

需要有明确的记录单，记录单包括主讲人和小组成员的发言记录以及 后综合观点。记录员

做好录音工作。	

全班讨论过程，同学可通过手机 QQ或微信参与互动。	

成绩考核材料包含（1）汇报情况（2）小组讨论记录（3）发言情况记录（4）课程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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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作者授权书 

 

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  

 

本人同意案例                                           被中国专业

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收录。 

本人郑重地作如下声明： 

1.该案例为作者原创，未公开发表，没有一稿多投。 

2.该案例所有引用资料均注明出处，不涉及保密与知识产权的侵权等问题，

对于署名无异议。 

3.该案例被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收录后： 

（1）作者享有案例的署名权、修改权、改编权，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

心享有并有权同意第三方享有以下权利： 

案例的复制权、修改权、发表权、发行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改编权、汇编

权和翻译权。 

拥有代表本人与其他机构或个人进行案例交换、购买、出版等商务谈判、合

作的权利。 

（2）未经中国专业学位教学案例中心同意，本人不得授权第三方使用该案

例。 

本授权书要求第一作者签字确认，并对各项承诺负全责。 

本授权书所涉及事项对该案例全体作者具有约束力。 

 

第一作者签名：  

证件号码： 

常用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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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提交教学案例汇总表 
院校名称：	 	 	 	 	 	 	 	 	 	 	 	 	 	 	 	 	 	
联系人姓名：	 	 	 	 	 	 	 	 	 	 	 	 	 	 	 	电话：	 	 	 	 	 	 	 	 	 	 	 	 	 	 	 	 	 	 	 	 	 E-mail:	 	 	 	 	 	 	 	 	 	 	 	 	 	 	 	 	 	 	 	 	 	 	 	 	

	

序号 专业 案例名称 
作者信息 

姓名 Email 工作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注：如一个案例有多位作者，请将所有作者信息列出。如有外单位作者，也请注明其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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