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初中物理课程标准中对教学目标
的描述比较宽泛而不易准确把握，影响了课
堂教学目标的高效达成。 因此，对教学总目
标进行科学有效的拆分是必要的。本文从目
标分解的目的与价值及其方法两方面进行
了有益地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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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初中物理课程的顺利实施与满足

学生学业评价的客观需要，作为一线物理教
师，有必要对课堂教学的目标作基于课程标
准的分解并掌握相应的方法。

一、课堂教学目标分解的目的与价值基
于课程标准对课堂教学目标进行分解与细
化，实际上是对教学目标的简化与瘦身。 从
教的角度出发，它会使教学目标更为简明直
接，易于把握教授的程度，包括广度与深度，
提高教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从学的角度出
发，它会给学生以明确的认识，使他们可以
清晰地知道需要学习哪些知识与技能以及
学习的方法与步骤等，明确学习的方向性与
程序性。课程标准中教学目标的表述是课堂
教学的总目标， 是一种预期达成的远期目
标。 这种远期目标必须进行细致地分解，成
为若干个小且容易实现的短期目标或一课

时的教学目标，使之符合当下课堂教学的实
际需要并指导具体的教学行为，否则，这种
总目标就毫无存在的意义。

为了分解教学目标， 提高其可操作性，
教师必须深入解读课程标准并根据课程标
准与相关教材编写人员的解析进行准确地
理解，避免不必要的偏离与误读；同时，还要
深入了解学情，如学生的学习成绩及其差异
情况、知识结构及其缺失情况、爱好兴趣及
其对物理学习的认识情况等，并将对教学目
标的分解与学生的学情进行有机结合，从学
生的学习与接收角度出发来制订教学目标
分解的具体程度、步骤与实施细则。当然，为
了学生考试成绩与升学的现实需要，教师也
要对中考考点进行足够地关注，适应其要求
并融进日常教学。

二、课堂教学目标分解的逐层深入与解
剖方法对教学目标最常用的策略是拆解，使
目标变小，界定清晰，更易于认识、把控和操
作。在物理教学中，这种拆分主要有两种，一
是逐层深入分解法：遵循先易后难、逐层深
入的原则，从最简单直观的问题入手，以小
的达成目标为基础，梯次推进，步步为营，最
终达成教学总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是解剖

法：遵循降低教学难度的原则，把总教学目
标拆分成几个平行的小目标，教学重点与难
点各个击破，达成教学目标。

一般来说，逐层深入分解的方法多用于
难点突破。 难点大多由多个小的知识点综合
组成， 短时间内难以被学生理解与接受，因
而拆分的目的在于使难点分散，降低教与学
的难度。 以第九章《浮力》(沪科版，八年级物
理教材)的教学目标为例，课程标准对于知识
与技能目标的第一个要求是“了解浮力是怎
样产生的”，其教学指向是浮力概念的教学。
如果教师因为内容简单而忽略了过程与方
法， 就会造成学生对浮力概念死记硬背，不
利于后面知识的融会贯通，因而将这一教学
目标进行拆分是必要的。 第一，引导学生通
过实验，感受浮力的存在；第二，感受浮力的
方向；第三，总结浮力的概念。 显然，实验的
进行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生活认
知，从而为教学服务，而引导学生感受浮力
的方向，为后面教学浮力的概念服务，使学
生对概念的理解与识记更加基于理性而非
不明所以地纯粹记忆。 这对于学生物理学习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实现也是必要的。

解剖法多用在实验探究等课型上。物理

课程标准明确实验探究是由“学生”独立完
成的，尽管过程中要有教师的引导，但由于
学生能力与知识水平的有限， 很难合理、科
学地把控探究过程。将教学目标拆分成几个
平行的、难度相当的小目标，则有利于实验
探究过程的顺利进行。 仍以《浮力》教学为
例，课程标准在知识与技能目标方面有“知
道浮力的大小等于什么”的要求，短短几个
字的背后要求学生至少要通过实验来猜想
与探究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会用弹簧秤；第
二，猜想影响浮力大小的因素 (物体浸没体
积、排开液体密度等 )；第三，会用排液法进
行探究；第四，总结阿基米德原理，知道 F 浮
=G 排。通过这样教与学的目标分解，学生对
于探究的方向性、 可操作性会大大增强，在
降低学习难度的同时也促进了学生探究过
程的顺利完成。

综上所述，在实际教学实践中，对应不
同课程类型进行教学目标拆分的具体方法
可能会多有变化，但无论是采取单一方法还
是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其最终指向都应是提
高课堂教学的效率，从而有效达成课程标准
的总教学目标。也只有这样的目标拆分才是
合理的、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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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句有一般疑问句和特殊疑问句之
分。 一般疑问句是读（听）者本身有疑惑的，
而特殊疑问句包括设问和反问两种，都是无
疑而问，答案都很明确。设问是自问自答，反
问句的答案包含在问句中，目的都是引起对
方注意， 这几乎是所有语法修辞书上的定
论。但事实上，还有这样一类疑问句：虽是疑
问句的形式，但不论有无疑惑，说者所关注
的不是问题本身， 而是表示另一种意思；有
时虽是说者本身确实有疑， 也确乎在问，但
并不是想求得答案， 事实上有的也无从解
答。 这类疑问句只是采用了问句的形式，表
示出的是一种非同寻常的情感色彩。这种语
言现象从古到今都存在，那么，它应该归到
哪一类疑问句里呢？ 笔者不敢冒昧，只能说
它是一种待命名的特殊疑问句。

一、问而非质疑，似问但又不是问。日常
生活中也常有这种情况。 例如，有人问：“你
怎么来得这么快？ ”往往并不是问为什么来
得快，只是对你到来之迅速表示惊讶、惊喜，
意思是：你来得好快呀！再如，你遇到了为难
之事，事后告诉朋友，他也许会说：“你怎么
不告诉我？ ”他语意所关注的不是你为什么
不告诉他，而是说，你应该告诉他，或者说以
后有事请你告诉他， 含有责怪或希望之意。
这种情况在古文典籍中也不乏其例。 象“胡
不见我于王？ ”（《墨子·公输》）是用疑问句
表示请求；“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诗·北
门》） 表示赞美；“上有弦歌声， 音响一何
悲！ ”（《古诗十九首》）“天道恢恢， 岂不大
哉！ ”（《史记·滑稽列传》）是借用问句形式
表示感叹，只是感情要显得更为强烈。 大家

知道，古文原是没有标点的，标点是后人加
上去的。 所以，从以上例子，我们不难看出，
这种具有疑问句形式却不表示疑和问的句
子，确实早已被人们所认同。 不过，有的把问
号直接改成了感叹号， 或疑问号和感叹号并
用。还有在这种情况下干脆用句号的，如：“不
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这是怎样的世
界呢。 ”（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用的就是句
号，语意所关，不在这世界“怎样”，而在这世
界是多么黑暗、 差劲！ 对于“这是怎样的世
界”，言说者是心知肚明的，已无需再问。

二、疑而不求解，问也无从答。我们不妨
称之为绝问。 象屈原的《天问》,一口气提出
了一百七十八个问题，涉及宇宙、自然、历史
等方面，即使今天，它究竟讲了些什么都还
没全弄清楚， 要都给出答案更是不可能了。

那么作者的本意是什么？ 以诗写心，寄心思
心绪于吟咏，表达一种情绪，一种心理。如张
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的奇问：“江畔何人初
见月？ 江月何年初照人？ ”，这其中的奥秘，
谁能解得清，道得明？ 然而作者正是通过这
样“一番神秘而又亲切的， 如梦境的晤谈”
（闻一多：《唐诗杂论·宫体诗的自赎》），表
现了自己对于宇宙奥秘的深思遐想和某种
探索。再如庄子所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
与之言哉！ ”苏东坡词所问：“明月几时有？ ”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都无不证明
了这一点。

这类问句具备疑问词、疑问号和疑问语
气等疑问句的诸要素， 但从实际意义看，或
疑而非问，或问而非疑，是疑问句常规概念
所无法包容的。

问 而 非 疑 疑 而 非 问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高 1409 班 许宁馨

在实现强校的诸多要素中，学校的外观
与设施并不是关键， 最关键的还是师资力
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乃强校之
本。本文拟就岳麓区实验小学如何以课改课
建为抓手，建设教师队伍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小荷初露———“心”萌动
2012年 7月，岳麓实小在岳麓区率先创建

了学生自主选择、流动灵活走班的社团课程。
学校从建校时的 15 个社团， 发展为现

在 99 个社团，44 个专业训练队。 领队老师
的人数在不断改变，不变的是学期起始的研
讨，大家系统地、规范地规划目标、内容、组
织实施以及评价等，根据自身以及学生的特
点，开发彰显个性特色课程。这样的“社团活
动”、“专业队训练”的设计，实际上就是一个
个的校本课程开发。 这样的课程开发，没有
知名专家顶层设计，完全出自设计者内心喜
好，自下而上，草根型，接地气，给了教师提
供充分的自由，为教师的发展提供了个性的
舞台，有着强大的内驱力。目前，由本校教师
自编的校本教材《心语花溪》、《嘿！ 亲爱的
泥》、《绿色校园与未来》、《泥绘世界》、《一
二年级英语》等已印刷出版使用。

同时，学校基于对课堂价值体系的不断
思考，以及教师个性专长特色，还打造了极

具实小校本特色的项目化课程：《论语》研
究，师生共诵经典，感受古风古韵；“洪老师
讲题系列”，向全校师生推送经典数学习题，
线上线下互动共享；“五美课程系列”每周一
精彩上演， 督促学生学习五美， 向上向善；

“植物说系列”让孩子组成奇趣探索小组，辨
认绿植，绘制植物图谱，撰写自然笔记……
多个特色项目课程和而不同，每一个特色项
目的老师各司其责，带动同心的项目组老师
共同发展。

二、潜滋暗长———“心”沉淀
首先， 我们的学习需求乃至生活的追

求，既是外在于生命，又内在于生命，内（生
命）外（生活、社会）同致，才真正符合生命
体———人的要求。“内外同致”就是我们课程
的核心理念， 旨在引导每一个课程中的学
生、老师和家长，在关注“用”（为了高分，为
了名次，为了名校）的同时，更要关注貌似无
用之“大用”（内心）。

“内外同致”的课程理念一提出，老师们
在关注学生面向社会、面向未来的核心素养
培养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孩子们身心发展的
规律，尊重他们成长的需求。开放的展示，自
信从容，课后的研讨琢磨，更加智慧淋漓。内
外同致，激发了老师们强大的成长势能。

其次，“学理”的思考就是我们课改的基
石，学生是我们首要研究的对象。 我们走进
《多元智能理论》、《人是如何学习的》、《思维
导图》等，我们更加坚定，要的是真正的人本
位，生命本位课程体系。 老师们开始思考人
性的丰富性和本质特性，在课程实施过程中
强调体验，启发学生主体的觉醒，在体验中
不断的自我认识。老师们对学生的研究和理
解，让其教育教学工作更有科学性，更富有
人情味和丰富性，这样不仅能够提高教育教
学的品质，而且还可提升教师的生活质量和
生命质量，使其职业倦怠慢慢消除，职业幸
福感油然而生。

三、静等花开———“心”舞动
从 2015 年的 4 月到现在， 岳麓实小举

全校之力着力做一件事———国家课程校本
化，它是学校课程实施的关键。

学校全员参与的国家课程校本化是提升
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元素， 我们着力探索国
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的新通道———学科统整，
包括“学科内”课程统整和“学科间”课程统
整。老师们在学科领头人的指导下，依据学校
背景、文化形态、自身能力、教学风格，对国家
课程进行符合学校实际、生活实际的联结上，
打破教材编排结构，打通学科间的隔阂，根据

学生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重组融合，二度转
化。 如“语文 + 小古文”项目，“语文 + 论语”
项目，“科学 + 自然笔记”项目，二十四节气
统整项目、“作文 + 科学实验”等。

如何统整由老师们自己设计，必须深入
钻研教材，掌握教材体系。 同时，学校实行
“借助方案，全员互动”的模式开展，首先根
据统整方案进行集体备课，互相交流，形成
既统一又彰显个性特长的教案。 授课时，要
求同学科或同年级老师、学科指导组老师深
入课堂会诊。 听课后互动交流，对上课教师
的课堂教学得失、成败进行评议，然后，对学
科统整方案进行调整。一轮轮再试再研再调
整，实现螺旋式研究，每一位老师深入其中，
就这样心思能力同步，螺旋式提升。

国家课程校本化， 学科内外的统整，还
极大丰富了老师们的知识面，使其在精进自
己专业知识的同时，也能更多地涉及其它领
域的知识，提高了专业技能。

课程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一个学校的
核心竞争力，而教师的核心竞争力一定是开
发课程的能力。优秀的教师一定是从“内心”
需求出发，以各种“共同体”的方式，一起承
担课建课改，一起创造，一起成长的。 好课
程、好老师、好学校，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内外同致 从“心”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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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疑问句的一种特殊形式

———岳麓区实验小学课改课建与教师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