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近几年的学习实践中，小组合作学习进
入数学课堂，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充当课堂的
主要角色，教师则更多是扮演引导者，学生的学
习欲望和兴趣有了很大的提高， 课堂氛围和效
率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自主、合作、探究逐渐成
为学生主要的学习方式。 这样的学习方式在数
学课堂教学中方心未艾， 也是新课程标准下倡
导的学习方式之一。下面，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
经验，从小组合作学习的意义、做法、成效入手，
浅谈自己对组织数学课堂小组合作学习的几点
认识：

一、明确意义，设定目标
“小组合作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

小组为形式，为了共同的学习目标集中学习，互
相促进、共同提高的一种教学策略，是与“个体
学习”相对应的一种教学策略和学习组织形式。
小组学习的主体是学生， 所以我在设计小组活
动时， 设立了明确的目标， 通过指定的小组活
动，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 其次，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和特点，设计一些容易操作、趣味性强的
活动。 关注全体学生，照顾到所有学生的水平，

让所有学生都参与到活动中，实现共同进步。
二、科学分组，合理分工
小组合作学习过程中， 成员要有明确的责

任分工，才能保证小组合作学习顺利开展，更好
地发挥小组学习功能。教师要根据学生成绩、能
力、男女比例、性格各方面的差异，组建成若干
个合作学习小组，每组 4至 5人，针对组内人员
各自的特点进行不同分工，例如：组长、发言人、
记录员、声控员、检查员等。 也可以根据学习内
容的不同、学生的特长、个性差异来合理分工，
还可以由合作小组的成员民主协商，自行分工，
充分发挥小组成员的作用与优势， 保证合作学
习活动顺利实施。 组长是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
组织者，是老师的小助手，组长直接关系学习活
动的效率和成败。 因此，可以采取个人自荐、组
内表决的方法选组长。

三、角色转变，实施调控
在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是引导者，学生是

课堂主角， 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首先是通过教
师的角色变化来实现的。 合作交流中教师的主
要行为表现在倾听、交流、协作、分享，教师应成

为学生学习的向导和促进者， 有时还是学习的
合作者， 因而教师在合作学习中同时扮演了权
威、顾问、同伴三种角色。教师应针对班级、小组
的具体情况，用恰当的语言，对学生进行交往策
略的指导与评价， 充分展示各种问题的形成过
程与解决过程。 同时，教师还应关注全体学生，
注意每个学生的参与度，及时作出指导和调节，
促成高效的互动过程。

四、把握时机，有效合作
学生是学习的主人，教师应根据学生的实

际教学内容的需要，选择最佳时机，积极、有序、
有效地组织学生开展合作学习。一是在迷惑、混
沌处进行合作学习。教学过程中，当学生思维处
于混沌、迷惑状态时，组织学生相互交流、辩论，
有助于澄清概念，加深理解。例如：在《多项式除
以单项式》一节中，教师提出问题：（bd+ad）÷d
应该怎么解答？用学过的知识能否解决？怎样转
化？ 引导学生思索，随之展开讨论，然后各组拿
出讨论结果，再组间交流、辩论……经历由模糊
到清晰，循序渐进，分化整合的过程，能最终形
成准确、清晰的建构。 二是在重点、难点处进行

合作学习。 教学的重点难点往往是学生理解掌
握的难点，在这些地方加强合作，有助于教学目
标的达成。 例如：《平方差公式》一节中，平方差
的推导过程是学生学习的重点， 如何归纳出公
式是教学的难点。在教学中，教师先出示四道计
算题：
（1）（1+7X）（1-7X） （2）（2a+4）（2a-4）
（3）（Y-18）（Y+18） （4）（1000+1）（1000-1）

教师先让学生求出答案， 然后引导大家找
出这 4个题存在的规律， 接着再组织学生进行
合作交流。教师深入到每个小组，针对各组不同
的情况加强引导， 然后再由各组中心发言人代
表本组与全班同学交流， 最终推导出平方差公
式， 这样能够较好地发挥自主探索和合作交流
的效能。

总之， 小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在数学课堂教
学中方兴未艾， 也是新课程标准倡导的学习方
式之一，我们要大胆尝试、合理运用，但当前小
组合作学习还存在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 有待
完善，我们要在探索中继续勇敢前行，为更好地
服务教育贡献力量！

怀化市沅陵县鹤鸣山小学 李 俊

如何上好品德与社会课， 这是一个老话
题。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我们经常听到老师发
出这样的感叹：“这个课到底要怎么上啊！ ”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原因是多方面的。 作为
教师， 我们要大胆地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向
课堂要质量，向课堂要效率！ 那么究竟如何做
好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做尝试：

一、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创造提高课堂
实效的良好环境

师生关系是学校里最重要的人际关系，这
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学效果。因为教
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 师生关系的好与坏，直
接影响着学生对这门学科的兴趣，而兴趣又是
学生学习的最好老师。老师与学生只有建立起
民主、平等、宽松、和谐的人际关系，才能激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 才有利激发学生热爱生活、
乐观向上的积极情绪，为学生主动学习提供可
能。 当今的小学生对未来有自己的理想，却还
没有储备足够的知识；他们精力充沛，却又缺
乏一定的自制力；他们敏感却又难以分清是非
界线。介于这种心理发育的特点，作为老师，首

先要做到关爱每一位学生，而且这种关爱应当
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其次，教师还应当尊重
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最后，教师还要公平地
对待每一位学生，只有这样，才能走近学生，学
生才有可能接纳你，最终实现“亲其师，信其
道”。

二、吃透和大胆取舍教材，创造性地发挥
教材应有的作用

教材是教与学的必备工具书，是课堂教学
的依据，作为教师必须仔细研读教材，对所有
的知识点做到了如指掌， 把握知识的整体框
架，只有领会了教材的精髓，传授时才能做到
游刃有余。但是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教
材是重要的课程资源，但不是唯一的资源”，作
为品德与社会教师， 在仔细研读教材的基础
上，必须大胆地取舍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在对教材中的材料、数据的使用和选择上要做
到与时俱进，还要创造性地增补教材提供的材
料，自主调整学习内容的结构和进度。 尤其是
在我县考试改革的大背景下，自主调整学习内
容的结构和进度就显得尤为必要。一个教师如
果在课堂上只知道照本宣科，那就很难做到创

造性地使用教材，也就很难得到学生的认可和
喜欢。 总之，大胆取舍教材，创造性地使用教
材，就必须真正做到把教材教薄、把基础教牢，
把应用能力教实，把学生负担教轻，真正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

三、优化课堂教学情境，让学生在情境体
验中获得新知

心理学认为：人的情感体验往往是由具体
的情境所决定的， 生动良好的环境对青少年学
生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感召力。实践证明，创设
学生感兴趣的、贴近生活实际的情境，就能使学
生身临其境，能使品德与社会因情境而精彩，更
能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善于用生动、直
观的教具创设情境，要善于引用现实生活中的
事例创设情境，抓住学生的视觉和思维，提起
学生的兴趣，才能顺利地实现教学目标。但是，
教师创设情境时应紧扣教学目标，符合教学内
容的需要，因为教学情境是为实现教学目标而
服务的。当然，善于创设情境，这也是教师课堂
教学技能的体现，作为教师必须努力提高这一
技能。

四、注重教学反思，达到真正实现教学目标
的效果

任何一节课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但它应该是
真实的，值得反思的，可以重建的课。“只要是真
实的，就是有缺憾的”，所以教师要注重写好教学
反思。 它是教师借助行动研究，不断反思探究自
身教学过程存在的问题， 然后设计修正方案，并
在教学实践中去尝试解决问题，实现教学的最大
优化。 教学反思有助于我们积累教学经验，从而
改进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作为教师，不要把写
“教学反思”作为额外负担，而应当把它当作“备
课”的好帮手。 而且，教学反思应当及时写，上完
新课后马上写，决不能拖延。那么，教学反思应该
注重反思哪些问题呢？我们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
进行反思： 一是这节课的三维目标是否真正实
现？ 二是自己的教学行为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发
展？三是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兴趣是否被调动起
来？既要反思做得好的一面，更要反思不足之处，
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今后的教学。

总之，做好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是一项神
圣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全体品德与社会课教师不
断地探索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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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地处湘西北边陲、武陵山脉腹地，
辖区 282 所学校在群山峻岭间星罗棋布，其
中 260 余所农村学校， 近 80%乘车到县城都
要 2 个小时以上。 县直学校早已迈入了全州
先进行列，乡镇学校却因师资力量不足、教学
水平偏低，成为了阻碍区域教育发展的瓶颈。
作为国家级贫困县，教育如何弯道超车，实现
区域教育均衡发展？“互联网＋教育”无疑成
为龙山县区域教育发展的新引擎。

贫困山区由于自然条件艰苦，经济发展
相对滞后，现实生活环境困扰，农村学校留
不住好教师，更缺乏专业师资，英语、音乐、
美术等课程开不齐、 上不好的现象时有发
生，一人一班的“全科教师”占据了农村学校
的主流。如何将城里的优秀师资源源不断地
引入农村学校课堂，实现教育公平和教师均
衡。 我们利用“互联网 + 教育”，迈出了一条
区域教育发展的新路。

一、全县一个“家”
家是每个成员互相帮助、分享幸福的港

湾；家是相互鼓励、相互提携的“加油站”。龙
山县教育均衡发展走出的第一步，就是把区
域内的所有学校组织起来，建一个共同成长

的“家”。 这个“家”就是教学资源共享之家、
集体备课研讨之家、观课评课提升之家。 借
助“一师一优课”活动大力扩充资源库，一台
笔记本电脑、一根网线、一个摄像头联在一
起就是一个简易的直播平台，县域内教师利
用网络平台随时随地可以直播、收看，凭借
账户密码可以从资源库下载海量教学资源，
选择使用，毫不费力。

二、建好“三通两平台”
在省、州电教馆的指导下，我县采取“统

筹规划———项目整合”的校际建设和“企业
建设———政府租赁———学校应用”的融资租
赁两种建设模式，建设“三通两平台”，开设
“1+N”网络共享课程，发挥县城名校名师的
示范作用，带领农村学校跟着城里名师一起
上课。

“1+N”网络共享课堂以城区名校（思源
实验学校） 为网络主校，N 所农村学校和教
学点为分校，采取同步互动直播、同步直播
观摩、录制线下观摩等多种网络共享方式所
构建的同步课程。为确保同步课程的顺利实
施，采用了“一集中、二兼顾、三到位、四评
价”的应用策略。“一集中”就是教育和体育

局成立网络共享课堂项目小组， 对资金、资
源、数据、人员等进行集中统一管理。“二兼
顾” 就是既要帮助薄弱学校开齐开好英语、
美术、音乐课程，又要在开齐课的基础上，提
质增优， 推进县域教育公平和教师均衡发
展。“三到位”就是“师资、课程、研究”同步到
位。在全县范围选拔主讲教师，专职授课，单
列考核。辅导教师为分校教师，分校管理。课
程设置实现城乡一体化，同时同步开展网络
共享课堂专题研究，以研究引领应用，从而
达到城乡、校际教育公平和师资均衡。“四评
价”就是及时开展教师、研究人员、学生学习
效果和项目成效评价， 及时总结发现问题，
改进网络共享课程的应用方式与方法。

“1+N”网络共享课程引领着我县农村
学校跟着城里名师一起上英语、美术、音乐
课，让城乡孩子享受优质师资。目前，我县通
过“1+N”网络共享课程已共享英语、美术、
音乐等优质课 600 多节，推送至所有乡镇中
心小学、24 所村片小学、68 个教学点， 激活
了农村的英语、美术、音乐课堂，惠及到全县
近两万名农村学生，促进了城乡课程一体化
发展，实现教育公平，为利用信息技术整体

推进县域农村义务教育变革而实现义务教
育公平、教育均衡发展做了扎实的基础。

三、城乡教学融合
城里名师“穿越”到农村课堂，开展网络

同步教学，实现城乡教学大融合。 面对这个
新的教研课题，我们在全县范围内遴选名师
组建主讲教师团队，配备农村薄弱学科辅导
教师队伍，让农村学生享受城乡双重师资资
源。主讲教师深入农村薄弱校，了解校情，摸
清学情，与辅导教师沟通交流，优化教学设
计；辅导教师在课前熟悉教学设计，做到课
前准备到位，课中有效引导，课后及时反思
与评价。两个团队通过 QQ 群、经验交流会、
研讨会及时交流情况，研究解决教学过程中
出现的问题。

“现在我们班美术课气氛可活跃了，学
生也喜欢动手画了。 通过协助主讲教师上
课，在 QQ 群与主讲教师交流，自身素质提
升很快。 ”龙山县洛塔小学美术辅导教师向
莉感受到课堂上的新变化，喜不自禁。 龙山
县的名师课堂“穿越”实践表明，名师穿越
“活”的不仅是学生的课堂，同样也“火”了乡
村教师的教研。

“互联网 +教育”在贫困山区的实践研究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教育和体育局 邓杰文 向碧波

浅谈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小组合作学习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皇仓中学 贾荣武

刍议小学品德与社会课堂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