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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新时代教师核心素养的转变
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曹巍

新课改背景下小学数学自助与开放课堂的建设与思考

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教育的新要
求，教师应具备哪些核心素养，应如何转
变和提升？ 成为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
专业化创新型教师， 这值得我们讨论和
思考。

一、新时代教师政治思想素养的转变
1.要把政治信念放在首要位置 教师

是学生核心价值观形成的重要一环，教
师的政治立场必须坚定， 不仅要保持高
度的政治敏感， 能够对各种错误的思潮
作出准确的判断， 更要教育引导学生坚
定理想信念，树立高远志向，把自己的人
生追求同国家发展进步， 人民的伟大实
践紧密结合起来。

2. 要把适应变革作为常态 核心素养
是党的教育方针的具体化， 引领教育改
革和育人模式变革，这就要求，教师要紧
紧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 坚持以人
为本， 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与教育规
律， 将科学的理念和方法贯穿变革的全
过程。

3.要把学习当作生活方式 有人曾形

象地比较：农业文明时期，当一名教书先
生学几年就可以当一辈子； 进入工业时
期，教师得学十几年，才能教一辈子；而现
在，教师只有学一辈子，才能教一辈子。只
有把学习当作一种生活习惯，才能乐在其
中，提升自我，超越自我，才能实现自身的
生命价值和教师职业的社会价值。

二、新时代教师教育观念素养的转变
1. 由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合

作者 知识不是单纯的传承，而是要通过
知识的构建与运用，转化为素养，使之成
为有修养、有智慧全面发展的人。 这意味
着在课堂上， 教师和学生是学习的共同
体，对学习内容有平等的话语权。 教师不
再是知识的权威发布， 而是与学生一起
探究、对话、分享，在组织学习活动中，激
发兴趣、引导方法、点拨思维、积淀素养。

2.由关注教学技术转变为研究学习
个体 核心素养兼具稳定性与开放性，
是一个伴随终生可持续发展、与时俱进
的动态优化过程，是个体能够适应未来
社会、促进终生学习、实现全面发展的

基本保障。 教育必须回归到具体个体身
上，从研究每个个体所需要具备的核心
知识、应该具备的能力，包括情感态度
和价值观出发，才能满足自我实现的需
要。

3.由涸泽而渔转变为授之以渔 教师
的任务不再是一味灌输知识， 而是给学
生未来的发展提供核心能力。 知识教学
要“够用”，但不能“过度”，过度会导致学
生想象力和创造力发展受阻。 教育更不
能充满学生生活的所有空间， 要留有闲
暇，学校教育绝不是给人生画上句号，而
是给人生准备好必要的“桨”。

三、新时代教师专业能力素养的转变
1.以核心素养的基本内涵为圆点，全

面拓宽与核心素养相一致的知识广度
素养指的并不是某一学科知识， 它既包
括传统教育领域的知识、能力，又包括学
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所涉及的内涵
并非单一维度，而是多元的维度。 这就要
求教师要以育人为圆点， 从单一追求成
绩转到关注人的全面发展， 转到立德树

人，矫正过去重知识、轻能力、忽略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偏失。

2.以核心素养的基本框架为支点，合
理优化与核心素养相匹配的能力结构
教师的能力构成既要有人文领域基本知
识和成果的积累， 更要有掌握其中所蕴
含的认识方法和实践方法，表现为：教师
要树立新的课程观、教学观、学生观和知
识观， 具有开发、 构建和优化课程的能
力，具有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能力，倡导
并指导学生积极进取、乐于探索、敢于创
新，主动地自我发展的能力。

3.以核心素养的主要内容为起点，实
践参与核心素养适应的创新能力 具有
较高的科技素养和创新能力， 是素养时
代对人才的基本要求，要培养创新人才，
就必须有创新型的教师， 创新型教师就
是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知识、 广博的视野
以及善于综合、开拓新领域的能力，掌握
创新知识的方法， 善于吸收最新教育科
研成果，将其运用到教学中，发现行之有
效的新的教学方法。

反思我近几年教过的语文， 寻找
教好语文的对策， 那就是必须先搞好
阅读教学。 那么如何让初中生更好地
阅读呢？ 我认为有如下几点。

一、转变思想，尊重学生
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 我们教

师是想方设法指导学生如何破解试卷
中阅读题这个“迷魂阵”。 这是培养学
生阅读能力的方法陷入了误区， 我们
面面俱到地分析讲解课文， 想办法让
学生做一些相关的阅读练习题， 没完
没了地对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本该由
学生自己支配的阅读时间被挤占，学
生也就无从得到感悟熏陶和美的滋
养。 教师一定要注意学生的主体地位，
要鼓励学生以自己的情感、 经验、眼
光、角度去体验阅读材料。 课堂上要引
导学生阅读思考，不能喧宾夺主，剥夺
学生的阅读权利。

二、教师范读，带动学生
把握早自习读书的机会。 教师有

表情的范读， 把抽象的文字变成形象
的语言，并通过语气的轻重缓急，语调
的强弱高低、节奏的长短快慢，将课文
所表达的感情传递给学生， 把学生带
到课文中去。 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朗
读兴趣，同时也提高了朗读水平。 如在
学《背影》《小巷深处》等课文时，老师
要反复揣摩和领会作者的思想感情，
通过范读，做好榜样，使学生既能领会
作品内容， 又能感受到老师的人格魅
力，充分调动学生的阅读积极性。 学生
善于模仿， 他们把自己从文中体会到
的感情， 通过大声朗读传递出来。 如
《陋室铭》这篇课文，通过大声朗读，既
能把握文章的停顿节奏， 又能念准字
音。 在反复朗读中，还能体会作者的感
情。 这样一箭三雕的读书机会绝不能
错过。

三、创设情境，激发兴趣
语文阅读教学中创设良好的情

境，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 创设情境
的方法很多。 如，利用音乐创设情境，
利用多媒体创设教学情境等。 如教《答
谢中书书》时，就可以借助多媒体把山
川的景色显示出来， 从视觉上吸引学
生，从而进入课文的阅读。 而在教《水

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就可以用音乐
创设情境， 把这首词谱成的曲调放给
学生听， 学生在听音乐的过程中小声
诵读诗词，沉浸在无边的遐想中，形成
良好的课堂氛围，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
阅读能力。 在身心愉悦的情况下读书，
效果总是很好的。 为了让学生有兴趣
去看课外读物， 可以从课文的学习中
找到契机，如教《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一文时， 引出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
传》，并用多媒体手段，播放鲁智深倒
拔垂杨柳的画面， 以此来激发学生的
兴趣， 同时对学生进行引导，“鲁提辖
是一条好汉， 做了很多让人拍手称快
的事，大家还知道哪些？ 在《水浒传》里
还有很多这样的好汉， 他们又有哪些
事迹呢？ ”课外，很多学生就会自发地
去阅读《水浒传》了。

四、做好指导，提高水平
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和网络信息

的发达， 有学生沉湎于那些图文并茂
的粗俗小说中，比如卡通读物、武侠小
说、言情小说等。 他们看得如痴如醉，
以致于看得耽误正常的读书学习，不
好的书籍像一棵毒草，它会戕害孩子。
网络上的快餐文化也耽误了很多孩子
的正常阅读。 所以我们老师要根据新
课程标准的要求， 对学生进行阅读方
面的指导。 学校应该开放图书馆和阅
览室，开设专门的阅读课，加强课外阅
读的指导，向学生推荐具有教育意义、
蕴含我国古代文化的书籍， 来增强学
生的文化感知， 让学生在阅读中体会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教师还应指导
他们掌握基本的读书方法， 如浏览型
阅读（主要是针对一些趣味性的东西，
比如民间故事，故事会之类的）。 精读
（主要是针对语言精美的读物，要求学
生细细品味，并能记住一些）。

五、家长读书，创建家庭阅读环境
父母是孩子人生中的第一任老

师，也是很重要的老师。 孩子回家应该
看到父母看书的身影，而不是玩手机、
看电视。 言传身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假
设一个家庭中能多放一点书， 能经常
看到家人读书的身影， 我想孩子不会
拒绝阅读的。

一、建设自助与开放小学数学课堂的
意义

1.是落实新课改要求的重要举措。
新课程理念下，要求以“学生为本”，教

师要尊重每一位学生，尊重个性差异，促进
学生个性发展； 要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
求，并着眼于学生的终身发展和全面发展。
自助与开放课堂的建设真正做到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相统一，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2.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和生生关系的
重要途径。 自助与开放课堂建设，让每一
位学生感觉到自己、老师、同学在课堂上
的重要， 从而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包容，
共同提高的关系。

3. 是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重要载
体。自助与开放课堂让每一位学生都有表现
的机会，学生胆怯、害羞、不善交流等心理将
会得到有效改善，对培养学生正确的竞争心
理和完善人格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4.是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平台。 自助
与开放提倡的是合作、聆听、互助、包容
等，在这一方式的带动下，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融入不同的环节中。

二、小学数学自助与开放课堂建设的
基本要求

1.正确理解自助与开放的基本定义。
自助：一是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自觉学习，
或是鼓励同伴之间互助学习。 二是教师在
数学课堂为学生搭建好自主学习、自觉学
习、互助学习平台，教给学生自助学习的
方法。

开放：一是课堂开放，学生通过兴趣
组成学习小组，选择自己的合作伙伴。 二
是资源开放，引导学生利用生活和网络等
各种学习资源。 三是指教师设计问题的开
放性和学生思维的开放性。

2.小学数学自助与开放课堂建设的基
本要求。

（1）对自助与开放课堂的整体要求。
一是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

念。 整个数学教学一定要围绕一切为了学
生的全面、健康、和谐、可持续发展这一中
心展开教学，这是开展自助开放课堂的基
本要求。

二是要转变观念。 教师要转变数学
观、教材观、教学观、学生观、评价观、信息

技术与数学课整合及课程资源观。 改变过
去教师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将问题抛给学
生去自助思考，获得的数学方法会更多。

三是要强化目标意识，尤其是要强化
环节目标意识，落实环节目标，追求环节
目标的达成度。 利用导学案，可以帮助学
生更好更快更准地找到学习的方向。

（2）对小学数学自助与开放课堂中教
师的基本要求。

一是教师要念好“实”字诀。 教师一定
在“实”字上做文章，必须围绕“现实的”

“有趣、 富有挑战性的”“有丰富的学科内
涵”三个要素而展开教学活动。

二是教师要念好“精”字诀。 要用心研
究教材，细心研究学生，悉心安排内容，精
心设计预案。

三是教师要念好“准”字诀。 各种导
学、教学内容和目标的呈现，教师必须准
确把握呈现时机，选择恰当呈现方式。

四是教师要念好“真”字诀。 教师要积
极鼓励学生通过自助学习或互助探究，将
问题解决在小组内；同时用心发现和提炼
共性问题，积极思考解决问题的对策。 对
于学生，一定要强调、落实自学要“真”。

五是教师要念好“活”字诀。 自助与开
放课堂重要一点就是交流展示，教师要主
动激发学生的活力， 要让课堂活起来，引
导学生对问题进行提炼整合，教给学生提
炼问题、整合问题的方法。

六是教师要念好“释”字诀。 在交流展
示后，学生有很多问题和疑惑，教师就要积
极引导，准确诊断“疑难症因”，做到教师的

“释疑”与学生的“质疑”要紧密结合。
七是教师要念好“导”字诀。 在自助与

开放课堂中，最后教师的总结非常重要，教
师要引导学生对所学内容进行梳理、整合、
提炼，从中总结归纳出结论性的东西。

三、小学数学自助与开放课堂建设的
深入思考

要建立起真正的自助与开放高效课
堂必须转变教育观念， 观念决定课堂效
果；强调确立“学生主体观”，让学生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学习的主人；加强教学资源
共享，在年级备课时提倡集体备课，尤其
是数学课堂中所遇到的问题大家要集体
研讨，形成课堂的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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