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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班级管理中践行船山知行观
立德储能培养真人

衡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唐运香

材料是夯实实验教学的基础
岳阳县荣家湾镇荷花塘小学 吴小七

摘要： 总有一些同学身上或多或少
存在着行为问题， 甚至在学习生活中知
行相悖。 船山思想体系中的知行观犹如
一盏明灯， 指引着我们在班级管理中发
挥“兼知”“统知”的作用，引导学生在知
行合一中做一个“以行促知”“知而后行”
的真人。

关键词 ： 船山知行观 班级管理
践行 真人

在每个班级里， 总有一些同学身上
或多或少存在着行为问题， 甚至在学习
生活中知行相悖。要解决这种现象，需要
我们教育工作者特别是班主任在班级管
理中引导学生对行为准则产生真“知”，
从而激发必“行”的道德情感。 船山思想
体系中的知行观则可发挥“兼知”“统知”
的作用。 如何在班级管理中践行船山知
行观就是本研究的核心。

一、船山知行观浅探
王船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

更是衡阳人的行动高标。船山知行观指引
着我们教人“求真”、培养“真人”。

首先，王船山的知行观肯定了知行合
一的辩证关系。 他的“知行始终不相离”，
他的“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

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互用。”指出了知行
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辩证
统一关系。 其次，王船山知行观的核心观
点是以行为本。他强调“未尝离行以为知”
“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王船山确信，一
切真知是从行中获得的， 作为班主任，要
把学生培养成真人，就需要在班级管理的
点点滴滴中践行船山知行观，引导学生做
到知行合一以行为本，学做真人。

二、在班级管理中践行船山知行观
（一）推行班干部轮流值班制，提升

学生自治力。
王船山认为，“知之尽， 则实践之而

已。实践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顺。”“知
而后行之，行之为贵，而非但知也。 ”即实
践可以获得真知，了解关于事物的本质、
规律、意义等，通过实践获得的真知，又
可以更好地指导“行”。

在一个班级里，班干部往往表现好，
起榜样作用， 反复违纪屡教不改的往往

是没担任过班干部的。两者“知”的差异，
产生了“行”的差别。 因此我在班级管理
中推行班干部轮流值班制。 让每位同学
都有机会去体验普通学生、 班干部两种
身份的情感角色， 从而提高对自身行为
意义的认识，增强自律意识。

首先， 我把全班同学分成 5 个干部
组，轮流值班。 通过岗位轮换，让每位同学
都有担任班干部的机会，体验不同的情感。

其次，做好岗前培训。 让他们对自己
的职责、工作方法具备相应的“知”。

最后，用问题促使思考，在管理中遇
到的困惑会促使他们在“行”的过程中思
考， 这个思考过程会激发学生从集体的
角度、从他人的感受去审视自己的言行，
修正自己的言行，从而解决问题。

（二）开展师徒结对活动，提高学生
学习能力。

王船山说：“知而知所行”“行而行所
知”，他指出知和行是相互依存、互相促进的。

在班级管理中， 我开展师徒结对活
动，精准扶贫帮困，以点带线，以线带面，
加强集体荣誉感，团队合作共赢。

把全班分成两队:师傅队、徒弟队，并
明确师徒职责。 让师徒在“行”中实践，检
验“知”，去获取真“知”，提高学生的学习
能力。

（三）利用角色扮演实践活动，提高
学生共情能力。

王船山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
行”。 这就要求我们在教育学生时，尽量提
供学生“行”的机会。 通过角色扮演，让学
生在活动中体验到不同的情感世界，从而
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做到利人、助人。

班上有一王同学调皮捣蛋屡教不
改，令人头疼。 我让他扮演“特别护理”中
的角色，让他体验到受伤害同学的感受，
在内心里面认识到自己行为的“罪过”。
在以后的表现中，他懂得了为他人着想，
不干伤害他人的事，还主动帮助别人。

三、结语
船山思想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多学习、多探
索。 逐步做到知行合一， 成为新时代的

“真人”，成就美好人生。

摘要：现阶段，在基础教育改革的大
环境下，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研究成了
教学工作的必然， 作为时代发展中的教
师， 应认真考虑如何在初中道德与法治
课程中有效地提高自身教学的质量和效
率，以响应时代对教学人才的要求，据此
本文将就实现道德与法治课的有效教学
研究展开论述。

关键词：核心素养；道德与法治；初
中教育

核心素养要求下的教学策略， 要求
教师将优良的道德思想、 意志直接地体
现在日常的教育中， 再根据实际情况以
活动设计、 情境教学等科学化的教学方
法对学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而有效教学
即指教师在课前能做好充足的准备，并
通过分析时下材料、 学情要求来更好地
完成以上程序。

一、 当前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存在
的教学问题

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由于理论性
强，因此大多数课堂气氛都难免沉闷，这
将直接影响教学成果， 甚至严重影响学
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除此之外，还存在
着教学方式单一、 教师道德与法治觉悟
不高等问题，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被有效
地解决， 对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有效教
学研究来说将是困难重重。

二、从教师自身层面出发
初中生对于政治还处于很朦胧的境

地，作为教师，自身就必须有着强大的政
治认同感，才能将祖国的未来培养成有思
想、有信念、有道德、有文化的“四有青
年”。 法治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重
要一环，也是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程核心素
养之一。 作为一名道德法治教师应明确
初中学生正处在生理和心理发展的重要
时期，必须结合理论与实际，引导学生形
成正确的法治意识，避免学生误入歧途。

三、进一步探索课程内容，强调教材
主旨内涵

在核心素养的新要求的基础下，实
施教学，教师应该给予学生充分的引导，
例如：进行《生命可以永恒吗？》这课的教
学中， 引导学生对生命有一个正确的认
识，感悟生命的价值是课程目标。老师在
教学中应将注意力集中在教学目标上，

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方式使学生感受这门
课的乐趣，从而产生学习兴趣，进而理解
和学习本课的主旨内涵。 教师除课堂教
学外， 还可以在课外引导学生将目光集
中在社会热点时事上，从外界汲取知识，
不断地提升学习效率。

四、巧妙创设教学情境，打造愉快轻
松的课堂气氛

作为新时代的老师， 应不断地创造
出以学生为主体的课堂， 通过引导学生
自主探究，使学生对课题有深层的理解。
教师能够借助多媒体设备来辅助教学，
通过热点视频， 将视频与教材相结合实
施教学指引， 使学生主动地进行思考与
探索。 同时，将理论与实例结合，加深学
生的理解深度，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教
学工作期间，教师要根据学生性格特点，
对其进行积极引导， 激发他们的好奇心
和求知欲， 提升课堂教学氛围使教学变
得更有效率， 从而使学生进一步理会核
心素养的重要性。

五、加强学习方法引导，进行互动合
作交流

在带领学生学习的过程中， 教师应
当不断培养学生的思维模式， 加强学生
自我学习的观念，确保学生能有所进步。
例如：在《认识自己》这课的教学中，教师
可以带领学生正确的认识自己， 激励学
生将个人对道德与法律的见解写下来，
存放到信封中， 下个学期让学生再写一
次，让学生自行对比两次所写，挖掘发生
改变的地方， 从而真切地观察到思想的
发展变化，带领学生完成自主学习、自我
探究以及合作探究。 教师也应多与学生
交流，不断了解学生，通过细心指引，系
统讲解， 提升学生对课堂知识的理解和
认知，不断激发学习兴趣，培养正确的价
值观，提升道德素养与水平。

六、结束语
总而言之，当下在核心素养方面针对

初中道德与法治教学进行科学高效的研
究，依然具备广阔的研究空间。 因此教师
务必及时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培养良好
的师生关系，针对性对学生进行指引。 教
师彼此间也应相互沟通，相互借鉴，共同
进步，提升教学的效用，创设优良的教学
氛围，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的学习水平。

在科学课堂教学中，教师为学生提
供合适的、有结构的探究材料是学生进
行探究学习的基础。 学生通过对材料的
思考和摆弄，经历获取科学知识的方法
和过程，才能建构知识，培养科学的思
维，提升自己的科学素养，反思材料的
处理。

一、选择材料突出结构性
选择什么样的材料、选择哪些材料、

准备多少数量的材料， 这些材料是必须
的还是可有可无的， 是指向目标的还是
容易引起学生无关注意的等等， 这都需
要教师在课前进行充分的思考和精心的
准备。也就是说，材料的选择要突出它的
结构性。

有结构的材料既典型的体现着教材
编排的意图，又“暗示”着我们的教学目
标， 并且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认知规
律。比如：提供电线、小灯泡、电池是暗示
学生让灯泡亮起来；提供磁铁，学生就会
想玩磁铁。

上《空气》一课时，如果给学生准备皮
球，学生会拿着皮球，左拍右拍玩个不停。
如果准备塑料袋，学生拿着塑料袋：装空
气，挤空气，看空气，闻空气……轻而易举
就把学生带进探究的殿堂，让学生清楚地
认识了空气是什么。 我们选择材料，就要
选“塑料袋”这样有结构的材料。

二、呈现材料突出时机与方式
在《让更多的灯泡亮起来》一课中，

我为学生准备了一大批材料：小灯泡、小
灯座、电池盒、干电池、导线，放在他们的
实验桌上。 在介绍完电池盒和灯座这两
样材料后， 我就想让孩子先试一试这两
种材料， 为后面的点亮更多的小灯泡打
好基础。 谁知孩子们根本就没心思认识
新材料， 而是迫不及待地去实施点亮几
个小灯泡的活动了。 一下子呈现出这么
多的材料， 学生很容易被这纷繁的材料
所影响。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分批、分阶
段呈现材料。 以上面的实验为例： 第一
步，先呈现并认识两种新材料。 第二步，
利用新材料试着接一接上节课的电路。
第三步，小组长到老师这儿领取材料包。
在后来的教学中，我发现，这样有结构地
呈现材料，课堂更容易驾驭，实验效果要

好很多。
三、运用材料突出实验目标
要用好材料， 必须回答三个最基本

的问题：材料有什么用？ 怎样用？ 为什么
用？ 归根结底，是实现实验目标的问题。

《声音是怎样产生的》为学生提供了
橡皮筋、锯条、音叉等实验材料。 这一课
有一个关键问题： 对比发声与不发声的
物体有什么不同。 实验之前，我只要求学
生把材料玩出声音来。 交流的时候，我又
问了一个发散性很强的问题：同学们，你
们发现了什么？ 有的说，橡皮筋的声音是
嗡嗡嗡的，音叉的声音叮叮叮，很悦耳；
有的说橡皮筋一弹就会发出声音， 音叉
要敲才会发出声音，等等。 课上到这里就
出了一个问题：学生实验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探究声音产生的本质特征： 物体
振动产生声音。 要达到这个目标，在这节
课里， 老师提供的实验材料到底有什么
用？ 怎样用？ 为什么用？ 这些都必须在备
课环节就解决好，做到心中有数。

实验材料的运用， 要围绕教学目标
这个中心转， 材料毕竟是一种教学辅助
工具，是为教学服务的，我们不能为材料
而用材料，受材料的牵制。 在实验之前，
我们就要围绕教学目标启发学生思考：
这节课，我们用材料做些什么？ 怎么做？
做的目的是什么？ 为学生的实验指出明
确的方向，这样，实验才能有效进行。

那么，上面遇到的问题怎么解决呢？
很简单，围绕实验目标，先指导学生看一
看，锯条在发声时是什么样子 (动 ,怎么
动 )，再指导学生看一看，锯条在不发声
时又是什么样子(不动)。 然后，指导学生
看一看橡皮筋、 音叉在发声时是什么样
子的，在不发声时又是什么样子的；指导
学生摸一摸， 感觉发声与不发声的音叉
有什么不同。 最后，通过分析“锯条、橡皮
筋、 音叉发声时与不发声时的现象对比
记录表”，自然而然得出结论：锯条、橡皮
筋、音叉发出的声音是振动产生的。

上面，我们仅仅从材料的角度，探究
了如何为有效实验夯实基础。 其实，教法
是一通百通， 材料组织的火候你掌握了，
其它教学的技巧也跟上来了。只要我们做
个有心人，我们自然会从教学中找到自己
独特的经验，享受到教学成功的乐趣。

核心素养要求下初中道德与法治课的有效教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