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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教育A16

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成绩是每个老师都面临的难题。翻转课堂
或许能给这个难题一种解题思路：把老师主导的“灌输式”教学，变为激发学生学习主
动性、积极性的讨论式学习。既能提高学生成绩，还有助老师专业素养发展。

教育
观点

“当前教育变革有三个
趋势：从教师如何教，走向学
生如何学； 学生从记忆理解
性的学习，走向体验、探究性
学习；学生从划一性的发展，
走向个性化、自主性的发展。
翻转课堂符合新课标提出的
自主、 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
式， 也为大班额情况下学生
个性化的学习、 为每个学生
提供适合的教育提供了可
能。”长郡双语实验中学校长
邓智刚介绍， 学校加入慕课

联盟已经一年， 并于今年年
初正式成立慕课实验班，开
始了翻转课堂的探索之路。

2014年下半年以来，该
校每周都会推出“慕课”翻转
课堂公开课，供在校教师学习
观摩，现在全校的老师基本都
能制作微课视频，每个学科都
有5名进行翻转课堂教学的
骨干教师。他认为，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翻转课堂教学将
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带动学校
教学模式的改革。

课堂教学成了学生“研讨会”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率先尝试翻转课堂 颠覆传统“灌输式”教学，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过去是老师喂什么吃什么， 现在可
以自己点菜、做菜。”11月28日，长沙市长
郡双语实验中学，几堂翻转课堂公开课让
全省的校长、老师代表耳目一新。课堂上，
学生人手一台平板电脑，通过平板电脑提
前看老师提前录制的教学视频，上课主要
进行作业辅导、难点学习。

起源于美国的翻转课堂， 一个筋斗
“翻”过了太平洋，在长沙中学开启了一种
新型的教改方式。长郡双语实验中学是最
先进行翻转课堂教学的学校，另外长沙市
教育局也于今年正式加入慕课联盟。

课堂怎么翻转？
变“灌输式”教学为“先学后教”

除了传统的填鸭式授课方式，有没有
办法让孩子们觉得上课有趣又生动呢？11
月28日的公开课上，长郡双语实验中学物
理老师樊丽丽把一堂《质量》课变成了“答
记者问”。

课前，学生已先上网自学了关于质量
的概念、单位及天平的使用方法两个微视
频（微课），并且提交了课前检测作业及在
线讨论。课堂上，樊老师关于本节课的重
难点主要采用“答记者问的形式”，由某一
小组主讲， 其他同学提出疑问或补充，小
组内部讨论或求助其他小组成员解答疑
惑。樊老师根据课前自测及在线讨论的情
况，将学生的困惑点进行展示，引导学生
小组讨论、做实验、自己作答，突破重难
点，并通过学生在线随堂测试加以巩固。

这种课堂与传统课堂最大的不同在
于“先学后教”，从教师“灌输式”的课堂
教学模式，变成了学生主动学、主动问的
模式。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鼓励学生尽量
自己获取知识、发现问题。课前，学生通
过视频自学（预习）；课堂上，再与教师、
同学一起讨论解决预习中不懂或者感兴
趣的问题。

“学生的积极性及课堂参与度得到
提高。 但教师仍需进一步思考如何把握
翻转课堂及如何不拘于形式等问题。”樊
老师表示， 翻转课堂对老师备课的要求
更高了，前期准备视频不能超过10分钟，
要求内容和语言都非常精准， 但同时也
提高了效率， 因为一个微课视频可以很
多班级共享。

翻转课堂有啥用？
提升学生思维能力和学习成绩

“翻转课堂最大的好处是， 不懂的话
可以调出视频反复看反复学，不像以前上
课没听到、没听懂就错过了；然后可以上
课做作业， 不懂的地方可以寻求老师帮
助，并和同学讨论。不像以前，在家里做作
业，不懂的问题只能‘抓瞎’。”长郡双语实
验中学1401班的何同学表示。

“学生最需要老师的时候， 往往不是
课堂上讲授知识的时候，而是写作业遇到
困难的时候。翻转课堂可以做到随堂辅导
作业。”11月28日， 在长郡双语实验中学，
华东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副主任田爱丽博
士发表“信息技术变革课堂教学———C20
慕课联盟的实践探索” 的讲座， 为现场
1000多名校长和老师进行了详实的讲解。

她认为，翻转课堂带来的显著变化是
学生学习兴趣、自觉性的增加，思维能力
和学习成绩的提升，还有教师专业素养的
发展。“青岛二中一名高一的语文老师曾
经做过一个实验，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两
个班级对比，同一道题答对的人数分别是
18个、27个。”

■记者 贺卫玲
实习生 何亮 通讯员 胡承志

本报12月1日讯 日
前，我省普通高校大学生创
新训练中心建设现场交流
会在长沙理工大学举行。会
议透露，从2012年开始，省
教育厅先后遴选立项了82

个普通高校“大学生创新训
练中心”。 专业老师们在中
心为大家讲课演示，运用创
新训练模式，推进课程教学
改革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记者 黄京

本报12月1日讯 昨
天下午， 长沙新东方举办
小升初教育论坛，近500名
家长来到现场。 长沙新东
方学校校长陈隆介绍，目
前长沙市各校初一招生为
8万多人，但备受家长青睐
的几所名校招生人数不到
1万人，竞争十分激烈。

陈隆认为，“名校并不

应该成为大家的首选，适合
自己的学校才是最好的学
校。” 他建议家长要全方位
分析孩子的实力和兴趣，正
确选择适合孩子的学校。

长沙新东方针对小升
初的最新政策推出系列白
皮书，可关注“长沙新东方
学校”官方微信，获取资讯。
■记者黄京通讯员邓维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学校”

我省大学生创新训练交流会举行

本报12月1日讯 近
日， 本报联合人人网对
2306名“90后”大学生进行
调查。 结果显示，58.2%的
调查者希望月薪 3000元
起；21.8%的90后毕业生称

起薪应高于2500元。 就业
企业类型选择上， 国企占
比最多， 占大学生比例的
27.6%；外企和大型民企紧
随其后。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杨昕

近6成大学生望月薪3000元起

教育资讯发展趋势 翻转课堂适应教育变革趋势

【慕课及慕课联盟】
通俗地说， 慕课是大规

模的网络开放课程， 它是为
了增强知识传播而由具有分
享和协作精神的个人组织发
布的、 散布于互联网上的开
放课程。

2013年8月12日高中阶段
的C20慕课联盟成立。华东师
范大学慕课中心分别成立了
初中阶段和小学阶段的C20
慕课联盟。2013年长郡双语实
验中学正式确认加入C20慕
课联盟（初中），2014年长沙市
教育局等全国20个地市级教
育局联合发起慕课联盟。

关于翻转课堂，教师、学
生、家长也还是有疑虑的。

“第一次尝试生物翻转
课，学生团队PK环节，教学效
果非常好。学生主讲、提问、
答疑，充分培养了综合素质，
但学生提的个别问题价值不
大。另外，因课间操耽误以及
团队PK环节耗时过长， 导致
最后课前作业点评、 作业难
点突破的环节非常仓促，甚
至拖到了下课之后。 所以老
师一定要注意把握好时间。”

长郡双语实验中学姚琴老师
在上完课后有诸多反思。

另外有家长表示， 如果
学生在家不能持续有效地学
习，预期学习目标无法达到，
教师只能在课堂上讲解。这
样一来， 与传统课堂有何区
别？不少校长和老师，并不主
张所有的课堂都要“翻转”过
来， 他们认为一些知识还是
需要传授， 而究竟哪些学科
或者知识点更适合“翻转课
堂”的确需要深入研究。

质疑 哪些课程适合翻转课堂还需研究

名词解释

体验者：邹女士，49 岁，额头纹、鼻唇沟纹、鱼尾纹
均比较明显。 显得脸部臃肿憔悴，面相衰老严重。

仅十分钟，年近五十岁的沧桑大姐，不动刀、无
伤口，就重返青春容貌，完全可媲美三十多岁的年
轻少妇。 爆红亚洲的“微整形注射大师”王跃星院
长为来自株洲的邹女士现场注射， 引来无数围观
和惊叹。

个人经历：邹女士原来是省剧团演员，近几年成
为专职家庭主妇后，平时有空便和邻居打打小牌。 有
一天，邹女士在打牌时，突然发现有一段时间没见，三
个朋友都变年轻了很多，其中隔壁的一个邻居和她老
公也不再吵架了，每天出双入对很幸福的样子。 追问
之下才知道，她们都去长沙瑞澜整形医院做了除皱微
整形。 此时，邹女士深受触动。

在微整形现场， 王跃星院长给邹女士稍作讲解

后， 开始从她的皱纹位置左右上下分几个点来打，差
不多十分钟左右，整个过程就结束了。 当她走到大厅
时，瞬间引来一阵围观。 她对着镜子发现手术部位上
只留下几个很细的小红点，不仔细看都看不出。 邹女
士简直不敢相信那个圆润饱满的脸庞竟是自己，没有
一丝皱纹，紧致而光滑，就像做梦一样，而且鼻子、下
巴也变成她理想中的样子。

更让人惊喜的是，医生告诉邹女士，由于她选择
的是目前全球唯一一款十年长效使用的玻尿酸———
宝尼达，这次改变，将会为她带来终身的美丽效果！ 据
了解，12 月底，瑞澜整形医院将迎来“台湾男神医师刘
力维携手宝尼达专场活动”更有史无先例的优惠政策
等着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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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年轻！ 瞬间大变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