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课堂教学是学校教学工作的核心，学校课堂教学
管理，是学校教学常规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为改进学校
对课堂教学的管理，我们提出了以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建立
与落实为核心的学校课堂教学规范化管理新思路，探索形成
了七个方面的具体策略，并在学校课堂教学管理的实践中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理顺了学校课堂教学管理中学校与教师的
职责，改变了教师备课、上课、听课、评课的方式，提高了学校
管理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课堂教学；规范化管理；基本策略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9）13-0150-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19.13.135

一、建构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策略

（一）明确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要求

1.科学性。 学校确定的课堂模式首要要求是要具备科学

性，要能体现主流的教育思想、先进的教学理念；要突出师生

地位的协调发挥，先学后教，以学定教；要突出目标的引导，突

出训练的优化，突出反馈的及时；要突出各种教学资源的开发

与应用。
2.简洁性。 要体现简化的思路，简化教学环节，简化教学

流程，突出教学的重点。
3.实用性。 要追求实用，降低使用难度，易于为所有人操

作实践。
（二）建构学校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办法

1.引进。 由学校结合自身的特点和需要，引进一种已经经

过实践验证相对成熟的教学模式， 作为本校某个学科的课堂

教学模式。 如果该模式有成型的教学设计， 那就应该全部引

进。
2.改良。 引进某种教学模式，进行改良，使之更适合本校

的特点和需要。
3.自创。 从打造学校课堂教学特色出发，调动本校一切力

量，自创一种适合本校实际或需要的教学模式。
二、研制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基本策略

（一）明确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基本要求

1.科学化。 作为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教学设计，要体现课

改理念，要符合课标要求，要体现教材的编写意图。
2.模式化。 作为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教学设计，要尽可能

有相对统一的课堂教学模式，将教师从“教什么？怎样教”的困

惑中解放出来，使课堂教学的操作规范简洁、清晰、固定。
3.实用化。 作为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教学设计，应删繁就

简，要切合绝大部分教师实际，能适合绝大多数老师的使用；
要切合学生的实际，便于学生形成自学的技能。

4.具体化。 作为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教学设计，要尽可能

地具体。 只有具体，才能便于使用者直接使用。 要将教学的思

想、教学的任务、教学的思路、教学的步骤、教学的结果以及教

与学双方的行为具体地描述出来。
5.多样化。 作为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教学设计，还应尽可

能地多样化。尽管教学思想是相对稳定的，尽管教学模式是想

对固化的，但并不排除老师的个性、学生的差异，要充分张扬

教师教学的创造性， 使之在教学细节的处理上展示教学的个

性，尊重学生的差异。
（二）选择研制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方式
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建立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所以可以

采取不同的方式。
1.慢慢地积累校内的成功课例，把它们推广到老师们的

课堂实践中去，只追求管理好个别的课堂教学。
2.选择、引进一整套现成的教学设计，作为学校课堂教学

的操作规范，供教师直接使用。
3.引进适合本校的教学模式，组织全体老师，通力协作，

形成一整套教学设计， 经学校鉴定成为学校的课堂教学操作

规范。
4.打 造 有 本 校 特 色 的 教 学 模 式，组 织 全 体 老 师，通 力 协

作，形成一整套教学设计，经学校鉴定成为学校的课堂教学操

作规范。
（三）确定课堂教学操作规范建立的流程

1.初创。 由教师根据学校关于课堂模式的要求，自行研制

教学设计。
2.审 定。 由 学 校 学 术 机 构 对 教 师 研 制 的 教 学 设 计 进 行

审 定。
3.固化。 由学校对优秀的教学设计进行固化———学校正

式认可，印发出来，供教师直接使用。
4.完善。 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课堂教学操作规范。

（四）建立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完善体系

1.修订完善。 尽管我们提倡老师要遵守规范，但并不排除

老师在课前、课后提出自己的建设性修改意见，只不过最终的

决定权在学校而已。
2.替换优化。 在实践中，老师们必然能创造出比原有操作

规范更科学更具体的教学设计来， 那我们就把这些更科学更

具体的教学设计作为新的课堂教学操作规范， 以替换淘汰原

来的教学设计， 从而使我们的课堂教学操作规范体系不断得

以优化。
3.追求多样。 多样化能满足大家对个性的要求，更能为大

家提供选择的机会。 鼓励教师在使用固化的课堂教学操作规

范的同时， 在不颠覆学校教学模式的前提下， 结合自己的实

际、学生的实际，研制出更具个性的教学设计，经过学校的鉴

定， 成为与其他教学设计并存的课堂教学操作规范。 假以时

日，不断积累，我们的课堂教学操作规范会越来越科学，越来

越具体，也一定会越来越丰富多样。
三、研读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基本策略

（一）明确一个认识：研读课堂教学操作规范 = 备课
基于优化备课方式的需要， 我们把研读课堂教学操作规

范作为新的备课方式。
（二）明确研读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具体要求

1.细读。 深刻理解课程标准对课程性质的表述，熟悉语课

程的总目标和学段目标，理解课程标准实施建议的相关表述，
了解教材的编排意图，熟悉教学内容，提炼单元和具体篇目的

学习目标及重难点。
2.批注。 把握原教学设计研制者的意图。 通读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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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原设计者的设计思路有整体的把握， 探究原设计者确定教

学内容和教学策略的依据，反思其合理性；标记自己认可的设

计内容，标记主要知识点、重点问题、重点环节及有典型性、易

错性等内容，以便教学过程中引起注意；标记教学流程过渡性

词语，以使教学过程过渡自然。
3.修改。结合教情学情进行修改完善。增加自己认为必要

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训练题目等，对原教学设计中过简的

环节进行具体说明；改正原教学设计中的一些错误，如不适应

本班实际的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训练方法等，也包括对行文

格式的修改；删除原教学设计中自己认为不必要的教学内容、
教学环节、训练步骤等；调换原教学设计中教学内容及教学环

节的呈现形式， 调整原教学设计中教学流程及训练步骤的先

后顺序。
（三）对教师的研读行为进行考核评价
结合本校实际， 对研读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评价机制进

行改进，在必要时也可进行量化赋分。对教师研读、批注、修改

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情况进行检查。 检查主要采取课堂教学

实地观察和课堂教学操作规范文本静态鉴定两种方式进行。
确保教师在课前能熟悉既定的课堂教学操作规范， 对操作规

范的内容及编制意图有清楚的了解， 并能结合实际进行调整

修改。
四、实施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基本策略

（一）建立以课堂教学操作规范为核心依据的上课机制
课堂教学操作规范是由学校主导研制的， 是学校对于课

堂教学的内容、策略的具体要求，一旦经过学校的审核鉴定，
便具有鲜明的规范性和强制性。 教师个体作为课堂教学执行

层的一员，只能是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执行者，上课就是执行

学校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过程。 教师个体无权在课堂实践中

对既定的课堂教学操作规范自行修改。
（二）明确上课的具体要求

1.教学设计一经学校审核通过，即成为学校有关课堂教

学的操作规范，教师个人在课堂实践中原则上不能违背。
2.教师进课堂必须携带教学设计。
3.教师的课堂实践必须严格执行既定的教学设计。 教师

可根据教学实际对细节进行即时微调。
4.在课堂实践中积极审视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科学性、实

用性和认真反思课堂教学实践效果，应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
（三）坚持写教学后记或随笔

提倡教师坚持写教学后记， 更提倡教师在教学随笔本上

随时记录自己对教育、教学的感想；教学后记侧重于教学的反

思及解决问题的对策，既要对实际教学效果进行总结反馈，更

要对教学内容确定、教学方法选择进行理性分析。
五、评价课堂教学实践的基本策略

（一）建立以课堂教学操作规范为核心标准的听评课机制

将 课 堂 教 学 操 作 规 范 作 为 评 价 教 师 课 堂 教 学 的 唯 一 标

准。学校要定期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评价，把课堂教学操作

规范作为基本的评价标准。 听课和评课都要围绕既定的课堂

教学操作规范来进行， 携带并对照着教学设计走进课堂去听

课，并要携带并对照着教学设计去评课。
（二）明确听评课的具体要求

1.听课。听课者要带着上课者的教学设计去听。听上课者

是不是按照他的设计来上的， 思考这种设计的合理性与可操

作性，更要思考怎样实施才能更好。在教学设计上设置记录评

析栏，以替代听课本。 随时将感受、想法记在教学设计的相应

位置上，而不需要记上课者在教什么与怎样教，听是为了思，
不是为了记。

2.评课。 评课时也要手拿教学设计并围绕教学设计来评，
评设计的优与劣，评上课者的执行是否规范，评上课者是否有

细节方面的创新，评教学行为如何来优化，评教学设计如何去

完善。
（三）听评课要致力于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完善和课堂行

为的改进
坚持用操作规范去管理教师的课堂教学，从而引导教师的

教学行为不断走向规范，引领全体教师的课堂教学实现整体高

效。听评课要与备课、上课保持一致，关注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

进一步完善，关注课堂实施规范化与个性化的协调统一。
六、培养遵守操作规范的规则意识的基本策略

（一）学校教学管理人员规则意识的培养

1.确立以法治校、以规治教的管理思想。
2.以制度的形式，赋予规则以强制性，使规则意识在制度

的约束下得以养成。
3.在长期、严格的执行中使规则意识成为教学管理人员的

潜意识，使依规管理课堂教学成为教学管理人员的自觉行为。
（二）课堂教学实施者规则意识的培养

1.引导。 实施备课方式的改革，以课堂教学操作规范为依

托和依据，充分研读，理解设计的优劣，教后形成自己的修改

意见或形成全新的教学设计。 在直接使用中让教师意识到规

则化、规范化的优势。
2.坚持。 在不折不扣的落实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过程中，

让教师接受规则意识。在持续的使用过程中，让规则意识成为

教师的自觉行为。
3.创新。 在规则意识养成后，引导教师成为新的课堂教学

操作规范的研制者。
七、尊重教师个性，激发个体创造性的基本策略

（一）在学校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建立中赋予教师话语权
课堂教学操作规范是由学校主导完成的， 但具体的研制

者仍然是教师个人， 课堂教学操作规范体现着教师的个性和

创造性。教师要参与学科课堂模式的选定，是学校课堂教学操

作规范的研制者，也是学校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验证者，更是

学校课堂教学操作规范的完善者。
（二）解放教师的双手，激活教师的智慧
摒弃传统的备课方式， 用研读学校的课堂教学操作规范

替代手抄备课或下载打印备课， 把教师从繁重的备课中解放

出来。允许教师直接使用学校提供的课堂教学操作规范，进行

研读，进行批注，进行修改，切实减轻教师的身体负担，最大限

度地激活教师的智慧，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创新。
（三）以多样性给教师提供选择的空间
我们提出，不同的学科应有不同的教学模式，以体现学科

的个性；在同一学科下，也可以有不同的模式并存，以体现教

师的个性；在同一模式下，也应有不同的课堂教学操作规范，
以供教师结合教学实际，根据自己的教学个性，进行选择。

（四）鼓励教师体现自己的教学个性
一旦进入课堂， 教师应尊重学校提供的课堂教学操作规

范，依据规范进行教学实践。但我们更提倡教师在具体实践中

体现自己的个性，在教学细节上进行精妙化处理，以求更好地

落实课堂教学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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