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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课堂
引人深思的一堂语文课

倪利佳以翻转课堂模式示
范上了《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
演讲》一课。课堂上，倪利佳老
师借助平板电脑、多媒体、互联
网等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自
学，呈现课堂学习目标指导学
生探寻新知，呈现学生在学习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针对学生
学习中的问题直接指导，或者
引导学生学生相互交流、讨论，
整个学习过程主要由学生自己
完成，实现了信息网络与教学
内容的深度融合，让大家感受
到师生观念的更新，传统课堂
结构的改变，最终达成教学目
标的完成。

从课前预习的检测，课堂
上教学重难点的突破，课后的
知识拓展，老师们观摩到的是
学生在老师预设的学习方案下
自主完成学习任务。课堂上，
学生自主学习，然后分组学习、
讨论，通过平板电脑提交学习
结果和训练题目完成情况，老
师通过大屏展示同学们完成学
习任务的情况并引导同学们互
评。从课堂的结构模式到教师

的授课方式，从学生的学习方
式到学习效果，参会老师都感
受到了新的课堂模式所带来的
良好效果。

这堂课在年会上受到了达
川区中学语文学会和北京四中
专家的一致好评，并将被收录进
北京四中优质网络课堂资源库。

翻转课堂
适应现代教育的必然选择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
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
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发
展教育事业的表述，是基层教
育工作者探索教育改革的指
南。达川中学党委书记、校长
张琪告诉记者，达川中学在努
力提升教育教学效果的道路
上，深刻领会十九大报告关于
发展教育事业的要义，探索适
合学校校情的发展之路，探寻
课堂高效的突破口，多次组织教
务处、教科室、教研组的领导和
老师先后赴上海、北京、成都、江
苏等各地名校学习取经，经过多
方考察论证，最终选择了利用现
代信息技术教育手段、整合现代

教育信息、提升教育信息智能化
的“翻转课堂”模式。

翻转课堂
激发教师队伍专业成长

好的方式需要与之相适应
的教师团队才能发挥最好的效
果。达川中学十分重视教师队
伍建设，仅本学期就多次外派
二十余名领导和老师赴各地考
察学习，并邀请北京四中的专
家到校对老师进行专题指导，
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学方法，
培训教学技能，掌握操作流
程。目前，利用翻转课堂提升
教学效果的意识已经驻入一大
批中青年教师的心里，他们在
这个过程中不断积累，加强训
练，勇于实践，整体素养、教学
技能和课堂教学效果也得到了
明显提升。

参加本次活动的高一.13
班的班主任万翠丽是“翻转课
堂”的亲历者之一，她对“翻转
课堂”有着直接的体验，用她自
己的话说，那就是将学习的决
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教师
不再占用课堂的时间来讲授信
息，学生在课前完成自主预习，
课堂上结合课堂学习目标和自

己的学习情况自主学习，课后
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拓展
延伸，课前课中课后随时都可
以把自己学习中所遇到的问题
上传提交到共享空间供大家讨
论、交流。这种模式引发了教
师角色、课程模式、管理模式等
一系列变革，对于一位初尝者
而言，它可能更多的是具体的、
繁琐的日常班级管理和课堂教
学，最大的改变是老师的二次
备课、课堂知识解读、知识拓展
和教学任务完成的效果。参与
实验的班级要花大量的时间对
转变学生的认识，学习工具的使
用技巧、学习方法的掌握、学习
习惯的养成要进行反复训练。
同时，班级学习氛围的营造、班
级文化的打造更要加强，它是一
个需要所有学生、所有老师共同
参与的漫长的工程。所以，翻转
课堂不只是促进了学生的成长，
更助推了教师的成长。

翻转课堂
学生快速成长的支点

对学生而言，使用平板学
习，从对应的学习平台获取所
需资料，上网海量查询，向学习
平台发送学习中所遇到的问

题，在学习平台讨论交流，等
等，这样的学习要求学生主动
参与，学习方式新颖、趣味性
强、思维延伸广阔，学习效果也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升。

彭春妮是这个翻转课堂实
验班的一名普通学生，经历一
学期，她自己感觉变化很大。
她说：“刚来到这个班的时候，
由于初中毕业成绩差，情绪比
较低落，学习劲头也不足，参加
翻转课堂实验后，经过一段时
间的训练和适应，我越学越有
兴趣，越学越有自信，我的成绩
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学习
过程中，我们通过对课本或平板
上的“北京四中教育云”网页视
频进行自主学习，再将学习成果
拍照上传到“爱学”APP，如果没
有看懂的知识点就通过留言或
拍照上传的方式告诉老师，如果
是个别同学的问题老师会单独
针对性指导，如果是大多数同学
共同的问题老师就会集中解
决。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大大
激发了同学们自主学习的兴趣，
提高了学习能力，也提升了我们
的学习效率。”

回顾达川中学的发展历
程，“低进高出，优进优出”曾经
成为本地有口皆碑的亮点；今
天，他们继承优良的传统并与

“翻转课堂”紧密结合，通过始
于点滴的积累，学生日渐收获
适应社会发展的观念意识，掌
握更有效的学习方法，养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拓展无限的思
维空间，提升学生的学习效
果。我们坚信，翻转课堂以及
它所引发的川中课堂教学改
革，将会成为助推更多川中学
子实现梦想的支点。

杨华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李玉泉 摄影报道

华西城市读本讯（唐燕 记
者 李玉泉 摄影报道）1月4日，
达州市通川区一小举行千人创
新作文大赛，学校3至6年级的
一千余名学生齐聚考场，现场
比试文字和文学功底。

此次创新作文大赛旨在通
过这种方式培养广大学生观察
事物、总结感悟生活的良好习
惯，让广大爱好写作的中小学
生的习作更能真实体验，深刻
感悟，新鲜表达，形成具有个性
化、充满魅力、富有创新的真我
作文。这既是创新思维的一种

培养更是教育教学改革的一次
成果展示，也是提升素质教育
的一种有效手段。

据了解，达州市通川区一
小 1907 年建校，从模范小学
堂起步，至今已 110 年，是四
川 省 首 批 重 点 小 学 。 近 年
来，通川区一小站在教育改
革前沿，将“知类通达，以修
大成”作为新的育人追求并
切合“核心素养”顶层设计出
适合学校特色、学生多元发
展的“大成”特色课程体系。
努力让孩子们在知识的海洋

中博采众长，融会贯通，从而
达成“做人求德、学问求真、
交往求 诚 、行 事 求 活 ”的 素
养 要 求 ，为 将 来“ 集 大 成 得
智 慧 ”，培 养 具 有 创 新 素 养
与人文素养兼备的未来人才
奠基。修身与育人并举，办
学与治校齐重，积极开拓无
穷 空 间 ，努 力 为 学 生 提 供

“ 适 合 孩 子 发 展 ，适 宜 环 境
变化，适应时代变迁”的“三
适”特色教育，固本求新，跨
越发展，赢得了家长和社会
的广泛赞誉。

翻转课堂，一种新的教学模式，是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有益
实践，它不仅提升了教学效果，更对学生思想观念、行为习惯、学习方式等有着深远的影响。

“翻转课堂”
让川中学子更自信学习更高效

12月29日，由达州市达川
区中学语文学会和北京四中联
合举行的达川区中学语文年会
在达川中学隆重举行，来自达
川区一百多位中学语文骨干教
师参会观摩了示范课，参加了
名著导读指导、《<红楼梦>与
家庭教育》学术研讨等活动。
其中，达川中学倪利佳老师献
上的一堂采用翻转课堂模式语
文课引起了与会者的好评和极
大关注。

华西城市读本讯（曾国峰
记者 李玉泉）近日，第三届“中
国好教育”联盟联合体2017年
度“同课异构”教学比武全国冠
军总决赛在阳新一中圆满结

束。四川省达州中学英语教师
郭胜利代表四川省参加比赛，
最终荣获全国一等奖。

第三届“中国好教育”联盟
联合体 2017 年度“同课异构”

教学比武全国冠军总决赛由江
西金太阳教育集团、“中国好教
育”联盟联合体共同举办，来自
全国多个省份的冠军选手参加
了年度总决赛，与会专家、观摩

学习教师 1100 余人。来自四
川达州中学的郭胜利老师精心
备课，以生为本设计课堂教学
环节，课堂气氛活跃，小组合
作，交流展示，积极参与，学生

表现精彩，赢得与会专家的一
致好评，最终脱颖而出，荣获总
决赛一等奖殊荣，这是四川达
州中学在全国赛事中荣获的又
一教学大奖。

写真我作文通川一小举行千人创新赛

“同课异构＂教学比武全国总决赛

达州中学教师荣获全国一等奖

达川区2017年中学语文年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