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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changes emerge 

as the times require. Whether teaching content or teaching form and teaching means are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purpose is to 

achieve effective teaching within a limited time, to provide targeted teaching for each student to promote student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let students learn how to learn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knowledge, learn to gain. Based on the teaching practice in 

the classroo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imary school language wisdom classroom from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means and methods used i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cess, so as to help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rry out effective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limited curriculum, develop together and achieve win-win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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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随着时代和科技的迅猛发展，素养导向下的教育改变应运而生。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形式和教学手段都在

进行着不断地更迭，其目的均为实现有限时间内的有效教学，提供每个学生有针对性的教学促进学生发展，同时，让

学生在学会知识的基础上学会如何学习，学有所得。本文基于课堂内的教学实践，从教学和学习过程中使用的科技手

段、方法等进行切入，试图探讨小学语文智慧课堂的建构,帮助教师和学生有限的课程内进行有效的教学和学习，共同

发展，实现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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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教育部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应使学生具备能够适应终身发

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这一“核心素养”

导向目标。结合国情和社会需要，在中国，学生发展核心

素养，以 “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

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底蕴、科学精

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

[1]以此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提

升21世纪国家人才竞争力。 

早在199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便提

出了 “核心素养 ”这一概念，并启动了Definition and 

Selection of Competencies: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Foundations（即“素养的界定与遴选: 理论和概念基础” ，

简称 DeSeCo计划)。以此为概念框架，各国针对国情和需

要制定了本国的“素养”指标。美国的企业界联合教育界共

同提议建构“21世纪型能力” ( 21st Century Skills)的概念，

在学科内容的基础上，强调“信息、媒体、技术的能力”,“生

活与生存的能力”。[2]日本的核心素养研究体现在不同阶

段的教育改革中。进入21世纪，日本的教育课程改革在培

养“生存能力”的基础上，提出了培养学生发现课程的能力，

自主学习、自主思考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重要性，

并要求适应学生的兴趣、学习的程度、发展倾向等进行个

别化指导，推进发展个性教育。日本特色鲜明的核心素养

理论狂降就此产生［3］ 

本文旨在21世纪的“素养教育”环境下，在技术飞速发

展的社会背景下，探讨如何在教育实践中结合科技手段，

创新教学过程，构建有效的小学语文课堂。 

2．．．．研究背景及目的研究背景及目的研究背景及目的研究背景及目的 

2.1．．．．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研究背景 

 

图图图图1 传统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如图1）将课堂划分成了课前、课

中、课后三个部分。以小学语文课堂为例，在课前，教师

会以教材中的内容或课后问题为准，结合单元目标和课程

标准，设计教学目标和任务进行备课，并要求学生进行预

习。在课中，师生间的互动仅限为提问和回答，教师在个

别学生的答案中评断学生们的掌握情况进行引导，以此达

到预设的教学效果。课后，进行全班统一的作业布置和批

改讲授，学生修改作业错误。至此,完成一篇课文的讲授。 

可见，进行传统教学的课堂是以教师为本，以教材为

本目的较为单一的教学活动，通过一部分学生的参与推测

全部学生的学习效果。学生参与学习过程的范围较小，且

过于被动，在老师的“安排”下进行，评量方式固化仅为统

一性的作业，没有针对性，无法让每名学生“一课有一得”，

在自身的基础上得到相应的提高。整体来说，传统课堂教

学模式缺乏师生互动，无法提供学生差异化、个性化的教

学指导，学生学习的自主性的难以发挥，创新性难以体现。

[4] 

随着对学习过程的深入探索，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开始

在西方盛行。许多研究者和教师逐渐发现传统教学模式针

对班级内参差的学生仅仅“传道、授业”是远远不够的，有

针对性的进行“解惑”才是关键。这就要求教师要转换教学

角色，教学过程中采用全新的教学模式 (彻底摒弃以教师

为中心、以学生为知识灌输对象的传统教学模式)。建构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过程，需要营造包括情境、协作、会

话和意义等，创设良好学习环境。 [5]无论教学模式与否，

无疑是要呈现更加有效的课堂学习。那么何为有效的课堂

呢？将“有效”与“教学”分开理解，所谓“有效”，即是要让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经历教师教学后，得到相应成长或者发

展。 [6]换句话说，学生的成长和收获才是评价课堂有效

性的标准而非教师准备是否认真，进度是否完成等。而“教

学”，是指教师引起、维持或促进受教者学习的一系列过

程。[6]可见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为学生学习搭桥铺路的历程

才是关键。那么“有效教学”则是通过一系列的教学设计和

教学实践，让学生在学习上、行为上获得效益，通过规范、

明确且多样的教学过程，完成预定的教育目标，提升学习

成功的比例。[7] 

2.2．．．．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笔者认为，为了更好的落实“素养”导向，提升教学质

量和效率，进行“有效教学”就必须结合新兴的科技手段，

调动学生学习兴趣，利用有限的时间“无限”的学习知识。

此处的“无限”即指不拘泥于教材本身和课堂时限，让课堂

不仅是“知识的课堂”更是“智慧的课堂”，让课堂成为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的钥匙，开启更为广阔的学习空间，将知识

延展到生活中去。综上所述，本研究目的如下： 

探讨科技手段融入小学低年级语文课堂是否会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 

探讨小学低年级语文课堂中的有效教学是否会提升

学生的学习素养。 

探讨小学低年级语文“智慧课堂”的建构所需要素。 

3．．．．文献文献文献文献综述综述综述综述 

3.1．．．．教育技术教育技术教育技术教育技术 

现代生活与科技息息相关，新兴科技产品逐渐在生活

中成为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高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和效

率。随着科技的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教育的模式也

在不断升级，迎接我们的是将是“教育4.0”时代。教育技术

和设备对教学活动的支持从“三尺讲台一本书”到“多媒体”

设备的运用“电脑和投影”，再到“互联网+”时代，智慧教

室的建构。智慧教室的“智慧性”涉及多方面内容，可概括

为内容呈现（Showing）、环境管理（Manageable）、资

源获取（Accessible）、及时互动（Real-time Intera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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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感知（Testing）五个维度，简写“S.M.A.R.T.”。［8］

智慧教室可以帮助教师对学生做出客观、全面、真实的评

价（智能评价），在此基础上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有效

的干预。［9］可见技术在课堂上的应用最终会带来很多

好处，可以丰富学生的学习经验。并且，与其他在教育领

域红极一时的潮流不同，科技是一直存在的，而且很可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科技在学校的使用会显著增加。［10］ 

3.2．．．．有效教学有效教学有效教学有效教学 

“有效教学”的研究立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教育

学者与一线教师共同关注的话题。与单纯的“教学”活动相

比，有效教学除了是教师、学生、教学内容相互作用的统

一活动外，它超越了教学的基本含义，所指向的教学具有

较好的效果，是一种“成功的教学”。［11］有效教学是一

种提倡效果、效益、效率三者并重的教学观。同样，有效

果、有效用、有效率是其涵盖的三个具体方面。［12］我

们不可否认，有效教学是许多因素的综合结果，包括教师

生活背景、和学生的互动以及特定的教学方法。但有效教

学的本质，就是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13］那么在这个

动态的、发展的、复杂的系统作用过程中，有效教学是人

们在特定教学价值观支配下, 依据相关教学研究，所描绘

的一种理想状态下的教学愿景。［14］由此可以看出，在

教学现场实施有效教学可以以尽可能少的时间、精力和物

力的投入，取得尽可能多的教学效果，产生尽可能好的教

学效益，从而实现特定的教学目标，满足社会和个人的教

育价值需求而组织实施的活动。［15］ 

3.3．．．．智慧课堂智慧课堂智慧课堂智慧课堂 

“智慧课堂”, 简单来讲就是用智慧营造出的课堂, 它

是教育思维和教育情感互动的产物, 是师生智慧互动共

生的过程与结果。[16]智慧课堂教学的本质是一种追求创

造性与智慧型的教学，具体而言，其教学理念主要体现在

以下三个方面：以发展学生智慧为目的的教学观，以促进

师生情智交流为中心的过程观，以关注发展过程为导向的

评价观。 [17]智慧课堂的建构需要实现真正的“教学相长”，

要求学生和教师利用最少的教学实践，将各自的收获最大

化。这就需要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融入课堂。正如台湾学

者张奕华教授所提出的智慧教育“SMARTER”模型，指以

学生为中心（Student-centered approach）的教学与学习方

式、能透过多元取向引起学生学习动机（Motivate students 

to learn）、无所不在的让学生使用任何载具（Any-device）

接近学习入口、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diversity）和科技支持与服务（Technology support and 

service）教学和学习、教师以科技创新教学和精进教学

（Refinement of Teaching），以及透过诊断工具和云端服

务供即时的学习评量（Evaluation of Learning）结果。[18]

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尽量让学生参与，让学习

过程社会化。[19]台湾网奕资讯科技有限公司为提供“享受

e化、优质学习”的教学需求，发展卓越的教学科技

（ e-Teaching），让老师们在课堂教学现场，能够

发 挥 有 效 率 的 多 重 感 官 教 学 ； 发 展 学 习 科 技

(e-Learning)的应用，创造学习的无限可能。开发

完成了HiTeach互动教学系统、HiLearning电子书包

学习系统、 IRS即时反馈系统、 c louDAS云端诊

断分析服务、ezStation智慧型录制系统等科技组成

的集软件、硬件、云端、服务一体的智慧教学支

持系统——醍摩豆 (TEAM Model)智慧教室系统。

[20]智慧课堂的建构即是让教学过程借由科技的辅助，提

高师生间的互动，创造更多学生与知识间的联结，使学习

过程更加高效。 

那么，针对小学低年级的语文课堂来说，构建智慧课

堂就要在以教学内容为基础，把握语言文字，挖掘生活资

源，进行跨学科的以主题为中心的教学计划，实施整合教

学。即模糊学科领域的概念和界限限制，将原有的需要学

习的片段知识，视为新知与经验的连续整合，让学生对自

身以及世界有更深、更广的了解。[21]以此学习过程为前

提，实现自我发展，提升素养。 

4．．．．结论及建议结论及建议结论及建议结论及建议 

通过阅读文献和课例研究，我们必须承认，智慧课堂

的教学模式是配合实现“素养导向”应运而生的产物，更是

21世纪课堂的发展趋势。从课前到课上乃至课后，都以学

生的发展为考量。本文在综合其它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希

望建构的小学语文智慧课堂，并针对课例分析后给予如何

建构、实施的智慧课堂有效教学教学的建议。 

4.1．．．．激发兴趣自主学习激发兴趣自主学习激发兴趣自主学习激发兴趣自主学习 

小学低年级学生，正在面临“幼小”衔接时身份的转变，

各自带着不同的学习基础走进语文课堂，在需要学习的知

识中，很多学生已经掌握或是了解，但还有程度较弱的学

生存在。那么让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激发学生潜

能才会创造出焕然一新的课堂。例如，《秋天》一课, 

它不仅仅是“部编版”第一册语文教材中的第一篇课

文，也是我们的学生在小学阶段进入阅读学习的起始。立

足此课的教学设计，为了让学生“学有所得”，以一课，开

启学生一生的“悦读”之旅。在课前，向学生发放导学单，

让学生自主圈画会读、会认的字，进行自主提问，孩子在

课前便已对即将学习的课文充满向往。回收之后，便能综

合学生的学习特点和心理特点，掌握好学情进行教学设计。

课程摒弃教师教，学生学，一味讲授、灌输的传统教学模

式。利用学生导学的问题进行导入，“秋天来临时会出现

哪些变化呢？”孩子们很容易发现这是他们自己提出的问

题，便兴趣盎然地进行讨论、回答。从一开始便调动每个

孩子的学习兴趣，全员学习。紧接着，以书中插图“小松

鼠”为学习伙伴，以“收集松果”为学习情境，充分考虑低

年级学生的心理特点，把在导学中学生出现认读困难的字

词，进行分类，难度大的为“大松果”难度低的为“小松果”，

以针对不同层面的学生。在此环节，一颗一颗的“松果”， 

通过电子白板进行互动教学的过程，被同学们亲手送到了

松鼠家，在不知不觉中不仅巩固了该课需要复现的词语，

更是渗透了“乐于助人”的良好品德，让老师退为“二线”，

以学生问题为开始，围绕学生参与展开的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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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开展活动有效学习开展活动有效学习开展活动有效学习开展活动有效学习 

崔峦先生曾说“识好字、写好字、读好文”是低年级语

文教学的重中之重。在语文课堂上为了促进不同层次的学

生在课堂中的学习可以各有收获，可以实现“有效教学”。

需要教师在备课时，紧密贴合学生学情，打破学科界限，

努力进行学科整合教学，借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融入新

兴科技技术，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进行内容更为丰富

的学习。 

《全日制义务教育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明确对识字写

字进行了如下要求：“要运用多种识字教学方法和形象直

观的教学手段，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提高识字教学

效率。”而在第一学段则更是需要培养学生“喜欢学习汉字，

有主动识字、写字的愿望，努力养成良好的写字习惯。”[22] 

在进行《小青蛙》一课的识字教学时，为了让学生巩

固“字族”识字的概念，教师多会采用“圆盘”活动或者儿歌

记忆的教学设计。“圆盘”活动即把一个大圆盘和一个有一

个镂空圆盘的中心点固定在一个轴上。镂空圆盘的中央写

一个基本字，大圆盘四周分别写着几个不同的部首，每转

动一次位于上面的镂空圆盘会从空格处呈现出大圆盘上

的一个部首，与其基本字组成一个不同的字，学生通过转

动圆盘，进行识字、组词的练习，以此来进行字族识字的

巩固。此种方式的教学活动虽然达到了活跃课堂气氛、让

学生亲身参与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字族识字的教

学目标，但教师在制作教具时所需时间长，多班共用需要

回收，在选择部首时也难免会有疏漏。如果能利用科技辅

助，诸如“2Kids学汉字”（一款幼儿识字教学APP）内可以

进行笔顺的展示，让孩子跟随书写。同理，若利用相应的

“字族”归纳类闯关游戏程序，在课堂上让学生在IPAD上点

击，将“圆盘”活动升级，不仅汉字数量升级，画面质感升

级，游戏趣味性也大大增加。而且课上可以进行的教学巩

固，回家后也可以进行重复学习。不言而喻，科技的运用

在打破教学环境的限制，利用数据丰富教学内容的同时，

寓教于乐。另外，利用电子白板或提前制作好的flash动画

等，均可将“加一加”“减一减”“换一换”等识字方法和过程

清晰呈现。在《口耳目》识字课的教学中，为了让学生了

解“象形字”的识字方法，可以通过电子白板和相关多媒体

互动系统，在展示字形演变的动画前，先将教学任务分配

到学生的接收装备（如IPAD）上，让学生组内画一画、

说一说，在实践后学生将作品直接通过教学系统推送回教

师的电子白板上，有效盘活课堂生成和学生已有的知识，

进行伙伴间的学习。再进行教师演示，最后让学生再次绘

画进行生活中象形字的拓展学习。相比以往粉笔、字卡、

教师讲演、投影展示的识字模式，有着“多、快、好、省”

的特点。课堂中内容变多了，不再是教材本位；课堂节奏

变快了，不再是教师滔滔不绝；课堂氛围变好了，不再是

无人问津；课堂“代表”省去了，全员参与共同实践。利用

教学系统和科技设备，将课堂交还于学生，发挥学生合作

学习、主动思考的主体作用，落实教学目标，实现高效教

学，有效学习。 

又如《秋天》一课的阅读教学，虽然在进行课文学习

时，利用传统教学方式，学生通过自由朗读、学生带读，

师生对读的方式，发现了秋天来临时，天气和树叶发生的

变化。然而，在进行在理解重点词语“一片片”时，究竟什

么叫“一片片”，学生有想法、却无法清晰表达词意，陷入

教学困境。此时，教师进行活动设计，将词语理解和儿童

歌曲《秋天》的演唱相结合，利用视频资源和音乐活动创

设情境，让学生张开手掌模拟枫叶飘落时的场景，顺势而

导“这片叶子在向我招手呢！这片小叶子在跳舞呢！这么

多叶子在一起就是……”“一片片叶子！”学生跳脱出传统

教学模式中，以词解词的方式，让学生通过一个小活动，

将词语的理解在学生的肢体动作中，轻松、快速的完成。

如果能将新兴教育科技“VR眼镜”带入课堂，利用科技带

领学生置身于真实情境中，带学生漫步落叶飘落的枫叶林，

置身于满山红遍的山谷，在观看VR的过程中，不仅将对

抽象词语的理解通过科技手段形象化，简单化，明朗化，

而且让学生领略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扩展了视野，相信学

习的时效性更会大大提高，使语言的积累，融情入境，跃

然纸上。除此之外，“VR眼镜”能助推学生的想象，让学

生处在无边的草原上，随着视野的改变，身临其境的感受，

秋天天空的“蓝”和“高”，学生融情入境，不知不觉地便能

用朗读展现出了秋天天空的特点。 

 

图图图图2 智慧课堂教学模式。 

除此之外，结合“素养”导向进行跨学科且高于学科的

综合性学习育人目标，学生对知识的诉求不仅停留在课文

内容本身，不局限于读通文章、读懂文章。很多学生都想

知道大雁在南飞的时候，为什么“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

会儿排成个‘一’字？”然而在语文课堂中如何针对这一科

学学科的学习内容进行讲解呢？利用小组讨论、学生回答、

教师讲解的形式，虽也能讲授清楚，但费时费力，更是无

法确保全员的掌握情况。只有结合科技教学，如微课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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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短短3分钟的 “小而精”的微课讲授，不仅能帮助学生

更为直观的了解了大雁飞行的奥秘，同时也为指导读好这

一长句的停顿做以铺垫。如能利用新兴的教育科技系统

——Interactive Response System（简称IRS系统），即利用

个人手持信号发射器和教室内信号采集器，实现全员参与

的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在学生提出问题后，利用手持遥

控器和系统进行初次作答，了解班级内掌握情况。再进行

微课的推送，观看后利用“抢答、挑人等功能”及时呈现学

生学习时的困难点，利用班内学生已有的学生资源，进行

差异化教学，推进课堂的进行把握课堂节奏。将科学知识

借科技手段巧妙的融入语文课堂，会让学生的学习更加有

效！ 

4.3．．．．走进生活拓展学习走进生活拓展学习走进生活拓展学习走进生活拓展学习 

核心素养是对学生综合性的要求，因此需要教师在课

堂上不局限教学内容本身，将知识进行延展。在学习《四

季》一课时，对语文的学习更不能止于课程，学生的学习

更不能止于课上，要带领学生进行延展性的教学。首先，

开展贴近生活，体验实践。让学生走出校园，走进公园，

参与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捡拾落叶，绘制图画，吟诵诗

歌，聆听自然，进行创作交流。再将此素材加以整理回归

课堂，以学生的作品作为教学资源，再引导他们以各种形

式表达自己亲历四季， 

体验四季的愉悦心情，最后进行拓展阅读，达到积累

生活，拓展学习的目的。 

综上所述，对比以往教、学单一、枯燥的模式，“智

慧课堂”的教学建构（如图2），要求教师准确把握学生学

情，从学生的问题开始着眼，进行教学设计，通过活动和

体验实现知识的传授，让全班参与，人人进步。智慧课堂

的建构更离不开教学科技的使用和支持，通过科技手段，

在课前进行课程相关内容资料的收集，制作教学课件可利

用的科学技术（如VR、IPAD、IRS系统等），整合教学

资源；在课上，利用电脑、电子白板等科技手段，让学生

在课上进行教学活动，提高学生参与度；在课后，进行针

对性、差异化作业的布置和评价，进行知识的拓展或补救。

总体来说通过科技构建的“智慧课堂”就是“化繁为简”的

过程。[23]将繁复的知识简单化，将繁冗的学习过程和教

学过程精简化，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让学

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快速、高效的进行学习，让教师在有限

的课堂上传播更为丰富的知识，高效的进行教学。让课堂

上的教学和学习都不止于课堂，习得知识的同时，学会与

生活建立联结，形成知识与生活、学习与运用的闭环。 

相信“智慧课堂”的建构，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更

加理想的课堂模式，通过科技手段，通过“智慧课堂”的建

构立足学生需求，进行学科整合，拓展学习空间，实现教

学合力，在课堂上实现教学相长，让学生和老师，学习和

教学一课一收获，一课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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