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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学案导学的价值与问题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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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在高中数学教学当中，存在着过于强调“学案”而相对忽视“教案”、
巩固了预习环节但加重了学习负担、
凸显了学生的主体性同时消解了教师主导性等三个方面的矛盾。对于三组矛盾中的成绩和问题，我们必须辩
证地看待，
扬长避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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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学案导学”逐渐成为基础教育中一种

学习程序，是指导学生学习本课时或本课题内容的

流行的教学方式。“导学案”成名于杜郎口中学，杜

学习方案”［３］，因此具有浓烈的从“学”的角度进行考

郎口中学的老师通过编制“学案”让学生在课前进

量的特性。在我校数学学科的教学实践中，我们非

行预习，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１］，从而突破

常强调对学生学情的把握，导学案的编制也必须符

了传统以“教案”为主导的课堂教学模式。通过“学

合学生的认知发展特点。一般来说，导学案包括四

案”来引导学生的学习，一方面可以使学生的学习

个组成部分：首先是情景创设，将学生引入一个熟

面貌发生较大的改观，为学生参与课堂提供了机

悉的问题情景当中；然后根据学生已经掌握的知识

遇，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中心；另一方面能够让教师

情况，提供在其“最近发展区”之内的自主学习内

的角色转变为学生学习的辅导者和陪伴者，实现

容；之后是预留部分练习题目，供学生检查自主学

“以学定教”
，因而这种教学方式与新课改强调“以

习的效果；最后是反思总结部分，让学生梳理在学

生为本”
“建构学习”的理念具有极大的契合性。随

习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的学

着新课改在高中阶段的全面推行，很多学校纷纷对

习奠定基础。这样，不同学生在使用“导学案”的过

“导学案”在实践中的运用模式进行了探索。经过多
年的探索和经验积累，我们认为，
“ 导学案”在高中
教学中有其独特的价值，
但也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学案的强化与教案的虚化

程中有着不同的收获，避免了“一刀切”
的弊端。
但是在具体实践当中，我们却发现，随着老师
们对“导学案”的日益重视，传统的“教案”在部分老
师那里被忽视。一些老师在编制“导学案”
的时候非
常认真、仔细，但却认为有了“导学案”
，
“教案”就可

，复杂多维的课堂
传统课堂重视教师如何“教”

有可无，于是产生了应付教案的现象。有学者在针

被裁剪成准备——
—复习旧课——
—教授新课——
—巩

对其他学校的研究中发现，有的教师“把一张张的

—布置家庭作业的简单流程 。但传统的
固练习——

‘导学案’
夹在一起，并认定这就是自己的‘教案’
”［４］；

课堂教学方式是从教师的角度和知识的角度来进

还有学者研究发现，有的学校将学案编制得非常

行备课的，并未有效地照顾到学生“学”的特点，以

厚，用以代替学生对教材的预习［５］。类似的情况在很

至于学生的学习丧失了活力。而“导学案”是一种

多地方都存在。可见，因为重视“学案”而导致教案

“引导学生沿着问题的台阶，完成自主探索真知的

被虚化的局面，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这一局面的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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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在扭转了“重教轻学”现象的同时，却走向了

有的知识基础出发，层层递进设置自主学习题目，

“重学轻教”的另一个极端。教学是教师教与学生学

避免了学生“不知道预习什么、如何预习”的困境，

的统一活动 ［６］，片面地从教或者学的角度来进行考

教师也可以通过检查导学案中自主学习部分的完

虑都是不恰当的。一份高质量的教案，往往需要教

成情况，对学生的预习进行监控和管理。从而使课

师深入地钻研教材，准确地把握知识要点及重难

前环节的意义得以彰显，为课中环节的有效实施奠

点，并据此预设好教学的目标、环节、流程、掌握程

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度等，目的是保证教学的进度和成效；而“导学案”

但对课前预习环节的加强却也在客观上导致

则着意于引导学生的学习，让他们正确、全面地理

了学生学习时间的增加。
“导学案”
中编制的自主学

解学习内容。简言之，教案以教师为中心，着眼于

习题目，即便编制得再合适，也需要学生花时间去

教，侧重教师“给予”和学生“学会”
；学案以学生为

思考、计算和完成，尤其是在学生并没有系统学习

中心，着眼于学，
侧重学生
“探究”
和
“会学”［７］。可见，

过相应知识内容和解题技巧的情况下，通过自主探

二者的着力点是不一样的，在设计环节、内容、侧重

索、研究来完成题目虽然有助于提高其学习的动机

点、目的性、适用对象及文体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

和兴趣，但也会占据不少的课外时间。由于课堂学

所不同 。如果片面地强调“导学案”而忽视了教案

习时间和课后作业量与以前相比并未相应减少，所

的独特价值，
很难说是教学改革的成功。

以从总体上看，在使用“导学案”之后，学生花在数

［８］

二、预习环节的巩固与学习负担的增加
我校在进行“导学案”教学实践中，一个重要的
环节就是强调学生根据“导学案”的内容进行预习。
我们会在导学案当中为学生创设问题情景，并提供
自主学习内容，
即需要学生预习的地方。一般来说，
预习内容由 ５ 到 ６ 道具体的题目组成，需要学生在
课前进行思考，
认真完成。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虽
然也有预习环节，但该环节很难引起师生双方的重
视，因为它不像作业那样可以得到老师的批改，也

学上的学习总时间比以前增加了。通过对我校部分
高中学生的访谈了解到，他们每天花在课前预习数
学“导学案”上的时间长短不一，短的十来分钟，长
的可达 ３０ 分钟以上。这样，在学生学习负担原本就
偏重的情况下，
“导学案”地使用使得学生的学习任
务进一步增加，学习压力进一步增大，从而与“减
负”
的愿望背道而驰。

三、学生主体性的凸显与教师主导作用
的缺失

不像“自习”一样能够得到老师的监督，当学生不愿

在我校的实践探索当中，我们非常重视对学生

意去预习的时候，老师也无能为力。更重要的是，即

学习主动性的调动。除了在课前通过“导学案”
设置

便存在个别愿意主动预习的学生，也面临着“不知

学生自主探索内容之外，课堂上也减少了老师讲解

道预习什么、如何预习”的困境。因此，传统教学的

的时间，代之以各种形式的互动探索。在课堂上，
教

课前、课中和课后三个阶段，经常存在着课前环节

师先通过“导学案”中设置的问题情境引起学生的

被忽视、课中环节被强化、课后环节被作业替代的

思考，继而让学生通过分组讨论、小组报告、集体探

局面。但预习显然是有助于教学质量提升的，如果

讨等各种形式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通过讨论来解

学生通过预习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教学的效率

决问题。例如，我校王远波老师的公开课“直线与平

和效益都能够得到提升；如果学生在预习中发现了

面平行的判定”，共组织学生进行分小组讨论 ５ 次，

一些困扰自己的问题，那么课堂听课环节就能够更

小组展示 ５ 次，小组代表汇报各 １ 次，课堂氛围显

加具有针对性。
“导学案”
地运用让课前预习环节得

得非常热烈。为了鼓励学生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

到了有效的强化。
“导学案”
通过情景创设和问题引

我们将教室的座位排列方式从传统的秧田式改为

导，激发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热情，同时从学生已

小组式，让学生有更多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实践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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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证明，这一做法对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具有积

目的。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在重点班采用“学案导

极意义，学生的课堂发言次数明显比传统教学模式

学”模式之后，学生的学习成绩较之传统教学模式

下更多，
讨论也更积极。我们认为这一改革符合新课

并无明显差别，甚至略有提升；但在普通班，由于学

改倡导的“改变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确立学生的

生通过主动探索得出结论的能力不足，学习效率相

主体地位，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同时倡 导 学

对较低，因而他们讨论的时间越多，主体性越“凸

习 过 程 转 变 成 学 生 不 断 提 出 问 题、解决问题的探

显”，成绩反而越低。我们认为，在“应试”的大环境

索过程”的理念，
有利于学生学习动机的提升。

中，教师的讲授乃至“主宰”课堂，对基础知识掌握

［９］

但是，由于在彰显学生主体性地位的时候未能

较差的学生是很有效的，
“ 由于可以在时间有限的

对教师的地位予以恰当考虑，在实践中便出现了教

情况下把尽可能多的考试信息传输给学生，因而对

师主导作用缺失的情况。

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有明显效果”［１１］；但如果我们不

首先，对学生主体性的强调并未结合教学活动

考虑学生在基础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别，都统一强

的阶段特质进行考虑。有学者指出：
“中小学阶段教

调主体性的彰显，普通班学生的学习成绩下降，便

学活动特质的授与受……该阶段的教学具有目的

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智识性、任务静态性、内容确定性、过程单一性、方

“导学案”虽然广受追捧，但毕竟还算是新生事

法固定性、模式常态性、结果关注性、师生关系不平

物，还有很多值得探索、有待完善的地方。通过“导

等性等特点，总体而言是结果重于过程、内容重于

学案”对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在取得诸多成

形式、意志大于兴趣” ，也就是说，中小学阶段的教

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在我们意料之外的问题。

学应该是“教师主导课堂”
的。当课堂被教师主导的

对于成绩，必须予以肯定；但对于问题，则要引起重

时候，便有着明确的教学步骤和方案，遵循这些步

视。我们相信，只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和严格的实践，

骤和方案，教师帮助学生一步一步地掌握他们原本

找准了改革的方向，就一定能够扬长避短，让“导学

不会、不懂的知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不必要的错

案”
发挥出更大的价值。

［１０］

误被避免，儿童贪玩的天性所导致的拖延、应付学
习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被缓解，既能够保证教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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