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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 接

什么是“翻转课堂”

“翻 转 课 堂 ” （The� Flipped�
Classroom）是一种创新教学模式， 近
年来在美国日渐流行。 所谓翻转， 主
要指重新建构了学习流程。 在传统的
教学模式中， 学生通常在学校里听老
师讲课， 课后复习、 做作业、 然后参
加考试。 在翻转教学模式中， 学生先
通过老师制作的教学视频自学， 到了
课堂上， 做一些实践性的练习， 并利
用学到的知识解决问题。 在学生遇到
困难时， 老师会进行指导， 而不是当
场授课。 学生进行的通常是项目式学
习， 教师则要针对不同学生进行区别
化指导。

说到基础教育中“翻转课堂” 的
起源， 人们通常将美国科罗拉多州一
所山区学校———林地公园高中的两位
化学教师视为“翻转课堂”的创始者。
当时这所山区学校的许多学生由于各
种原因时常缺课， 而且一些学生好多
时间花在了往返学校的班车上， 这样
导致很多学生无法跟上正常的学习进
度。 2007年春天， 学校化学教师乔纳
森·伯尔曼 （Jonathan�Bergmann） 和
亚伦·萨姆斯 （Aaron� Sams） 开始使
用视频软件录制PPT演示文稿并附上
讲解声音。 他们把结合实时讲解和
PPT演示的视频上传到网络， 以此帮
助缺席的学生补课。 不久他们进行了
更具开创性的尝试———逐渐以学生在
家看视频、 听讲解为基础， 在课堂
上， 教师主要进行问题辅导， 或者对
做实验过程中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
助。

为了厘清“翻转课堂” 的含义，
乔纳森·伯尔曼和亚伦·萨姆斯指出，
“翻转课堂” 不是在线视频的代名词。
“翻转课堂” 除了教学视频外， 还有
面对面的互动时间， 学生与教师一起
进行有意义的学习活动。 视频并不能
取代教师， 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在线课
程。 学生不是孤立、 无序地学习。

他们强调， “翻转课堂” 作为一
种手段， 旨在增加学生和教师之间的
互动和个性化学习， 教师要创建让学
生对自己学习负责的环境， 教师应成
为学生身边的“教练”， 而不是在讲
台上的“圣人”。 这种情况下， 学生
即使缺课， 也不至于落下， 每个人都
能积极参与学习， 力争让所有学生都
能得到个性化教育。

由于采用类似“翻转课堂” 教学
方式， 著名的非营利性学习网站“可
汗学院” 也经常为人提及。 萨尔曼·
可汗出生在美国新奥尔良市， 父亲为
孟加拉裔。 可汗自幼聪明好学， 后来
获得麻省理工学院数学学士学位、 电
子工程与计算机学士学位与硕士学位
以及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学
位。 毕业后， 可汗进入美国的一家基
金公司工作。

2004年， 为帮助遇到了数学难题
的七年级的表妹， 可汗通过雅虎通聊
天软件、 互动写字板和电话， 帮她解
答学习难题， 后来索性把自己的数学
辅导材料制作成视频， 放到YouTube
网站上， 方便更多的人分享。 他有意
识地把每段视频的长度控制在10分钟
之内， 以便网友有耐心理解、 消化。

萨尔曼·可汗的教学视频有一个
显著的特点， 就是在视频中唯一能够
看到的就是他的手不断地书写一些数
学的符号， 并缓慢地填满整个屏幕。
除此之外， 只有讲解的画外音。 这与
传统的教学录像不同。 他认为， 视频
中出现的教师的头像以及教室里的各
种物品摆设， 都会分散学生的注意
力。 这类视频教学信息清晰明确具
有较强的针对性， 通过网络发布的
视频， 具有暂停、 回放等多种功能，
学生可以自己控制， 有利于自学。

近年来我国兴起的“翻转课堂”
现象较为复杂， 首先它与“先学后
教” 的课堂改革有关。 因其涉及视
频在线课程的观看， 也有人将之与
“慕课” 一并倡导， 同时在我国一些
地方微视频制作方式也发生了一些
本土化的演变。 总体上看， “翻转
课堂” 在我国尚属起步阶段， 因此
也有很多问题需要探讨。

（本报记者 杜悦 整理）

“翻转” 文言文教学
———以《烛之武退秦师》为例谈文言文“翻转课堂”教学

从去年10月份起，我开始进行“翻转
课堂”实践。《烛之武退秦师》是我的第一节
“翻转课堂”。我之所以拿文言文开刀，是因
为一句顺口溜，高中学生学语文有三怕：一
怕文言文，二怕周树人，三怕写作文。 其中
文言文居“三怕”之首。

“翻转课堂”的实质是把文言文知识的
学习以微视频的方式放在课前， 课堂上则
是运用这些文言文知识解决现实中的实际
问题， 从而实现从文言文知识到文言文能
力的转换。

语文“翻转课堂”的实施过程
课前教师首先需要录视频。 本课课前

学习有两个重点：一是讲解重要字词句，二
是分析烛之武退秦师的语言艺术。 我将两
个预习重点分别录成两个时长10分钟左
右的微视频。 录制完成后上传到土豆网或
酷6网上，学生就可以在课前打开网页自主
观看学习了。 课前微视频学习实现了课前
预习的自主化。

按照“翻转课堂”的要求，课堂就是检
测、落实、运用课前所学知识的过程。 如果
按传统的教学方法，课堂检测、落实、运用
就是教师提问，或者是学生做题。“翻转课
堂”的情境下，我们可以把所有的检测、落
实、运用统一在一个项目中，以项目带动所
有的过程， 并且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实现
从知识学习到知识运用的转换。

在本课中，我就设计了这样一个项目：
2013年10月12日， 文莱斯里巴加湾，

东盟10+3（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日本联合
菲律宾再次抛出南海问题。 假如你们都是
跟随李克强总理访问的人员， 你们要选择
东盟十国中的几个国家进行南海外交，那
么你希望自己成为像烛之武那样成功击破
秦晋联盟并且与秦成功结盟的外交官吗？
那么你必须闯过相应的知识与能力关，我
们将以最后的闯关结果选拔出3位优秀的
外交官来开展这场南海外交。

设计这个项目的目的有这样几个：一

是增强兴趣； 二是让学生在摸拟中更加深刻
地体会烛之武语言的艺术； 三是实现从课本
知识到生活能力的转换。

下面就是这个项目引领下的“翻转课
堂” 教学的三关： 第一关， 检测字词关。 外
交官要熟知历史， 所以教师下发习题， 让学
生解释翻译 《烛之武退秦师》 及 《郑和下西
洋》 中的重要字词、 句子。 第二关， 语言
关。 外交官语言必须机智， 所以同学们要能
分析出烛之武的语言艺术。 第三关， 实战
关。 请同学们模拟烛之武的语言， 综合运用
地理、 历史知识， 写一段外交说辞， 并选择
东盟十国中的其中一个国家进行游说。 三关
过后， 教师再针对三关中学生出现的问题进
行解答， 结束课文学习。

文言文课堂翻转后的效果
我在我所带的两个平行班中进行了《烛

之武退秦师》的试验，一个进行翻转，另一个
没有进行翻转，结果课后进行同步检测发现，
翻转了课堂的班级优秀人数比没有翻转的班

级多4个，而且及格率也超过另一个没有翻转
的班级5个百分点。

实践与困惑
我们是从去年10月份开始的“翻转课

堂” 实践， 《烛之武退秦师》 是我的第一节
“翻转课堂”， 半年来， 课堂翻转已近于常态
化， 对于语文课堂中的各种文体也都有了自
己的一点浅显的体会：

在“翻转课堂” 实施的过程中， 有许多
语文教师会有这样的困惑： 课堂翻转后， 课
堂没有了阅读的时间， 还能不能保留住语文
的味道？ 课堂翻转后， 老师的作用是什么？
其实， 随着“翻转课堂” 的逐步展开， 我们
会发现， 翻转后的课堂语文味会更加浓厚，
因为语文学习离他们的生活更加近了。 至于
课堂翻转后的教师作用， 完全可以体现在教
师对学习项目的设计与规划上， 因为一个与
课文所学内容完全相符的项目设计是很难的，
那才是教师智慧的体现， 那才是智慧的教师！

（作者单位： 山东省青岛二中语文组）

在“翻转” 的过程中不断改进
■臧秀霞

2011年10月起， 我们开始了“翻转课
堂”的实践。初始阶段，因学习内容手段的变
化，学生是喜欢的，但一段时间过后，当学生
发现知识的呈现仅是由黑板上老师讲变成
视频上老师讲的时候， 兴趣渐渐淡化下来。
为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及时调整研究思路，
结合“翻转课堂”的研究实践，最后确定了新
课堂的理念：“自由飞翔、自主发展、中心发
散、智慧分享”，我们简称为“ZF学堂”。

这样的课堂，让学生在自习课或课外，
利用课本、微视频、网络等资源自主学习，
找出自己的重难点和困惑点， 通过课堂上
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的交流讨论，完成最适
合自己的有效学习。 我们主要在六个方面
进行了调整：一是教师教学方式的调整，由
“带着课本走向学生”调整为“带着学生走
向课本”；二是学习时间的调整，由“学生在
课堂上听讲”调整为“课下自己看课本、视
频及相关资源”； 三是学习方式的调整，由
“课上跟老师学”调整为“课外自学和课上
互学”；四是由教师“课上讲解”调整为“将
重点内容录制为10分钟以内的视频”；五

是学生作业的调整，由“课下完成作业”调
整为“课上完成作业”；六是学生学习地点
的调整，由“在课堂上学习”调整为“处处是
学习之地”。

为推进课堂教学改革， 学校成立了以
校长为组长、各任课教师参加的课改小组。
制定了相应的听评课制度， 要求各学科教
师研究制定适合学科特点和学生特点的上
课流程，每两周一次调度会、每月一次研讨
会，及时解决问题，构建了富有特色的两类
“ZF学堂”。

一是“自主学习学堂”。在教师集体备课
的基础上， 形成具有自己班级特色的学习
案， 根据本课的重难点录制成讲解微课，或
提供给学生助学资源，辅之以检测学生自学
质量的跟踪练习、课堂巩固新知识使用的综
合练习，过程中关注练习的针对性、层次性、
选择性，并根据需要随时对学生自学进行有
效指导。在学习流程方面，包括“六学”，即目
标定学、问题导学、微课助学、组内互学、资
源扩学、在线测学。

二是“深化学习学堂”。本课型是“自主
学习学堂” 的延续， 教师需要做好两种准
备， 一是根据学生自主学习学堂在线测试

的结果，设计好启迪学生思考的问题、分层练
习及本知识点的在线测试题， 二是根据在线
测试的结果，了解每个学生的掌握情况，为课
上的针对性辅导做好铺垫。 这一课型具体的
教学流程有六大环节：释疑点拨，对自主学习
课上发现的问题， 包括学生自己和小组的问
题台账、在线测试的统计结果，由教师进行适
度点拨和由点到面的讲解。学习巩固，在学生
已对新知识全面了解掌握的基础上， 教师引
导学生分享学习的知识和学习的方法， 或者
分享自己阅读助学资源获得的新知识。 练习
拓展，是对学生自学和教师点拨的提升深化，
对出现的难题通过小组讨论解决， 也可以向
老师寻求解答，或通过网络等资源自我解决。
反馈深化， 教师引导学生对上述环节的练习
进行反馈纠正， 并对练习拓展中出现的问题
进行点拨，对本课的知识点进行归纳和总结。
在线测试，教师保存好反馈结果，根据学生的
掌握情况灵活处理本节课知识点， 进行随机
讲解或模块讲解， 为以后提供明确的复习依
据。后学指导，教师对下节学生自主学习学堂
的学习内容和方法进行指导。

在构建两类“ZF学堂”的同时，我们完善
了相应的自我评估制度， 采取教师评、 同伴

评、个人评相结合的方式。 学生课堂表现的评
价重点放在学生的表现上。 如“认真”的C级是
“上课无心听讲， 经常欠交作业， 极少参与讨
论”；“积极”的A级是“积极举手发言，积极参
与讨论与交流，大量阅读课外读物”；“自信”的
B级是“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并作出尝试”；
“思维条理性”的A级是“能有条理表达自己的
意见，解决问题的过程清楚，做事有计划”；“思
维创造性”的A级是“具有创造性思维，能用不
同的方法解决问题， 独立思考”；“善于与人合
作”的C级是“缺乏与人合作的精神，难以听进
别人的意见”，等等。

从我校的实践看，利用“翻转课堂”理念的
课堂效果是明显的。学生们越来越喜欢这种学
习方式， 学习习惯与学习方法有了明显转变，
同时减轻了教师的工作负担。 集体备课、经验
分享式备课得到落实，促进了教师的专业知识
和教学能力双提高，家长对学校的认可度也逐
步提高。当然，推行这样的课堂，也需要解决一
些新问题，比如由纸质教案到教学视频等教学
载体的变化， 同学科资源库与外校、 外地的
共享， 对教师的素质和办公条件提出了更高
要求等， 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作者系山东潍坊高新区钢城现代学校）

■本报记者 杜悦

浙江省杭州学军中学前不久承办了全
国首届“翻转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翻转
课堂”与传统课堂究竟有哪些不同？“翻转
课堂” 是否能够成为新一轮课堂教学改革
的切入点？ 它的突出效果与主要困难在哪
里？ 日前， 记者带着这些问题来到学军中
学，从听语文课开始……

课堂在怎样“翻转”
上课铃响之后，高一（12）班的大屏幕

上打出课文标题：《啊，船长，我的船长》（苏
教版语文必修三）， 是美国19世纪诗人惠
特曼的一首诗。 执教教师苏丽简单交代一
句“同学们先自己看一遍课文”，课堂就只
剩下翻动书本的声音———学生开始埋头研
习课文。上课前一天的晚上，教师已将自己
录制的本节课的教学视频传给学生观看，
学生此时的自学也等于进一步熟悉课文。
几分钟之后，直接进入师生问答环节，苏丽
问：“哪位同学谈一谈这首诗的写作背景？”
教师提问一些关键的知识点， 学生同时也

将自己不清楚的地方提出来。接下来，学生
对作品进行点评和批注。 然后邻近座位的
四位学生组成一个小组， 重点讨论此诗与
《殉道者之歌》的不同……

“过去是老师喂什么吃什么，现在可以
自己选菜做菜”，一位学生这样形象地概括

“翻转课堂”的特色。记者发现，这种课堂与
传统的中学语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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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文；课堂上，再将预习中不懂或
者感兴趣的问题，以探究的形式与教师、同
学一起讨论解决。教师围绕教学目标，直奔
主题。教师可直接展示相关问题的发生、发
展以及相互关系， 鼓励学生自己进行归纳
整理。对于学生不懂的问题，教师一般先让
学生在课堂上互相讨论一会儿， 然后再进
行适当的点拨、解答、补充或者延伸。

下课后，两位男生补充说，他们的数学
课也在翻转， 上课直接做题， 下课巩固提
高———自己消化理解那些公式原理。 先看

过视频再上课， 课程进度比常规教学快一两
个课时。一位女生也说，自己觉得数学翻转好
一些，视频看两遍，等于上了一轮培训课。 不
懂的地方，停下来，看一看，想一想，再去做
题，感觉大不同了。

这几位学生都说“翻转课堂”的形式让他
们感到新奇活泼，先是自己看视频，自己发现
问题，然后到课堂想办法解决，学习不能偷懒
了，无形中培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欢
迎、效果良好”是学军中学师生对“翻转课堂”
的一致概括。

谁在“翻转”课堂
尽管有研究者估计，目前在全国进行“翻

转课堂” 尝试的学校已有上千所， 但记者在
电话中询问一些教育较为薄弱地区的教师对

“翻转课堂” 的看法时， 大部分的回答说，
只听过或者看过， 自己还没有实践过。 总体
上看， 目前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中， 大力推进

“翻转课堂” 的还只是少部分学校， “翻转
课堂” 在我国还处在起步阶段。

杭州学军中学的“翻转课堂”进行得如此
顺利，是否因为他们是教育较为发达地区的名
校，且受益于得天独厚的生源与各方面的优质
资源呢？这一点毋庸讳言。在他们2013年12月
26日承办的“翻转课堂”教学观摩研讨会上，在

“智慧课堂·一课三构———“翻转课堂” 的实践
探索”活动中，优秀教师展示了9个学科的27堂
课。开课的清华大学附中、江苏天一中学、山东
青岛二中、天津耀华中学、浙江嘉兴一中、宁波
镇海中学等学校，无一不是名校。

这些学校大多属于华东师范大学牵头成
立的“中国C20中学慕课联盟” 成员。 所谓

“C20慕课联盟（高中）”， 其中的C即China
（中国），20是指20所国内著名高中。“慕课”
（MOOC） 是英文Massively� Open� Online�
Courses的缩写， 即大规模公开在线课程的
简称。这些学校借助“慕课”平台，目前大部分
都在进行“翻转课堂”的探索。 C20联盟成员
学校包括广东中山纪念中学、上海七宝中学、
上海交大附中、 山西大学附中、 西安交大附
中、南京金陵中学、江苏锡山高级中学、湖南
长沙长郡中学、西北师大附中、辽宁省实验中
学、 上海华东师大二附中、 东北师大附中等
20所国内著名高中。 他们全部属于试图为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环境的学校。

华东师范大学陈玉琨教授是C20慕课联
盟的倡导者之一，在他看来，名校承担着与全
社会共享优质教育资源的社会责任。按照传统
的课堂教学模式， 名师只能影响一个班级、一
个年级的几十到几百名学生， 而依托网络，名
师可能影响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学生。而在数
字化背景下，名校也面临着机遇和挑战。 从全
球范围看， 很多国家都在进行“翻转课堂”尝
试，我国基础教育前沿领域在此方面也可以有
较大作为。 他建议“名校应该借此机会大胆开
展教学改革”。

“翻转课堂”能走多远
杭州学军中学语文教师苏丽此前还以“翻

转课堂”方式上过《听听那冷雨》的公开课。 经
过多次尝试，她对“翻转课堂”有了一些感悟，
她觉得“翻转课堂”还有许多方面需要摸索。她
并不主张所有的课堂都要“翻转”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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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开始阶段的‘翻转课堂’一定要
由行政推动”， 在杭州学军中学陈立群校长看
来，“翻转课堂”是一次重大变革，与以往的网
络教学有着本质区别， 不单是教育技术的革
新，更会带来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教学方式、
人才培养过程等方面的深刻变化。

一些基层教师向记者反映说，他们在网上
看到一些新闻报道， 某个地区在整体性推进

“翻转课堂”，某个学校通过“翻转课堂”提高了
升学率，等等。 对于这些他们不无疑虑，“翻转
课堂”是否会成为新一轮“一刀切”式的课改、
折腾教师的“大跃进运动”？或者变成应试教育
的新“助手”？另外一些教师则有更多的具体操
作困惑。 比如，哪些学科更适合“先学后教”式
的“翻转课堂”？是不是同一学科的每一部分知
识都要采取研究性学习方式？ 例如，英语课如
果学生课前没有使用交互式教学软件自学，一
上课就让学生自己对话，语音语法错误是否会
越来越多，到头来学生可能只会讲不伦不类的
中式英语？ 化学课如果一上来就做实验，学生
因为没有牢记反应公式， 弄错了化学药剂，试
管、烧杯爆炸了怎么办？

由此看来， 尽管“翻转课堂” 是大势所
趋， 但对于翻什么转什么坚守什么， 仍有许
多问题需要探讨。 “翻转课堂” 在中国将何
去何从， 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翻转课堂”： 翻什么转什么坚守什么
———有关“翻转课堂” 的一线观察

筲月度话题·“翻转课堂”之一

杭州学军中学学生在课堂上讨论学习。 （资料图片）

近来，“慕
课”、“翻转课
堂” 等成为教
育界热议的话
题， 从认识阶
段逐步走向实
践阶段。 在中
小学， 已经有
一些学校在进
行 相 关 的 实
践。 那么， 什
么是“慕课”？
什么是“翻转
课堂”？ “慕
课” 与“翻转
课堂” 有怎样
的关系？ 如何
认识这些新生
事物对教育的
影响？ 又如何
付诸实践？ 为
此 ， 本 刊 以
“翻 转 课 堂 ”
作 为 月 度 话
题， 进行系列
探讨， 欢迎广
大读者关注，
并参与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