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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县第八小学 许爱民

任务驱动式教学是一种建立在建构主义教

学理论基础上的教学法。它主张学生学习活动

与任务问题相结合，以问题探索式解决方法来

驱动和维持学习者学习的兴趣与动机，在完成

实际任务的过程中完成知识的学习任务，并从

中积累经验，发展能力。

任务驱动教学最为关注学生个体积极主动

的参与意识。它不只评价知识的学习达成，更

考察学生的学习动力，比如学习的创造性、反思

意识与学习毅力。

一、任务驱动式教学有效增强学习动力
在数学教学中，有的学生会在行为或心理上

表现出程度不等的非参与状态。他们之所以没有

全身心地投入，是因为在传统教学方式中，学习动

力更多地靠外力激发，比如教师、家长的训导，学

习材料的丰富有趣等。同时，许多数学内容挑战

性不足，加上教师亦步亦趋、“小步走”的学习方式

使得学习者看不到知识的全局，无法发挥自己的

全能。久而久之，这种“置身于过程之外”的学习，

使得学习热情与动力常常不能得以维持。

反观任务驱动式教学，我们通过设定一个

个“关卡”式的任务单，既引导学生沿着任务表

循序渐进、逐步深入，又让数学学习体现趣味性

和思辨性,在破解关卡过程中让学生增强成就

感和满足感，延伸出“水泵”一样的力量，强劲地

驱动学生学习探索。不仅如此，任务驱动教学

还能直接让学生进入全局实践的学习体验。学

生有清晰的学习目标，有充满挑战的任务，有自

主探究的方式，从而把有趣的学习经历综合成

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二、任务驱动式教学的特点
任务驱动式教学中的“任务”，是指具有一

定学科知识基础的主体，去应对无现成解决方

法,只有通过进一步思索才能破解疑惑的问题。

1.开放性与思考性

开放性和思考性的任务必定充满挑战。挑

战性的任务设计，首先考量的指标是对学习过

程探究性和思考性的激发程度，能否适度增加

学生学习知识的“阻力”。这样的任务驱动中，

学生只有借助已有知识和经验，通过深入的思

维活动促进外部知识与内部认知结构之间互

动，进而主动建构新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

深入思考、积极对话、勇敢创造、大胆质疑、主动

反思，都是充满高阶思维的深度学习。

2.关注数学的本质与规律

任务驱动教学中的数学任务可能是一份材

料、一个问题或一项活动。但不管是何种任务，

都必须体现知识性，都要聚焦于知识重点和难

点，凸显数学知识的本质与规律。只有把握学

习内容数学本质的任务价值才是实现深度学习

的前提。比如，《三角形和梯形的面积》两部分

知识在推导、表征形式、应用上有许多相通之

处。通过挑战性任务的设计引导学生把经验呈

现出来，感悟平面图形面积推导的数学本质。

第一个设计的是“能做”的挑战性任务：“你会怎

样研究梯形的面积？请你用所学的知识想办法

推导出梯形的面积公式，并说明你是怎样推导

的。”第二个是“能连”的推理任务：“三角形可以

看成上底为0的梯形，根据这个关系，你能直接

推理出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吗？”如此，通过对两

个挑战性任务的学习，学生成功推导出梯形和

三角形的面积公式，感受了面积推导的本质是

转化为已经知道的图形。割补法、拼组法的实

质都是转化——这就是化归思想的本质。

3.系统性

呈现在学生眼前的任务不仅仅是简单的知

识获取，而是持续的能力挑战。所以每一次任

务的探究都可以说是一次自我成长。这个成

长，包括认知结构的重组、探究技能的发展，以

及情感的体验。这种基于经验、重视体验的过

程学习必将充满思维的碰撞，蕴含孩子们的觉

醒和努力，可以积累更丰富的经验，推进深度学

习的不断延展。

再以《梯形和三角形的面积》一课为例，在

成功推导出梯形和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后，如果

能及时引导学生反思提升可以帮助学生获取新

的经验。通过提问：“梯形和三角形的面积已经

会算了，知道了这么多面积的知识，你又会怎么

来研究五边形、六边形、甚至圆形的面积呢？”及

时的反思总结，引领学生把对梯形、三角形面积

的认识延展到了所有平面图形，进一步突出化

归的本质，更引导学生感受知识的思维脉络和

体系，让教学有一种荡气回肠的整体感。

三、任务驱动教学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1.正确处理好学与教的关系

课标指出：有效的教学活动是学生学与教

师教的统一，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习的

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任务驱动教学较好

地诠释了学教统一的师生关系。教师可在以下

几处用心指引：（1）设计精炼、精准、精巧的挑战

性任务，唤醒学生学习的意识，引发他们学习的

愿望与行为，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学习过程中来；

（2）让学生充分经历学习的全过程，在学生疑

难、关键处及时指导，激励深究型对话；（3）任务

之后要特别注重引导学生反思提升，反思之后

的经验、结论就是新的知识技能储备。

2.处理好过程与结果的关系

学生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活泼、主动和富

有个性的过程。在任务驱动式教学中，一方面

要给足充分的时间和空间，重视学生自主探究，

少引导、少提示。笔者曾尝试“先交流方法再探

究”“准备剪刀等学具暗示转化探究”“什么都不

提示，出示任务直接探究”三种方式，发现在没

有引导提示的探究中，更能激发学生的探究热

情和智慧。另一方面是要重视反馈，抓住课堂

生成引导思辨，展示学生的真实想法，把学生成

功或不成功、创新和疑问都展示出来，对关乎数

学本质的重要方面舍得花时间引导交流思辨，

促进知识的深刻理解和学习力的提升。

浅析任务驱动式教学对深度学习的促进作用

□江山市城南小学 翁水明

培养学生的自我纠错能力，就是在发展其

非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有两个层次：一是广

义的，指除智力因素以外的全部心理因素；二是

狭义的，指与智力活动关系密切，并共同影响智

力活动效率的心理因素。如何让学生自我纠

错？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几条行之

有效的策略。

一、保护、尊重学生——学生自我纠错的土壤
培养学生自我纠错能力要顺应学生的需

要，培育学生自我纠错的土壤，保护学生自我纠

错幼苗的成长。

1.给学困生安全的需要

学困生最忌的是恐吓，在安全得不到保证

的前提下，学生的思路是打不开的。哪怕你耐

心教他，此时其接受能力也是最差的。对于培

养学困生的自我纠错能力，一方面教师要相信

每一个学生都有能力实现自我纠错；另一方面

我们要尽可能地帮助这些学生，在他们思维受

阻时给予启发和点拨，前提就是让他们在生理

和心理上感到安全。

2.给优秀生自我实现的需要

优秀生本身具有很强的自我纠错能力，很

多题目，教师只要给出评判结果，他们马上会订

正好，交给你评改。因此这类学生，教师不是给

他讲解，比讲解更重要的是给他们反思的机会

和平台。如果平台给得好，他们就能很好地掌

握学习方法，提高学习能力。

3.给中等生尊重的需要

中等生是最容易被教师忽视的一个群体，

也是最具有潜力的一个群体。给中等生的尊重

就是给足中等生反思和自我纠错的时间和空

间。大多数中等生是潜力股，只要教师善于等

待，他们是能够很快成长起来的，有一大部分中

等生会很快向优秀生靠近的。

二、激发学生的内驱力——学生自我纠错
的动力

自我纠错能力是人的一种内在潜能。教师

应该不断地把这种内在的潜能转化为一种现实

的能力。

1.激发

激发学生自我纠错的欲望，在学习中实现自

我纠错。当学生出现错误时，教师不应立马讲

解，让学生马上得到正确答案，而应培养学生的

内驱力。内驱力就是鼓励学生进行自我纠错。

2.激励

激励就是培养学生的动力。当学生自我纠

错成功时，需要得到别人的肯定和欣赏。这时

候，教师应该作为一个组织者，组织全体学生去

欣赏他的成功，如果没有条件达到这样的要求，

至少教师本人应该持欣赏的态度，去欣赏学生

的成功，达到激励学生自我纠错的动力功能。

三、自我感悟——学生自我纠错的本质
学习的本质就是领悟，领悟是思考的结

果。自我纠错也就是学生的自我领悟。

1.在多种感官感知中纠正前概念

学生在学习数学概念之前有一个来自生活

的前概念，这个前概念是理解数学概念的基

础。学习就是对个性化的前概念进行不断地修

改和完善的过程。例如教学六年级“体积与容

积的认识”时，为了帮助学生实现对前概念的自

我纠正，丰富学生对空间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

我设计以下几个重要的活动，如“用观察法比较

两块大小明显不同的石块”“用实验法比较两块

大小不明显的石块”等。

这些活动，调动了学生的眼睛、嘴巴、双手，

让视觉、触觉和听觉共同产生作用，最终形成对

体积的立体感觉。活动中，观察法、实验法、转

化法、触摸法一起上阵，让学生在感悟中实现了

对空间概念的自我纠错和重构。

2.依赖数感感悟数学方法的本质

在教学中我们发现，学生模仿着学习，当时

好像是学会了，可是换一个情境，什么都不会

了。如何让学生感悟到数学方法的本质？必须

依靠学生的自我纠错。

“人民币兑换”是北师大版数学教材第九册

中学生很难理解的一个内容。我们为这节课设

计了“围绕意义想方法”“联系旧知找同化”“回

到原点找数感”等几个教学过程。

这样的教学摆脱了对具体解题方法的记

忆。凭着计算过程前后对数大小进行感悟和理

解，学生实现了自我纠错，理解了数学方法。

3.对数学规则的质疑与纠正

数学方法背后都是数学思想。上完相对完

整的一个知识单元，需要对这一块知识进行系

统化，让学生围绕知识进行数学思想方法再次

感悟和自我完善。

乘数是一位数乘法竖式计算是北师大版数

学教材第五册的一个知识单元。复习这一单元

时就要围绕着乘法为什么一定要从个位乘起这

个知识的原点进行。学生深刻体会到了从个位

算起更简洁、有序，从而实现对乘数是一位数乘

法竖式计算方法的深入理解。通过思考“乘数

是一位数乘法竖式计算为什么一定要从个位乘

起”让学生回到了竖式计算法则的本质这个原

点上，在思考中实现自我纠正，对知识的理解走

向深刻。

四、师生点评——学生自我纠错的保证
点评的实质就是反馈，有反馈才会有效

果。这个点评就是一面镜子，可以正思路，明得

失，促情感，让学生不断地进步。

1.学习同伴的点评

学习同伴的评价有时候能够起到教师评价

起不到的作用。如果同伴给予极高的评价，能

够让学生鼓起充足的学习信心，从一个成功走

向新的成功。

2.教师的点评

教师的点评一般代表权威，因此，教师的

点评应该根据实际水平和实际表现，给出恰当

的点评，应该以鼓励性评价为主，让学生更有

信心。

3.书面评判

书面评判不只是简单的对错判断，有时可

以加上适当的评语。别小看这些评语，有时可

以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道题你忘写了单

位。”“这步有错误。”“这个解题思路很独特，有

新意。”“计算时请小心。”这样一些有针对性的

评语，能够及时固化教师评改作业时的一些实

际想法。

4.现场评判

当学生讲解作业时，教师给出现场全方位

的评价，一般用鼓励性的语言。比如：“你的整

体解题思路很清晰。”“语言表达很清楚。”“这个

过程解释得非常清楚，比老师讲得都好。”同时

也要指出学生的不足，包括讲解方法和知识点

的解释。

五、教师的指导与帮助——学生自我纠错
的手段

学生的学习是受内外环境互相作用的结

果，教师是为学生选择和创设环境的人。助学

生成长，帮助学生自我纠错能力的提高是教师

的重大责任之一。

比如，批改好学生的作业是马上进行讲解，

还是让学生自我反思之后再讲解？讲解时是老

师一言堂，还是师生有互动？讲台是否要让位

于学生，让学生有自我展示的舞台呢？生生之

间有很好的互动吗？这些都是教师不同教育理

念的体现。在培养学生自我纠错能力的理念

下，教师创设的教育教学环境应该是以学生为

主体的，师生、生生良好互动的。

教师的点拨和再次讲解非常重要。点拨能

够让学生下次讲解时更清楚，更有自信心，更有

善于找方法。再次讲解能补充学生讲解的不

足，使全体学生都能自我反思、自我纠错。

五大策略帮助学生自我纠错 □杭州市天长小学 钟意意

教材插图是部编教材编写中的一大亮点。语文

教学中，图文对读更是常用的阅读策略。培养低段学

生说话能力，教师可以从低年级学生的心智特征出

发，巧借教材插图，做到“话”中有“画”。教师也可以

充分挖掘教材插图中有创编童话价值的一些图画，发

挥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讲故事编故事能力，做

到以“画”引“话”。

一、教材插图为学生提供表达支架
小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发展需要一定的依托，为

其提供必要的表达支架至关重要。插图也可以成为

表达支架的一种，有了图像的辅助，故事的情节线索

和构思能够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

部编教材给童话故事类的课文所配的插图，以多

幅图为主。一幅图对应故事发展的一个关键事件，只

要把几幅图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进行串联，就是一个

完整的童话故事。

教材中还出现了一种思维导图式的插图，二年级

下册《蜘蛛开店》一课最为典型。插图以“蜘蛛网”的

方式呈现了蜘蛛所卖的商品及所卖的对象，形成了一

张“情节之网”。这种图示在多幅图所提示的线性结

构基础上，还抽象出了故事的情节构思。掌握这样的

构思方法，有助于学生进行运用的迁移，读写结合，让

说话写话能力与阅读能力的发展并驾齐驱。

教材中的插图往往和学生正在学习的课文密切

相关，既可以帮助学生进行阅读理解，又可以提供出

更多形象化的、带有感情色彩的信息，有着十分丰富

的交流价值，更容易激起学生的表达欲望。

二、“话”中有“画”
教材插图中，有许多反映的就是学生的真实生

活。教师通过图中某些事物或事件的触发，能够调动

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从而有表达与分享的欲望。

1.环境触发

环境是事件发生的必要触发点，也是让学生有话

可说的要素之一。学生在教室里、操场上、图书室、校

门口、个人学习空间等不同场地，做不同的事情。教

材中的一些充满情境感的插图，能够迅速将学生的感

情带到表达的准备阶段。

教材中有许多描绘夜空下、草丛中、菜园里等自然环境的插图，并

通过一定的色调来烘托富有特色的环境气氛。如一年级下册《雨点

儿》采用的环境色彩是比较淡雅、清新的色调，表现雨点儿“滋润万物”

的美好品质。而二年级下册《雷雨》则是比较浓重的深色调，表现雷雨

来临时“乌云密布”的恐怖气氛。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好画家在色

彩运用上所引发的情感效果，鼓励学生用自己平时积累的词语表达内

心的感受。教师可以在出示插图后，这样启发学生：以《雷雨》为例，雷

雨来临时，给你什么感觉？大自然会发生哪些变化？这时候你最想做

什么呢？有了图片所带来的直观感受，学生会更有感触可表达。

2.事件触发

教材中许多插图的创作都是以学生生活中的各种事件为创作

题材，具体包括衣、食、住、行、游戏等，尤其是对学生的游戏生活做

了充分的挖掘和表现。低年级孩子“在游戏中学习”，也在游戏中锻

炼说话。

一年级下册《踩影子》一课的插图上画了两个小女孩在月色下踩

影子玩。两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快乐的神情，一个看着地上的影子，

抬起脚要踩，另一个看着对方，好像要说些什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仔细观察插图：短发小女孩这么做可能在想什么？扎着羊角辫的小女

孩会说些什么？踩影子，怎么踩的？影子会怎么动呢？讨论完图片中

的内容，教师可以继续追问：“你平常怎么玩踩影子？”让学生从对图中

事件的猜测中，转化到对自身经验的回忆中来。

三、以“画”引“话”
低年级的学生，正处于想象力十分活跃的时期，平时的阅读内容

也往往是童话故事。教师可以挖掘教材插图中有创编童话价值的一

些图画，发挥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讲故事编故事的能力，让学生用

编童话的方式“出口成篇”。

1.拼音童话

教师可以借助插图，通过创设童话故事的情境，让学生在故事情

境中运用语言，习得语言，掌握拼音的读音和写法。

以《aoe》一课的插图为例，小女孩在河边“啊啊啊”（a）地唱歌，公

鸡在“喔喔喔”（o）地叫，大白鹅在水中浮水，扭头欣赏自己在水中的

“倩影”（形状似e）。根据这幅插图，可以编一个简短的拼音童话：“拼

音王国里的小a最得意了，它总觉得自己是老大。小a说：‘小女孩唱

歌要用到我，歌声多动听啊！’‘哦？’小o不服气了，‘公鸡打鸣，每天早

上都叫人们起床呢！听，喔喔喔！’只有小e闷声不响，它呀，躲在大白

鹅那美丽的倒影里呢！”

2.识字童话

低年级识字写字是重点，教材插图更是为学生识字提供了多种方

法。教师借用插图达成教学生字的目标之后，还可以再前进一步让学

生的学习过程转化为童话故事。

《日月水火》一课的教学，教师可以向学生介绍一种“象形”识字的

方法。将这种方法运用于故事创编中，学生就可能编出这样的童话：

“古时候，字还没有产生，人们用画简笔画的方法来写字。写‘太阳’就

画个圈，里面加一点，于是就有了‘日’；那月亮怎么办呢？就让他弯弯

的，所以现在的‘月’，那一撇也是弯弯的……”

3.前传童话

写“前传童话”，就是让学生思考图中内容之前所发生的事情，并

以故事的形式创编出来。

一年级下册《彩虹》这篇课文，有一幅耐人寻味的插图。小女孩在

彩虹桥上拿着花洒往下洒水。插图内容来源于课文，但表达的内容比

课文更能引发幻想。教师可以抓住插图的这一优势，启发学生：“图中

的小女孩为什么在彩虹桥上浇花呢？彩虹是哪里来的呢？”

4.续编童话

“续编童话”往往要求学生根据已有的故事，发挥想象把故事写

完，或改变童话故事的结局进行再创作。例如一年级下册《动物儿

歌》一课，插图呈现的是文中“蝴蝶花间捉迷藏，蚯蚓土里造宫殿，蚂

蚁地上运食粮”的内容。放在同一幅图里，不同的动物之间就有了

互动。蚂蚁们正排着整齐的队伍运粮食；它们的头顶是花丛中扇动

翅膀的蝴蝶；蚯蚓虽然在土里，却昂着头，望着洞口，似乎察觉到了

地上的动静。只要稍加点拨，学生一定能在教师的引导下续编出完

整的童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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