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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tor principle migration teaching is a new teaching model,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hole students, so that every student will have to join in the learning problems. It would fully
mobilize the students’ cognitive and emotional investment, arouse their “vitality” and “classroom efficiency”
and construct effective classroom.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discusses from the multiple principle migr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design model, teaching strategy and other aspects, aiming to find the “lethal factor” of inefficient teaching behavior and effective points of developing classroom teaching to construct efficient classroom and improve the classroom teaching efficiency.
Keywords: Motor Principle; Migration Teaching; Design Strategy; Efficient Class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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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动车原理迁移教学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它强调以全体学生发展为本，让每一个学生都动

起来，参与到学习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之中，充分调动其认知投入和情感投入，激起学生的“生命活力”
和“课堂效率”，构建起高效课堂。在本文中，笔者从动车原理迁移课堂教学设计模型，教学设计策
略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旨在寻找低效教学行为的“致命因子”
，构建高效课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关键词：动车组原理；迁移教学；设计策略；高效课堂

1. 引言

量、快速地输送了乘客。

动车又称“动车组”也称“列车组”、
“机车组”

动车组的原理是把动力装置分布在列车不同的

等。这个名称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在英文中没有明

位置上，使每一节车箱都有各自的动力，这样列车就

确的对应词组，一般翻译为“Train Set with Power Car

改变了过去所谓“要想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的动力

(带有动车的列车编组)”，在我国第六次铁路提速时投

原理，每一节车厢都起到“车头”的作用，它不仅能

入[1]运营的。它的投入使用缓解了铁路运营压力，大

自身动起来，而且也能为整个列车组运行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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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较大的牵引力，从而使整个列车飞驰起来。
我们知道，传统教学模式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教师
的中心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和积极性，挤占了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很多教师，

由以知其所以然”。学生对于问题的理解不能流于表
面，要让学生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达到理论
与操作的贯通。
要在课堂中达到上述场景，教师应努力为学生创

不仅是课堂教学方向的决定者，也是课堂教学的唯一

造参与机会和条件，努力营造民主、宽松、和谐的教

“动力源”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非常优秀的教师，

学氛围，消除学生上课过于拘谨的场面，缩短师生之

也很难把学习的动力与能力高效地传送给每一个学

间的感情距离，充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强

生。而动车原理迁移学习的提出，源于皮亚杰建构主

化学生的参与意识，使学生的心理活动始终处于主

义学习理论教学模式的启示。它以学生为中心，教师

动、活跃的状态，真正让其“动”起来，实现自主学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

习。在这个环境里，不是我讲你听的单向交流，而是

者的作用。与皮亚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不同点在于，

允许学生打断老师的讲话，允许学生对老师的讲话、

它不仅把学习视为个体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还更加重

观点提出异议，允许学生相互讨论的师生之间、学生

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更充分的调动学生的主动意识

之间的多向交流。在这个环境里，允许学生为一个问

和进取精神，让学生自主进行知识的吸收、理解、整

题各抒己见，争得面红耳赤，让学生在思辨争论中反

理、表达，进而通过自己的知识输出，加深对知识的

思感悟，在反思感悟中提升，在提升中增长智慧，学

理解。它以全体学生发展为本，让每一个学生都动起

习知识。在这个氛围里，学生就勇于发现问题，敢于

来，参与到问题的讨论和解决之中，使每个学生都成
为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点与教学效益的增长点，教师
由“教书”转向“教人”
，大面积促进学生学业成绩与
学习能力的提升，同时加快了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进程。

2. 动车原理迁移课堂教学模式
动车原理迁移课堂教学，目的是为了面向全体学
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增强
学生课堂参与意识，让每一位学生都成功，激起学生
“生命活力”和“课堂效率”，构建起高效课堂，让
课堂因展示而精彩，生命因表达而快乐。

提出问题，渴求解决问题，他们的积极参入课堂活动
的意识，自然而然地得到培养和提高。其教学设计模
式如图 1。

3. 动车原理迁移课堂教学设计策略
“授人以鱼供一饭之需，授人以渔则终生受用无
穷。”动车原理迁移课堂教学模式中，老师作为动力
源，其角色是学生学习的主导者、教学内容的设计者、
学生的学习伙伴。他充分调动学生认知投入和情感投
学习目标

动车组原理迁移课堂教学是要把每个学生都变

告知学生学习目标，唤起学生学
习兴趣

成“动力源”，因此，它不在于教师讲授了多少知识
点，而在于给学生提供多少思考的空间，让学生养成

认领学习任务

提出任务，创设问题情境

进入学习情境

提供对学生学习有直接刺激作用
的具体情境，激发学习动机

应用学习资源

为学习者提供学习资源，并提供学习
指导，进行信息处理

课堂教学输出

引发行为表现，提供交互学习时空与
交互内容

进行学习评价

提供反馈，测量行为表现，提供保持和
迁移

一定的问题意识，因为“发现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
题更重要[2]”。学生发现和生成问题的过程，实质上就
是他们主动探求知识、构建知识并运用已知经验和学
习能力批判性的审视学习内容的过程。对于学生问题
意识的培养，主要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敢于“上
问”——无论是课堂上还是课余时间学生都可以向老
师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引发师生的共同思考；不耻“下
问”——敢于向成绩不如自己的同学提问，真正明白
“三人行必有我师[3]”的道理；善于“自问”——多
问几个为什么，培养打破砂锅问到底的习惯，“不仅
知其然，更知所以然，不仅知其所以然，更是在知何
56

Figure 1. Powered car principle of teaching design mode
图 1. 动车原理教学设计模式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动车原理迁移课堂教学的实践研究

入，使其全身心地参与到学习中去，激起对知识探求

常是无形的，也是一种“无痕”的，它没有强制性的、

的渴望，从而变成一个个“分动力源”。当然，在课

灌输性的成份。优化调控教学设计策略，是实现教学

堂上要使全体学生动起来积极参与，教师要有科学的

目标达到预期教学目的重要因素，在进行调控教学设

[4]

教学设计 策略。

计策略时，要与迁移课堂教学模式中的表现手法、呈

众所周知，教学设计是实施教学的主要环节，是

现时间、呈现内容上相辅相成有机结合，避免视听信

教学活动进行系统规划、安排与决策而采取的教学顺

息的相互干扰而导致注意力分散现象的发生。诸如此

序、教学活动程序、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和教学

类都需要教师在教学设计策略上进行有机的调控。动

媒体选用等因素的总体考虑。动车原理迁移课堂教学

车原理教学设计策略的流程如图 2。

设计策略实施中加以调控又是促使教学成功，刺激学

动车原理教学策略有许多环节组成，各环节互相

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保证教学效果

关联，有着一定的先后次序，各环节可以预设，但在

的重要因素。

实际的课堂教学中由于课堂有生成性，因而往往会出

动车原理迁移课堂教学设计策略的调控有利于

现一些变化的情景。所以我们在精心预设教学流程

教师准确地把握学生已有发展水平，了解学习者的个

时，也要考虑到可能变化的突发情况。课堂千变万化，

别差异，以便因材施教，使教学活动在一个良好的起

有着极大的偶然性和不可预测性，学生一旦出现这样

点上顺利展开。首先，教师要克服模式化倾向，运用

那样的问题，老师就要及时采取巧妙的应急措施，调

灵活的策略以多样化的方式展示学习内容，激发学生

控课堂教学向着有利于学生发展的方向纵深推进。

的求知欲，使学生保持稳定的注意力，建立以学生主
动参与为主的新模式，确定把学生置于教学的主体位

4. 动车原理迁移课堂教学实例

置。教学过程中，教师重在诱导、引导、指导学生，

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

培养学生观察思考的实践创新能力，变被动接受为自

授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6]。”中国长期以来

主学习；变个人学习为合作学习；变统一模式为发展

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的讲授为核心进行设计和安

个性。
“性格是指一个人在个体生活过程中所形成的、

排的，从教学过程和方法上说：
“提问–讲解–巩固”

对现实稳固的态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习惯了的行为

是学习质量和效益的降低，更严重的是压抑了学生作

[5]

”学生有各种各样的性
方式方面的个性的心理特征 。

为人所具备的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发展，不能真正体会

格，可粗略的分为两类：一类学生性格开朗、外向、

到学习的愉悦，不能体会到因主动性发挥而得到的精

活泼好动，动手能力强，容易被激发兴趣，但兴趣也

神满足和能力的发展。这种教学方式完全违背了新课

易转移。另一类学生性格内向，有较强的自卑感，在

程的要求，新课程要求在所有学科领域的教学中要渗

课堂上回答问题时，人还没站起来却已满脸通红，手

透“自主、探索与合作的学习方式”
，尊重学生学习方

不停地拧动衣角。但他们观察现象时比较细致，判断
教师

分析问题准确率较高，而且认定目标后不会轻易放
弃。了解了学生的不同性格后，在动车原理迁移教学

学习需求设计

中就可以做到有的放矢。对内向型学生教师不做过于
严厉的批评，而是尽量发现其闪光点，充分肯定成绩，

学习资源

暗示缺点，多给他表现自我的机会，增强学生的自信
心；对外向型学生则要引导他们对问题作细致周密的
思考，有意培养他们的良好性格，制约不良性格。因

创设情景，激趣
引思，知识结构
展示

带疑探究，扩展
资源型素材

导思点拨，析疑
讨论，开展信息
交流

此在学习过程中，要将不同性格的学生混合编组，以
便取长补短。
动车原理教学设计策略一般有教学认知策略、教
学组织策略、教学情感调控、教学语言调控、教学兴
趣调控、教学反馈调控等。作为一种策略，其作用常
Copyright © 2013 Hanspub

成果展示，总结评价，拓展提升

Figure 2. The principle of train flow chart of the design strategy of
teaching
图 2. 动车原理教学设计策略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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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独特性与个性化，重建教与学的师生关系。教师

资料，设计制作课件。在此过程中，对学生而言，备

不再是知识的主宰者、独裁者，而是学生学习知识的

课的过程也是反复学习的过程，在准备的过程中不知

引导者和组织者，真正实现了“教是为了不教”(叶圣

不觉地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学习。教材内容确定后第二

[7]

陶) 。基于上述问题，笔者近几年在高等师范学校的

步是组织学生报名参加，根据几年来的实践做法，一

学生中开始教学方法改革，把台下的“观众”请到台

般采取先让学生自己自愿报名和小组推荐相结合的

上来，让他们“占领”讲台。因为现在的师范生，生

方法，在报名初期全体同学都争先恐后推荐自己，有

理与心智都趋于早熟，又经受时尚民主之风的影响与

的同学多次当面向老师请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

熏陶，他们对灌输与强迫有本能的逆反，让他们“占

止让学生感到老师厚此簿彼，让同学都参与备课并进

领”讲台这一形式，立即得到全体同学的积极响应，

行 5 分钟的说课，然后教师与同学一齐筛选，筛选原

因为他们有急于表现与展示自己的欲望，也有强烈的

则根据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和重难点掌握及知识点的

自信心。通过这样的教学形式，不断地确立学生的主

把握等方面进行确定上台同学。正如一位同学感叹：

体地位，唤起学生的主体意识，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

“上台讲课与竞选学生干部一样难。”

性和自觉性，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真正参与

让学生走上讲台，是一种尝试，是一种激发学生

到教学中去。使他们在课堂上感到自己的重要，知道

自觉、主动合作探究学习方式，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

自己存在的价值，同时也能体会到教师上课的艰辛，

主观能动性，能挖掘、发挥学生的学习潜能，能提升

进而激发出巨大的学习热情。

学生岗前从教能力的品味，能激发师范生开动脑筋、

实例一 让学生走讲台探索

锐意探究、创新教学的自主性。长期坚持下去，必将

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主要阵地，是教

会收到事半功倍的课堂教学实践效果。实践证明：走

学过程中最关键、最活跃的场所。教学内容又是教学

上讲台的同学不论是对教学流程、方式方法、教材钻

过程的核心。在学生走上课堂之前，教师应对教材内

研与把握、教学预设与生成等都有较深的感想与体

容进行精心选取。在这一环节中教师应针对参与学生

会。

分析他们的水平和特点，因材施教地指导选取教材，

例如，学生 1：
“我讲‘现代教育技术教程’——数

教材内容要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内容新颖、能引起

码录音笔一节时，从数码录音笔的定义，工作原理到

学生的好奇心，使他们产生兴趣，进而诱发内驱力，

数码录音笔的种类及相关内容，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激起求知、探究、讲课的欲望，这样学生易于发挥，

虽然我的知识储备还没有达到那种运用自如、信手拈

易于把广泛兴趣与中心兴趣有机结合，发挥施展自己

来的程度，但我能够顺利的将它讲完，这是我迈出我

潜在、隐性、可持续生成的才能。

人生教学的第一步。我从备课到做课件，一直都很用

“现代教育技术教程”是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心，生怕哪里出现科学性错误。因此我多次向讲过课

高等学校教育技术教材，在江苏高等师范现代教育技

和有过实习经验的同学取‘经’，她们说‘你只管大

[8]

胆讲课，你把大家看成渴求知识的学生，尽心尽力的

术教学中作为通用教材使用，本教材的第二、三章

主要凸显了数字化学习资源，着重介绍了 MP3 播放

讲课。讲的好或不好，老师都会给你总结或者补充。
’

器、数码录音笔、扫描仪、数码照相机、激光视盘机、

话虽然是这么说，可是当我走上讲台时，心情就立刻

数字电视机、非线性编辑系统、数字校园广播系统、

紧张起来，讲课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停顿，沉默很久之

数字电子白板等。笔者根据《现代教育技术教程》教

后才开始进入下一个知识点的讲解。课前我将所有的

材选用的内容是学生较熟悉、较常用的 MP3 播放器、

知识点都连贯的很好，可是我一看见她们就紧张。紧

数码录音笔、数码照相机、激光视盘机等章节，在教

张的来源是害怕讲课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即课堂教

材内容选定后，针对教材中比较抽象的概念、名词进

学中的预想的可变生成与拓展生成，如同学不会配合

行通讲，以防学生在讲课中夹生。例如；“数模转换

自己课堂提问，讨论会不会冷场，准备的内容能不能

器 A/D(ADC,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CCD 影

在四十五分钟内正常进行，如果在课堂上有同学突然

像传感器”
、
“分辨率”、
“像素”等名词。接到任务的

提问，自己能不能解决。而令我庆幸的是，同学给我

学生都自觉主动地仔细研究教材，在网络上搜索有关

的配合算不上那么天衣无缝，但也达到我预想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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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通过这次走上讲台，我感触很大，收获多多，无

的学科也是单一的，尚有待于广大学科教师积极探

论从知识点还是到课堂组织，对我来说终生难忘。”

索，认真实践，从多学科的角度扩大应用的范围，增

学生 2：
“在我刚开始讲‘现代录放设备——MP3’
一课时，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是我每天

加研究的深度，让动车迁移学习原理进一步深化完
善。

都使用的媒体，但是当我开始备课制作课件时，发现
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么简单，MP3 的一些理论知识不
是很容易懂的，特别是一些电子元件名称及工作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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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重要的使我感受到了成功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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