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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班级管理中的网络应用 

◆  刘军涛 

【编者按】 本课题荣获首届广东省中小学德育创新奖三等奖。本文有删减。 

 

本文将从提高班级管理的效率出发，

结合本人班主任工作的一些实践，来谈谈

班级管理中的网络应用。 

一、网络应用符合“解放班主任”

的要求 

作为班级管理主体的班主任，常常因

为有很多班级管理方面的事情要处理而忙

得不可开交，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但不少时候却收效甚微。“解放班主任”不

是简单地减少班主任的工作量，降低工作

强度，而是使班主任由体力型的勤杂工成

为科研型的教育者，利用各种资源，切实

更新班级管理观念，改变班级管理行为，

提高班级管理效率。而班级管理中的网络

应用为班级管理效率的提高提供了一个比

较好的解决方案。 

二、传统的班级管理方式效率较

低 

班级管理主要分为集体教育、群体教

育和个体教育。在传统的班级管理方式里

面，集体教育的形式主要有班会课、集体

活动等，群体教育的形式主要有分类谈心、

分批辅导等，而个体教育的方式则主要有

单独交流、家访等。这些传统的班级管理

方式存在着投入成本较高，管理效率较低

的问题。主要表现有：1、班会课形式相对

较为单一，内容比较老套，缺乏新鲜感，

对学生触动不大；2、师生之间存在较明显

的等级差异，教师始终处于教育的绝对主

导地位；3、班主任往往在班级管理方面付

出大量精力，同时又要进行正常的教学工

作，常常感到力不从心；4、家访等传统的

与家长沟通交流的形式花费班主任大量时

间和精力，不利于经常进行，同时，家访

也会占用家长的时间。  

三、网络应用可以有效提高班级

管理效率 

相较于传统的班级管理发式，网络的

虚拟性、开发性、互动性和实时性等特点

使其在班级管理的不少方面有自己独特的

优势。网络应用可以作为传统班级管理方

式的有益补充，促进班级管理效率的提高。 

首先，网络是一个虚拟平台，为师生

交流提供了一个平等空间。网络的开放性

营造了一种非常宽松的沟通环境，班主任

和同学之间可以进行“人��网络��人”

的沟通交流，而交流双方没有了明确的身

份对应，从而可以畅所欲言。于是，班主

任就可以在这里听到学生的真实心声。而

从形式方面来讲，班会课可以直接以网络

的形式呈现，大家进行讨论争论；可以分

享博客上同学的心得、体会，大家共同阅

读感受；可以设立班级网络相册和视频集，

大家自由点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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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网络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使每位

同学都可以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比如QQ群，

它具有实时群聊功能，大家可以就同一件

事发表各自看法，讨论班级事务，有效提

高了同学们对班级事务的关注度，促进班

级管理中问题的解决。班级博客具有非常

方便使用的留言和评论功能。 

再次，网络低成本的特点可以为班主

任节约不少精力和时间，使得班主任可以

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教学、科研和

更多的班级管理等工作或者休息中。 

另外，网络的实时性和永久性使家长

可以随时随地了解班级情况。 

最后，网络的资源性为班级管理提供

了丰富的教育资源。网络上有各种先进的

教育理论、教育思想和教育案例，很多都

可以给我们带来启发和帮助。 

四、网络在班级管理中的具体应

用 

我在班级管理中采用的网络应用形式

主要是班级博客、校园网、电子邮箱、QQ

和飞信系统。班级博客主要分为班内公告、

高考信息、学习指导、班级相册等版块，

分别发布班内事务（包括出勤作业情况、

考试情况、班级荣誉、学生心得和班主任

心声等），高考相关信息（包括高考政策、

志愿指南、考试心理、分数查询和分数线

等），各科学习方法和资料汇总以及班级活

动和个人照片。任何人可以针对博客里面

内容随时匿名或实名发表留言和评论；校

园网主要是提供给家长了解学校有关政

策、安排等信息；电子邮箱则是接收和回

复学生和家长的电子邮件，进行一对一的

交流所用；QQ主要是实时沟通和群体讨论

时使用，所有发言即时呈现，平等交流，

集思广益；而飞信则是把每个学生不便公

布在博客的信息如成绩、在校表现等通过

发送手机短信告知家长的网络工具，利用

它就可以在电脑上快速发送短信，而且支

持群发，在一些重要和紧急事务通知方面

特别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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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技术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实践探讨 
◆  蔡文俊 

 

广东省从2004年9月起全面进入新课

程实验，而高中通用技术课程的增设是一

大亮点。由于是新课程，学校、老师、学

生和家长对它的认识还处于探讨阶段, 因

此对通用技术课堂教学有效性的探索和研

究显得尤为必要。本人认为，要想提高通

用技术课堂教学的有效性，要从教学目标、

教学过程、教学评价三方面来进行研究。 

一、制定准确、明确且有层次的

教学目标，提升教学目标有效性 

（一）教学目标准确性、全面化 

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灵魂，教学目

标能对教学过程具有导向、调控、激励和

评价功。有效教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

师对教学目标的理解与把握，教师把握越

好，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随意性、盲目性、

模糊性，提高教学的方向性、针对性、有

效性。 

所以，教师要上好通用技术，首先要

认真钻研《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标准》。否则

我们只是泛泛而讲，不明白教学重点和教

学难点。课标是课程的最高统领，是教科

书编订的依据，无论哪个版本的教科书，

都要依据《标准》进行编写。 

（二）教学内容整合化、灵活化 

如果说教学目标是教学的出发点，那

么教材就是具体教学目标的载体。教学内

容的有效性是保证课堂教学有效的前提。 

1．认真钻研、整合各种版本教材 

通用技术作为一门新增设的学科，与

别的科目不同，它没有经过“千锤百炼”

的“标准”教材。现有的通用技术教材，

主要有粤教版、江苏版、地质版和河南版。

每个版本都有各自的特色和优点。这样，

需要每一位教师了解教材的基本精神和编

写意图，分析教材所渗透的技术的思想和

方法，融合各种版本教材的优点，互相取

长补短，才能够做到实现教学内容的有效

化。 

2．精选教学内容，用好、用活教材。 

教材是教学的重要课程资源，但不是

唯一的，教材内容并不等于教学内容。通

用技术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对教

材再加工，有创造地设计教学过程。因此，

我们不能完全拘泥于教材，对教材要科学

地使用或“再度开发”，要用好、用活教材。 

   例如，我在讲述《系统的优化》（粤教

版）的教学时，发现我们城市学生对农村

的“粮食生产季节变换系统”就难以理解，

于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把它换成了“城市

公路建设”问题的思考，学生就感兴趣多

了。 

3．把握好教学内容的广度、深度和难

度。 

目前，通用技术教师来自各个学科，

由于学科背景不同，对教学内容把握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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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课表组成员鲍珑老师所说，我们有的

老师“把通用技术课教得和原来所教的学

科毫无区别”。有的老师照本宣科，而有

的老师又抛弃教材。如果每个老师各行其

是，那通用技术课程目标的落实必定相去

甚远。因此，把握好教学内容就显得尤为

重要。要把握好教学内容，要注意把握好

教材的广度、深度和难度。 

二、创设民主、和谐的通用技术

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过程有效性 

（一）师生关系互动化 

作为引导者，教师要精心设计问题情

境，引导学生探究和发现，让学生一步步

走向学习目标。问题最好贴近日常生活，

这样更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如在讲《流

程与设计》当中的“时序”的时候，我先

向学生提问：起床后，怎样安排洗漱、吃

早饭、晨读��学生的热情很高，思维上

也产生了冲突，我们就很容易就把问题引

申到流程的优化目的，达到了事半功倍的

效果。 

（二）教学方式多样化 

 任何一种教学方式，都不是万能的。

就一堂课而言，教学方式的多样化表现为

课堂教学纵向上是多样化的，即在一堂课

上，教学可能会使用几种不同的教学方式；

就不同的课而言，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又表

现为不同课堂教学所采用的主要教学方式

是多样化的。所以，要灵活组织，大胆尝

试讲授、探究、讨论、实验操作，辩论等

方式。 

（三）学习方式多元化 

在粤教版教材《技术与设计1》的第一

章第二节“技术发明与技术革新”中的“技

术创新的保护制度��知识产权” 的教学

中，我考虑到“知识产权（著作权、专利

权、商标权）”的知识必须要结合我国与

世界的实际，只凭教师在课堂上用一般的

方法进行理论教学会显的枯燥乏味。备课

时，我结合新课标的基本理念与目标反复

考虑决定将本节课改为辩论赛，题目为“知

识产权促进了知识的传播还是阻碍了知识

的普及？”，提前两周公布题目，要求各班

组织辩论赛。这节课，极大地调动了全体

学生的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教学氛围和谐化 

营造良好的教学氛围，一是发扬教学

民主，优化教学组织。课堂上教师积极鼓

励学生参与学习，鼓励质疑问难，发表不

同意见，形成师生“互动流”。二是教师

要提高业务素质，优化教学艺术。三是注

重情感投入，加强师生情感沟通。 

（五）教学策略灵活化 

1．创设教学情境，激起学习欲望。 

创设教学情境，用案例导入、视频导

入、表演导入、游戏导入、猜谜导入等方

式，往往能引起学生的思维兴趣。例如在

讲述《控制与设计》一章时，我设置了一

个“画眼睛点鼻子游戏”，请两个学生参与

��其中一个蒙上眼睛画，另外一个从旁

指挥。这样一来，什么是控制，一目了然。 

2．鼓励学生实践，培养创新意识。例

如，在讲完《结构与设计》一章后，我让

学生利用卡纸和以及身边的材料设计、制

作桥梁模型，同学们踊跃参加，最后的作

品超乎我们的想象，有拱形的、有斜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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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悬索式的、有钢架式的，让老师不

得不佩服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3．结合信息技术，提高课堂容量。 

把信息技术引人通用技术课程的教学

之中,能够降低技能学习的难度,提高了技

术学习的效率，改变通用技术教学的呈现

方式，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

的教育环境。 

三、采用全面、合理的通用技术评价

方式，确保教学评价的有效性。 

（一）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结合 

通用技术的设计最终结果往往会有作

品，对于高中生的设计来说，既要重视结

果，同时也要重视设计过程。设计过程是

学生手脑并用的过程，过程评价可以促进

这种互动的发展，实现情感价值观的体验。 

（二）书面测试与作品成果相结合 

要改变以往多以书面测试为主的评

价，通过对学生设计方案及作品的评析、

技术活动报告集等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评

价。教师可从作业本身的创意、合理性、

简约性、适用性等方面进行评价，从中了

解学生对技术活动的目标、内容、标准等

的把握程度，同时写出评语，确定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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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化学选修教材动态难度分析及教学策略 

��以人教版“物质结构与性质”3年教学试验实务为例 

◆  程俊 

 

一、化学课程模块结构关系及课

程难度 

（一）高中化学课程模块的结构关系 

高中化学新的课程包括 2个必修模块

和 6个选修模块，各课程模块结构及关系

如图1所示。 

图1高中化学课程结构及关系示意图 

上图中内环为必修课程模块，外环为

选修课程模块；外环以内环为基础，是内

环生发而来；内环中的两个课程模块是递

进关系，外环的6个课程模块是并列关系。

但从实质结构看，“化学与生活”与“化学

与技术”属于并列关系，“化学反应原理”

与“物质结构与性质”属于并列关系，“有

机化学基础”以及“实验化学”与其他 4

个模块皆属于非并列关系。此外，选修模

块与必修模块的关系性质也不完全相同。

“化学与生活”“化学与技术”与必修模块

属于拓展应用关系；“化学反应原理”、“物

质结构与性质”、“有机化学基础”与必修

模块属于分化递进关系；“实验化学”与必

修模块属于从属渗透关系。
［1］
由此可见，高

中化学课程模块之间的某些结构关系模糊

不清，这对于课程实施以及化学教育功能

的发挥都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对课程

教材处理和教学设计不当会人为地造成课

程教学难度，加重了学生学习负担。 

（二）高中化学课程选修模块难度分

析 

经过3年一轮教学实践和2007年新课

程高考的检验，基于我们对课程标准、人

教版教材和考试大纲理解的变化，对课程

难度的理解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在开始实

施选修课程时，根据“物质结构与性质”（选

修 3）、“化学反应原理”（选修 4）、“有机

化学基础”（选修 5）3个模块课程深度和

广度（相比于大纲版教材新增大学化学知

识内容），教师都普遍认为教材的静态难度

应为：选修3＞选修4＞选修5，选修3呈

现了较多的大学无机化学结构部分的基础

内容，主体内容，微观抽象，教与学的难

度较大，师生心理都产生了一定压力。我

们从高一到高三教学实践与反思表明，“物

质结构与性质”是教师较好教、学学生容

易接受的一个模块，它的静态难度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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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反应原理”小，也不像“有机化学基础”

模块需要太多的联系和记忆，“物质结构与

性质”课程内在逻辑性很强，许多知识不

必深挖，所以教学难度并不大。2007年高

考结果统计显示，学生更容易学好这个选

修模块。对选修模块课程的深度、广度和

难度进行务实的定位，教学心态经历了由

畏难到释然的过程。 

二、对于教材内容动态难度的处

理建议 

人教版教材栏目的设置增加了教材编

排的层次性，使教材在尊重课程标准的基

础上富有合理的张力，为教师的教和学生

的学提供了选择性。教材中“学与问”、“思

考与交流”、“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等

“基本要求”栏目，是教师在教学中必须

完成的教学任务，也是学生必须学习的内

容。教材中“科学视野”、“资料卡片”、“科

学史话”等“选择学习”栏目，体现了不

同的学生学习不同的化学知识的追求。我

们认为，教学广度应以课程内容标准为准

则，教学深度宜以高考考纲为依据。对于

重要但又有难度的结构理论，可做简要介

绍以保证理论的严密性和完整性，但不进

行测评。根据以上原则，可以对一些内容

作降低难度的处理（表 1）。有时，为使学

生更清楚的理解某些问题的实质，又可以

对部分知识做适当拓展和加深（表2）。

 

表1 教学中可以降低知识点难度的动态分析 

知识点 课标要求
[5](20-21)

  教学处理 是否考查 

基态、激发态、

光谱 

知道原子核外电子在一定条件下

会发生跃迁，了解其简单应用。 

简单介绍；参观、观看影像或

资料：原子吸收和发射光谱分

析。 

不考查 

S、p、d、ds

区 

无 简单介绍，便于理解元素原子

核外电子排布 

不考查 

原子轨道图 了解原子核外电子的运动状态。 介绍s、p能级的原子轨道图，

不涉及d 能级 

考查 s、p

能级 

价层电子对互

斥模型 

对于 AXn(Em)型分子，只要求

(n+m)<5，不拓展； 

只 考 查

（n+m)<5 

杂化轨道理论 

能根据有关理论判断简单分子或

离子的构型 

杂化轨道理论：只是简单介绍 不考查 

手性分子 

 

了解“手性分子”在生命科学等

方面的应用 

简单介绍“手性分子”的合成

及应用 

不考查 

等电子原理 结合实例说明“等电子原理”的

应用 

简单介绍 不考查 

晶胞 无 理解晶胞的意义，学会看晶胞不考查找



█▉▊▋▌▍▎  论文特辑                                               LUN WEN TE JI 

 22 

写化学式  晶胞 

金属晶体原子

堆积模型 

列举金属晶体的基本堆积模型 了解4种基本模型。不要求计

算空间利用率 

不考查 

岩浆晶出规则

与晶格能 

了解晶格能的应用，知道晶格能的

大小可以衡量离子晶体中离子键

的强弱。 

阅读“科学视野”，简单介绍 不考查 

 

表2 教学中可能加大知识点难度的动态分析 

知识点 课标要求
[5](20)
 拓展部分 

原子核

外电子

的排布 

能用电子排布式表示常见元

素（1～36号）原子核外电子

的排布。 

全充满和半充满状态问题，便于理解Cr和Cu的

排布式， 

也便于解释第一电离能的变化规律。 

电离能 能应用元素的电离能说明元

素的某些性质。 

电离能数值大小主要取决于原子的核电荷数、原

子半径以及原子的电子构型。以解释同周期、同

主族的规律和例外状况。 

配合物 能说明简单配合物的成键情

况。 

配位键形成的原因，配合物与复盐的区别，配合

物的电离情况，便于理解银氨溶液的性质、Fe
3+

与SCN
-
的反应等 

溶解性 知道氢键的存在对物质性质

的影响。实验：“相似相溶”

规则的实际应用。 

归纳影响物质溶解性的因素，便于理解各种状

态、各种类型物质溶解性的影响因素。 

三、选用教学方法的策略 

（一）举例法 

对于既陌生又有难度的内容，教学中

应该通过举例法展示将要学习的内容的意

义，为后继学习的内容之间建立“桥梁”，

使学生的学习过程“平易化”。 

（二）对比法 

关于四大晶体类型的结构与性质，应

当提倡运用对比的方法来进行教学。 

（三）模型法 

教材中运用立体模型教与学的“支

架”，使学生获取有关感性知识和印象，初

步形成三维想像和抽象思维能力。 

（四）应用法 

教材中的许多知识点可以用来解释元

素周期表、元素周期律、常见有机物、无

机物的性质，如果能灵活应用物质结构与

性质知识，去帮助学生解决必修或选修4、

5等模块的内容，能有效激发学生学习选修

模块的兴趣，增进对选修 3课程知识的理

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