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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教师驾驭智慧课堂的“三个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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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都融入到课堂教学中，产生了智慧课堂这种新型教学模式。

做好一名智慧课堂教师，需要教师本人改变教学态度、改变知识结构、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努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

质和教学能力，涉猎丰富的学科知识，合理运用现代化信息化技术，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

进行智慧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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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knowledge explosion, the network platform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ve been integrated into 
the classroom teaching, and produced a new teaching model of wisdom classroom. To be a good teacher of wisdom classroom, 
teachers need to change their teaching attitud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In order to carry on the 
teaching of wisdom, teachers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teaching ability, search rich subject 
knowledge, rational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uide students to study independently, and cultivate students’ ability 
to innovate and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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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现在不管是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大学校园里的
天之骄子，都是互联网时代的原始居民，玩着手机
和电脑长大的，对他们进行课堂教学如果还是采用

“黑板 + 粉笔”的传统教学模式，将书本中的知识
强行灌输给他们，并要求他们全部接收，他们肯定
会对这种教学模式产生抵触情绪，教学效果也不会
太好。现在国内众多高校和中小学正在尝试采用智
慧课堂进行教学，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
技术与传统的课堂教学深度融合，利用网络平台和
信息化技术帮助教师进行学情分析和教学设计、引
导学生进行个性化学习和自主学习，实现课堂教学
完全信息化和智能化，让学习成为一种全新的认知、
探索和实践的过程 [1]。这种教学新模式通过有组织
性的课堂教学活动，有力促进学生由接受知识到参

与教学活动再到贡献自己智慧，实现课堂教学过程
中师生深度互动，培养学生评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的。智慧课堂彻底改变了传
统的教育观念、教学模式、教学流程、教学方法和
评价模式等。然而有专家提出不管教学模式如何改
变，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是教师；不管信息技术如
何发展，教师才是关键，只有不断提高教师的素质、
能力和技术水平，才能引导学生不断改变学习方式，
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发展 [2]。在“互联网 + 教育”
的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如何驾驭智慧课堂，本文将
从改变教学态度、改变知识结构和改学教学模式三
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二   改变教学态度

智慧课堂是传统课堂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一种
新型课堂，为了适应智慧课堂教学需要，教师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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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变教学态度。态度决定一切，教学态度的转变
能促进教师教育观念和思维的改变。教师都知道传
统课堂教学模式教学形式比较单一，信息量少，难
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在网络十分发达的今天，仅
靠一支粉笔、一本教材、一本教案的传统教学模式
培养出来的学生，已经难以适应这个快速发展的社
会，这就逼迫教师必须对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改革。
然而大部分有工作经验的教师早已适应了传统的教
学模式，要他们主动改变和放弃原来的教学模式是
有困难的，但为了适应教育教学发展的新形势，也
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学生的前途，教师要有壮士
断腕的决心，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和教学思维，学
习和掌握现代化教学技术和手段，并将信息化技术
应用到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互联网，整合课程教
学课件、图片、视频、案例以及跟课程相关的前沿
知识和技术等学习资源，积极开展具有现代教育特
征的智慧课堂教学。在互联网环境下，如果教师还
用传统的观念去看待新型信息化智慧课堂教学，把
它看成是简单的“技术 + 教学”，而不是以开放的心
态全方位接纳互联网时代给教育教学所带来的新变
革，那么我们必将被这个新时代淘汰。在“互联网 +
教育”这个新时代背景下，教师只有努力学习互联
网等新技术，改变教学态度，转变教学观念，用新
的教学观来面对新环境下的课堂教学，才能满足智
慧课堂的需要，才能达到利用自身的智慧点燃学生
的智慧、丰富学生的智慧、发展学生的智慧。

如何改变教师教学态度，首先是教师本人要意
识到改变教学态度适应新时代教学要求的重要性和
紧迫性，从而自觉改变，这是最重要的。在互联网
时代，“教什么”、“怎么教”才能把学生培养好，这
是教师应该深入思考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位教师
进行积极探索的问题。其次，为了让教师适应智慧
课堂教学，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可以通过培训，转
变教师教学态度。培训的任务不仅是为了提高教师
的知识和技能，重点应放在教师面对智慧课堂教学
改革的态度上。在培训的过程中，可以围绕“如何
理解智慧课堂教学意义、怎样进行智慧课堂教学、
怎样开发智慧课堂课程资源、如何指导学生进行自
主学习、个性化学习、如何评价学生学习效果”等
方面来进行，这样对改变教师教学态度有很大帮助。

三   改变知识结构

学校最宝贵的财富是什么？是教师头脑中的知
识。只有不断提高教师的知识水平，才能提高学校
的教学水平。艾尔巴兹曾经将教师知识分为五种类型：
学科知识、教学知识、教学情境知识、课程发展知识、

自我知识 [3]。知识结构是指知识体系在个体头脑中
的内化状况，它包括知识单元的数量、质量、类别、
比例及相互联系 [4]。有专家指出在知识爆炸的时代，
知识的结构比知识的数量更重要 [5]。教师要有合理
的知识结构，就要打破知识结构的单一性、封闭性
和被动性，建立起复合性、开放性、创造性的知识
结构。

智慧课堂不同于传统的课堂，它对教师知识结
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种新型课堂教学需要教
师不仅要拥有丰富的学科专业知识，还要拥有艾尔
巴兹提到的其它几类知识，特别是要懂信息技术，
并且根据自己所教课程特点，能将信息技术熟练应
用到专业教学各个环节中。传统的教学教师在备课
的过程中只需要将书本中的知识“吃透”就够了，
课堂上能将理论讲解清楚，对书本中的定理和定律，
能用公式证明其正确，再举一至两个例题说明它的
应用就行了。但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知识越来越
丰富，知识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例如现代工业领域
的各种技术规范等，都在不断的完善，现实生活中
出现的案例情况也各不相同，因此，课堂中一两个
例题无法满足学生学习的需要，他们在生活动碰到
的问题更希望在课堂上从老师那里得到满意的答案
或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为了能够成功驾驭课堂教
学，需要教师重新审视自己的知识结构，要成为一
名优秀的智慧课堂教师不仅要精通自己任教学科的
专业知识，还要具有较高人文素养、信息技术素养
和审美能力。因为教师专业素养和能力是智慧课堂
教学中教学智慧生成最重要的保证，只有当教师本
人意识到专业素养和能力对教师教学的重要性，就
能有力促进教师教学智慧的生成，这是形成智慧课
堂的重要基础。因此，教师在授课之前不仅要掌握
书本上的知识，还要利用互联网、培训、进修等各
种途径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将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
形成体系，并让知识结构达到合理的状态。互联网
时代的教师，他的知识结构应该是丰满的、多层次
的、立体的，这样才能适应满足智慧课堂教学的需要。
在智慧课堂教学过程中只有知识渊博、知识结构合
理的教师，才能够开展富有成效的教学活动，才能
够培养出富有智慧的优秀学生。如果教师墨守成规
不愿去学习新知识，也不愿去主动更新和完善自身
知识结构，长期下去必将被时代抛弃。

四   改变教学模式

在智慧课堂教学中，教学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
转变，重视学生智慧的生成，教师的作用由“主导”
课堂，转变成“引导”学生，课堂教学流程、教学方式、
学习方式、教学评价等都发生了改变。国内学者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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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实践分别提出了“2379”[6]、“三案三导”[7] 和“三
段十步”等智慧课堂教学模式 [8]。传统的教学模式
由于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只重视课堂中的 45 分钟，
教师只要按课前设计好的教学流程完成教学任务就
可以了。而智慧课堂这种新型课堂组织模式，十分
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整个教学过程中都要求学
生积极参与其中，不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和求知的
欲望，提高学生综合能力，达到学生智慧生成的目
的。智慧课堂教学，课前教师通过互联网和大数据
等现代信息技术了解学生的学情，然后以学情为基
础进行教学设计，再通过课程网站、微信群或 QQ 群
等信息平台上传跟学习内容相关的资料，如：微课、
MOOC、教学视频、课件、文献资料、案例、网站、
图片等，让学生先去独立学习和预习。课堂中针对
学生在学习和预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教师与学生
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进行深入交流和讨论，及时
共同解决，在完成教学任务以后教师要对本章知识
和学习情况进行总结和点评。课后教师通过信息平
台给学生布置任务检验学习效果，对学生进行个性
化辅导，并根据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情况，对
每一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在智
慧课堂整个教学过程中，弱化了教师的地位，教师
也不再“牵着”学生走，而是“引着”学生走，给
了他们更多的自由学习空间，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自己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让他们不
再迷信教材，敢于批判、敢于创新，这是培养智慧
型人才的关键所在。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
对学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培养智慧型人才，
不在乎教师教多教少，需要教师多给学生时间和空
间，多给学生引导。

对于习惯了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师，可能会担心
这种新型智慧课堂教学模式，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
能适应，学生是否能真正学好知识成为有用之才。
教师的担心可以理解，但我们要相信学生，相信他
们的学习能力，与其束缚他们手脚只学成“一知半

解”，不如我们放手，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
他们发挥自己的智慧，自由的学习，教师只需用自
己的智慧对学生进行引导。我们改变的只是一种教
学模式，但并未改变培养学生的初心。

五   结语

在智慧课堂中网络平台和信息技术都发挥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无法取代教师地位和作用，
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和教学能力的提高，才是智慧
课堂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为了适应智慧课堂
这种新型教学模式，教师应该积极改变自身知识结
构、改变传统教学模式、教学思维和教学观念。教
师拥有了丰富的学科知识作支撑，再合理运用现代
化信息化技术，积极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努力
培养学生创新实践能力，进行智慧教学，这就是智
慧课堂教师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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