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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案教学在小学教育专业中的应用——以“儿童文学”课程为例 

徐 园 

江西应用科技学院  江西南昌 

【摘要】随着我国素质教育发展的不断深化，课堂上的教学模式也出现了巨大转变。从传统以教师为课堂中

心逐渐转变为互动型的教学，学历案也由此而来。学历案作为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为辅导者的教学方案，更加注

重学生的学习经历，主要从学习主题、学习过程和学习目标等方面做出了调整。本文就学历案教学在小学教育专

业中的应用，并以儿童文学课程为例，对新时代教育实施进行系列阐述，希望有助于提升学生学习和行动能力。 
【关键词】学历案教学；儿童文学；小学教育专业 

 

The application of academic case teaching in Primary Education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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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liber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ere has been a great change in the teaching 
mode in the classroom.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er-centered classroom gradually into interactive teaching, academic case 
also came from this. As a student-centered and teacher-tutored teaching program, academic record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makes adjust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learning theme, learning process and learning goa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Academic Record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and takes the curriculum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s an example to expou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hoping to help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of learning and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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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何为学历案教学？学历案是专门针对学生学习经

历而设计出来的教学方案，是一种与传统的灌输式教

学方案相对立的，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新型教学方案，

过去的教学中，教师通常处于一种期待的状态，希望

学生能够通过课堂听课获得相关知识，相对于学历案

教学，传统的教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教师在

这个过程中并不能很好的掌控学生能够获取多少知

识。采用学历案教学主要分为两大步，即主题与课时、

检测与作业，前者要求学生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后者

要教会学生如何学习。 
1 “学历案”的三大设计 
1.1 学生学习目的的设计 
开设小学教育专业目的是为国家培养优秀的小学

教师队伍，那么让该专业的学生学习到知识是作为课

程教师的主要责任。现在的大学生由于经历了高中三

年强压力的学习状态，在步入大学时容易产生松懈，

进而影响到课程的学习，影响培育质量。因此，作为

教师非常有必要为学生做出符合学生的教学计划。首

先需要教师设定学生的学习目标，了解该专业学生的

优缺点，进而因材施教，提高课堂质量，包括课堂学

生参与积极性，提高课堂活跃度，在教学的过程中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等。 
1.2 学生学习过程的设计 
首先，教师的备课必不可少，在备课过程中要将

学生在下节课需要掌握的知识提前做好规划，并根据

教学计划设定方案，避免出现东拼西凑的局限性现象。

其次，多在课堂上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结合学生心

理进行辅导，发散学生思维，让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来。

最后，作为一种基于标准模式的学历按教学方法，需

要适当的执行，一步一个脚印策略，只有完成了当前

的教学效果才能进行下一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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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生学习评价的设计 
学生的学习评价过程是以教师为导向的过程，这

一过程的设定是为了防止教师出现教学盲目状态，即

在不确定学生是否掌握知识时，便按照程序进行下一

环节。有效的学习评价设计需要遵守三个原则：符合

测试内容、学生能够了解和学生能够参与并实施。在

进行学习评价的环节中，教师需要进行相关资料整理，

包括学生最近学习状况、生活状态以及心理状态等方

面，这样一来评价才有效果，效果才更加客观。 
2 学历案在“儿童文学”课程中的应用 
2.1 通过媒介引导 
实现学历案教学的有效媒介有微视频制作，微视

频指的是时辰在十分钟左右的教学视频，由任课教师

根据学生的学习计划，学习目标和学习目的进行备课

制作，微视频在课程开始的前 10 分钟开始播放，微视

频的主要目的是用来启发学生动脑思考，微视频的制

作内容要包括学习内容，学习的重点难点。当然在进

行制作时学生的接受程度也要进行一个恰当考量。由

此可知，想要做好有效的学习经历方案教学，对任课

教师的综合能力要求较高。首先就需要教师会使用制

作视频的相关软件程序等。视频媒介制作是否成功的

关键要素在于能否做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以儿童文

学课程为例，在进行《童话寓言》这一章节的教学时，

应当要将着重点放在本节课的文学特征和表现手法上

面，这是学习文学课程的基本内容，也是进行微视频

制作的重要内容，为了提高学生的观看兴趣，可以在

微视频的开头部分，插入有趣的动画或富有寓言的插

图，或者可以加入与儿童文学的章节课程相关的我国

传统寓言故事插图，让画面富有内涵且生动形象。媒

介的方式并不只有微视频制作，还有许多其他平台相

关内容，只要与本节课的主题和教学目标有关，都可

以作为吸引学生的课程开头部分。 
2.2 通过课前预习 
学生的自主性对学生的学习效率有很大的影响，

一名教师，即便他在课堂上传授的知识非常精湛，如

果学生不参与进来这节课的效果也并优等，要想学生

参与进来，学生首先需要知道这节课所讲的内容，因

此，引导学生进行课前预习非常重要，这一引导行为

一般放在每节课的最后几分钟内提出，例如下节课要

学习的章节是儿童文学中的《儿歌儿童诗》，就可以

向学生布置相关作业，第一，提前预习《儿歌儿童诗》

这一章节，第二，在下节课开始之前向学生提问《儿

歌儿童诗》所讲的内容。提问内容可以询问学生章节

中或故事里有哪些主人公，或哪些情节最让人印象深

刻，以及在预习之后有哪些了解，并告知学生在预习

过程中遇到不懂的知识点要用笔记下来，在下节课上

要着重学习。一定要引导学生不懂就问，经过长时间

的学习，学生也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非常有利

于专业知识的掌握，间接的也提高了小学师资队伍质

量。 
2.3 教师在课堂上发挥引导作用 
学历案教学中，学生和教师的地位应该是互换的，

在课堂上学生才是中心，作为知识传授的教师，应当

在学生产生疑惑的时候及时解答，帮助学生梳理问题

思绪。在微视频观看之后，教师可根据上节课留下的

课后作业对学生进行课堂提问，向学生提问题是让学

生参与课堂学习的非常有效的手段，能够有效调动全

班同学积极性，因为在提问的过程，学生处于紧绷的

状态，大多学生害怕自己被问到而答不出来，因此在

课程的预习中也会发挥较高的主动性。教师不要因为

学生害怕提问而不去提问，这并不是有效的教学策略，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生对不提问的任课教师会产生非

常大的惰性心理，认为反正自己也不会被提问，就随

便敷衍了事。这非常不利于教学发展，对于小学教育

专业来说，更不利于培养优秀的教师队伍。 
除了课堂上教师提问的方式，教师也可以采取小

组讨论的形式调动学生积极性，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

个体，其大脑的思考方向也有所不同，在学生之间碰

撞不同的观点，使得课堂活跃度提高，非常有利于学

习效率。例如在进行儿童文学课程中的《儿童故事儿

童小说》授课时，先向学生展示教师提前制作的 10 分

钟左右视频，作为课程开头，在完成视频观看后教师

可根据学生观看状况向学生提问，例如：“同学们通

过观看刚刚的视频内容，有得到什么启示或疑问吗”

请同学们积极举手回答。对于学生的启示回答，教师

可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夸赞或指出问题，对于学生表达

出来的疑问，教师也应该及时向学生给出解答，解答

的形式可以是教师引导学生自主学习相关内容从而得

出结论，也可以用小组的形式，同学之间互相探讨。 
2.4 学生参与课堂实践活动 
小学教育专业对学生的小学教育实践能力要求较

为严格，在该专业下学习的学生，将来都有可能成为

优秀的小学教师，然而并非只学习书面能力就可以培

养成优秀教师，除了要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同

时还需要具备相关的实践能力以及丰富的教学知识。

素质教育发展下的小学教育专业同样对该专业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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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作用，即通过学历案教学，让学生在学中会、在

会中实践。例如在进行小学教育专业的儿童文学课程

知识讲解中，教师可根据课程任务向学生提出内容讲

授活动，让学生在课堂上当小组的小老师，既增加了

课堂的活跃性，也增强了趣味性，进而拉动全班学生

参与实践。作为小组的小老师可以轮流进行，A 问题

由 A 同学进行讲授，B 问题由 B 同学进行讲授。儿童

文学课程所涉及的实践活动主要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儿童小说故事的表达、寓言故事的朗读与讲解、儿童

诗歌的创作与教唱。针对儿童故事的表达，可以锻炼

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训练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同

时也能够促进同学之间互相了解，增加学生之间的沟

通效率；朗读寓言故事对学生今后的上课朗诵有非常

大的帮助，作为一名合格的小学教师，必须要具备较

好的朗诵能力，除了在课堂上要给予学生锻炼的机会，

也要敦促学生课后积极练习。寓言故事的讲解则需要

学生具备相关阅读能力和白话语的组织能力。针对儿

童诗歌的教唱和创作，基于教师一定的示范之后，可

以让学生上讲台进行模拟，可以即兴创作一首儿歌，

或对现有的儿歌进行教唱。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需要

关注学生的声音、肢体以及形态等方面，及时指出问

题并进行调整。 
3 学历案面临的问题与策略探索 
学历案的教学目标是以学生为出发点，从学生的

角度来进行学习目标设计的，从单一课程的目标到整

个学期的目标，都需要逐层细化并结合教学计划进行

安排。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在心理上实现一个质

的转变，从原本的“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心理

状态，并且通过学历案的教学，能够教会学生如何进

行学习，才能学会自己想要的知识。那么需要如何进

行课程标准细化呢？这就需要结合相关专业的不同课

程进行不同安排，如本文探讨的是小学教育专业中的

儿童文学课程，在儿童文学课程教学时，可根据该专

业学生的教学目标来安排，小学教育专业的教学目标

是为了培养优秀的小学教师队伍，所以在进行课程标

准细化时候要将这个因素作为主要参考标准。例如在

进行《山海经》课程中，教师首先需要了解山海经这

篇课文讲了什么内容，向学生进行大致解释，其次需

要引导学生通过课外相关学习软件或书籍进行知识的

系统性学习。每一节课程的授课时间是有限的，教师

并不可能事无巨细地将所有细节甚至所有故事的发展

背景全部讲清，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上给予一定的时

间或空间，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如此一来增加了学

生的能动性，同时也让学生学会了如何学习。 
此外，需要给予学生完善的资源，建议为学生的

学习延展做引导。给予学生资源与建议由五大构成要

素：指出资源利用的位置、表述作用和地位、指出学

习的途径、指出重点和难点以及突破重难点的方案、

给出评价标准建议。总之，通过资源与建议能够让 95%
以上的学生能感受究竟，需要学什么？为什么要去

学？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学？如何判断自己是否

学会等。 
4 结语 
学历案教学模式颠覆了传统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

模式，同时也改变了传统的授课内容，学历案围绕某

一相对独立的学习单位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专业化预

设，由此为学生制定专业化教学计划。在新时代的教

育行业里，每一位教师的无私奉献都是人才培养的方

向，只有有了会教育的老师，才能培养“会学习”的

学生。综上，希望通过本文的分享，能够对小学教育

专业学历案教学的实施有所裨益，从而培养出能够自

主学习并学会如何学习、具备较强实践能力的小学教

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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